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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8/31~ 9/6 
主日聚會 

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 

主日早上上午 11～下午 3PM  

 (Holmdel Park，44 Longstreet Rd)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 9月5～7日冯弟兄訪問。主日下午1:00 -2:00PM姊妹成全

聚会在曹波姊妹家，請姊妹出席。 

（二） 9 月 13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

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八月三十一日 

讀經 林前九；人生定向。 

鑰節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

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林前九 24) 

禱告 親愛的，靠著袮的恩典與能力，讓我們也能像使徒保羅一

樣，努力奔跑，為要得那『不能壞的冠冕』。讓我們永遠不

輕言放棄！ 

詩歌 在那新耶路撒冷～churchinmarlboro 

九月一日 

讀經 林前十；榮神益人。 

鑰節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

林前十 31) 

禱告 親愛主，讓我們靠著袮的恩典與能力，改變以前自以為

是、我行我素的一貫態度，今後一切以「愛弟兄、榮耀

神」為目標。 

詩歌 活著為耶穌～churchinmarlboro 

九月二日 

讀經 林前十一；擘餅聚會。 

鑰節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 

(林前十一 26) 

禱告 主啊，感謝袮的捨身救贖，願我們在每一次餅杯面前，重

新體會袮的愛和浩瀚的恩典，也重燃對袮再來的盼望！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churchinmarlboro 

九月三日 

讀經 林前十二；彼此配搭。 

鑰節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林前十二 12) 

禱告 主啊！教導我們曉得欣賞別人，與弟兄姊妹彼此配搭，一

起服事袮。 

詩歌 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生命诗歌 

九月四日 

讀經 林前十三；要追求愛。 

鑰節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你們要追求愛。(林前十三 13~十四 1 上) 

禱告 親愛主，請將袮的聖愛，澆灌在我們心中，好讓這篇「愛

的詩篇」於我們不僅是一張清單，而是讓基督愛的美德顯

於我們每日的生活中！ 

詩歌 愛的真諦～churchinmarlboro  

九月五日 

讀經 林前十四 1～25；先知講道。 

鑰節 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

林前十四 3) 

禱告 親愛主，使用我們的口，只說造就、安慰、勸勉人的話。 

詩歌 主，我不過是你運河～churchinmarlboro  

九月六日 

讀經 林前十四 26～40 ；當造就人。 

鑰節 弟兄們，這是怎樣呢？當你們聚會的時候，你們各人有詩

歌，有教訓，有方言，有啟示，有繙出來的話，讓凡事都

為造就人而作。 (林前十四 26 原文) 

禱告 主啊，頤我們聚會中的每個環節，都讓你得著榮耀，教會

被建造，而眾人得造就 

詩歌 主啊每逢你民同聚～生命诗歌 

【本週聖經鑰句】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你

們要追求愛。」 (林前十三 13～十四 1 上)――「追求愛」(林前

十四 1 上) ──本章說到愛的重要性，而愛是需要人去「追求」

的。「追求(diokete)」希臘文這個一詞是用來形容一個獵人追趕

他的獵物那麼急切；或是形容一個熱心的人奮力地追求他自己設

定的更高目的。所以我們蒙恩以後，要將全部的精力投注在一件

事上，就是追求那祟高、永恆的恩賜──愛的恩賜，以致讓主的

愛完全充滿和管理我們。 

【愛的詮釋】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是保羅對愛的詮釋。「愛」的希臘文原

文是 agape，是指神聖的愛，在本章共出現 9次之多。在本章裏，

保羅指出真正的愛是甚麼，目的在激勵我們追求最大的恩賜，乃

是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保羅在頭三節裏，簡要地說明瞭愛的價值。凡我們所作，不論說

甚麼(先知講道)，知道甚麼(有洞察奧祕的能力)，能作甚麼(憑信

心移山)，甚至肯捨甚麼(捨己賙濟)，若是沒有「愛」，一切都失

去意義，與人無益，與自己也算不得甚麼。接著，保羅在第 4～7

節中敍述愛的內容： 

（一） 對人──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求自

己的益處；不計算人的惡。 

（二） 對己──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輕易發

怒。 

【禱告事項】 
◆ 為2014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在病中鲍贤珍姊妹，李景译弟兄的父親，紐約教會朱永

毅弟兄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12-1-13%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19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ov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37.htm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187#lyric-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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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質──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四） 範圍──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13 節，保羅指出愛的超越。「愛是永不止息」的這一句話顯

示愛永不敗落，永不衰殘、永不消失、永不終止。而各種恩賜終

有消失的時候，因為講道之能必歸於無有；方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終必歸於無有。然後，保羅以孩子成長的比喻，說明我們需

要在生命裏長大成熟，及至長大成人，自然就會把孩子的事丟棄

了。保羅又以鏡子的比喻表明我們現今對屬靈奧祕的事瞭解有

限，只有等到主回來時，才會全面而透澈的認識了。最後，保羅

以「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結束了全章。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愛是有價值的──基督徒與世人不同的地方在那裡呢？基督

徒真正的價值在那裡呢？基督徒屬靈生命的長進和追求又在那裡

呢？對基督徒生活中的每件事來說，愛正是那關鍵的鑰匙。它除

去生命中一切的繁雜，把責任減縮成一個簡單的，首要的元素，

就是要去愛神並且愛人。所以有了愛人則像神，因為神就是愛

（約壹四 8，16）。有了愛，才能使世界開滿鮮花，人間成為天

堂。反之，若沒有愛，世界變成沙漠，人間成為地獄。 

(二)愛是基督豐滿的彰顯──愛究竟是什麼？有人說，若把本章

裏面所有的「愛」字，都用「基督」一詞來代替，然後誦讀全章

經文，則全段的意義就更加清楚。因為林前十三章 4～7 節所提到

十四項愛的美德，如果我們靠自己的力量，的確是不可能作到。

因為愛不是人「作」出來的，愛乃是「活」出來的。而我們如何

活出這樣愛的美德呢？請記得，這愛實在是神的心和基督的生

命，藉著聖靈己經住在人的裡面。 

(三)愛是永恆的──「愛是永不止息的」(8 節) 。「永不止息

(katargeo)」希臘原文指永遠不貶值，耗盡，失效或廢除。因為愛 

的源頭，愛的動力和愛的內容乃是神生命的彰顯。因此，愛必永不

敗落，永不衰殘、永不消失、永不終止，就像神永遠的生命一樣。

今世的一切的恩賜將來都要過去，都要停止，都要廢棄，但愛直到

永世仍永不止息，永不廢棄，永遠長存。 

(四)愛是需要人去追求的──這個「追求」(十四章 1節)的行動是

需要奉獻，專注，努力，和不屈不撓的毅力，去全心追趕，直到追

上為止。我們蒙恩以後，要以「追求」愛為目標，常和主交通，讓

主那永遠的愛，不止息的愛，不衰殘的愛充滿我們，，在實際生活

中活出愛的見證。 

【默想《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一）1～3節說出愛的價值。愛的優越是必須的，超越了口才、講

道、信心、賙濟！所以我們要時刻在愛中服事人，幫助人。 

（二）4～7節說出愛的內容。愛的美德是至高的，十四項的美德全

是基督！所以我們要在生話中，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23)，彰

顯基督的美德。 

（三）8～13 節說出愛的超越。愛的超越是永恆的，其他恩賜都必

歸於無有！所以我們要竭力追求愛。 

（四）我們會以甚麼行動去回應這篇「愛的詩篇」？ 

【論神的愛】伯納多（Bernard of Clairvaux，1091～1153）是一位

中世紀的修士，其著作對路德和加爾文影響至深。在他有名的著作

《論神的愛（Treatise on the Love of God）》中，他所強調的，乃

是「神按著祂被人所愛的度量，而被人認識」，人對神的愛有多

少，對神的認識也就有多少。為什麼要愛神呢？因為神的自己就是

愛，愛是人與神之間惟一的語言；愛神要愛到什麼地步呢？乃是沒

有限量的。愛怎麼生長呢？當人領略神的愛的時候，特別是加略山

的愛，愛就生長。愛的本身是不問報酬的，真正的愛是不計報酬、

不假外援的。在愛中消失自己，就像水滴入酒中，失去了原來的色

彩，卻更芳香。 

他提出愛有四個層階： 

（一） 第一階──為己愛己。人為自己而愛自己，不過是情不自

禁地滿足自己個人的需要和渴求。 

（二） 第二階──為己愛神。當人發覺人生沒有意義，再不能靠

自己活下去時，便會尋找神；這時開始尋求屬靈的需要，只是仍

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 

（三） 第三階──為神愛神。當一個人學習禱告、讀經、敬拜

神，經歷與神同在的甜美時，便甘願放下自己，為渴慕神而學習

愛神。 

（四）第四階──為神愛己。在這境界中，一個人渾然忘我，與

神合一，一切「唯道是從」，真正達到神人一氣相通的高度和

諧。 

【祂愛我！】有一位牧師問一位年紀九十餘歲的老人道：『老朋

友！你愛耶穌麼』？他滿面的縐紋，笑著說道：『阿！我能告訴

你一件比那更好的』，牧師問道：『是甚麼呢』？他說：『阿！

牧師！祂愛我』！(你若真知道耶穌愛你，那你有多麼快樂)？ 

【神的愛在人身上的作用】神的愛在人身上，產生兩種相反的作

用：一種作用是神愛愈多，人就愈愛自己，心靈愈麻木；另一種

是神愛愈多，人就愈愛神，心靈愈柔軟、敏感。正如太陽光在泥

和蠟上面所造成兩種相反的作用：泥愈曬愈硬；蠟愈曬愈軟。但

願聖靈使我們的心柔軟，對神的愛有積極的回應。─ 滕近輝

《在聖靈中長進》 

【神的愛超越過我們所能理解的】我從小生長在美國南方。我腦

海中的海洋是很小的。當我第一次看到大西洋時。我簡直無法想

像怎能有這樣大的一座「湖」。浩瀚的海洋，只有親眼看見它的

人才能體會，神的愛也是如此，那是超越人頭腦所能理解的。除

非你親身體驗，沒有人能形容它的奧妙。── 葛培理 

【神聖的愛(The Sacred Love)】 

 愛是看見了罪的醜惡，就尋找一個赦罪的根基。Love saw the 

guilt of sin, and sought a basis of pardon. 

 愛是看見了罪的疏離，就尋找一個復和的基點。Love saw the 

alienation of sin, and sought a ground of reconciliation. 

 愛是看見了罪的污染，就尋找一個潔淨的方法。Love saw the 

defilement of sin, and sought a way of cleansing. 

 愛是看見了罪的墮落，就尋找一個復原的載具。Love saw the 

depravity of sin, and sought a means of restoration. 

 愛是看見了罪的奴性，就尋找一個釋放的途徑。Love saw the 

enslavement of sin, and sought an instrument of emancipation. 

 愛是看見了罪的傷痕，就尋找一個醫治的膏油。Love saw the 

malady of sin, and sought a balm of healing. 

 愛是看見了罪的咒詛，就尋找一個稱義的方式。Love saw the 

condemnation of sin, and sought a method of justification. 

 愛是看見了罪的死亡，就尋找一個生命的道路。 Love saw the 

death of sin, and sought a way of life. ──飛揚協會 

※神如果就是愛，不管你怎麼敲祂，怎麼棄絕祂，怎麼拒絕祂，

怎麼冷落祂，神還是愛。―― 倪柝聲  

※神是一個行動的愛。─ 戴德生 

※我們若要認識「神的愛」，我們便須就近各各他。―― 慕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