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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3/28~ 4/3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成全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王艾東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李景譯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4 月 10 日(週六晚上)成全聚會，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參加。 

二.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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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榮耀的福音。 

四. 下週主日第三堂【我愛作個唱詩人】──主活在我裡面。 

五.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路加福音特點和鑰義。 
 

 

 

 

 
 

 

【家訊信息】禱告與福音 
讀經：「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

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神阿！願列邦稱讚你；願萬

民都稱讚你。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

導世上的萬國。神阿！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地已經

出了土產；神，就是我們的神，要賜福我們。神要賜福與我們；

地的四極都要敬畏祂。」（詩六十七） 

我們讀了這一篇的詩，我們能摸出作詩人的感覺，乃是願意神

在萬民中得著稱讚。他願意世界知道神的道路，萬國也知道神的

救恩，地的四極都能起來敬畏神。但是當他寫詩的時候，他不是

從這裏開始的。他先是注意到自己，說到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

我們，用臉光照我們。你在這裏看見，他是先為著自己禱告。他

為甚麼在這裏為自己禱告呢？他的目的不是為著他自己。我們讀

第二節就看見了，他說：「好叫世界得知 的道路，萬國得知 的

救恩。」所以你在這裏看見，前面是我們，後面是萬國。前面是

為自己禱告，後面是叫列國知道神的救恩。  

這個作詩的人知道神作事的方法。神沒有差遣天使去傳福音，

叫列國能歸向祂。在這一個時代，神是差遣祂的教會去傳福音，

神是差遣祂的兒女去傳福音，叫列國得知神的救恩。所以如果今

天列國要知道神，他們必須要經過我們。如果我們在神的面前不

行，我們就叫列國得不著神的救恩。如果我們在神的面前能蒙憐

憫的話，那麼列國就有路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一個原則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們盼

望列國能知道神的救恩，我們先要到神的面前求神來憐憫我們。

弟兄姊妹！我們實在需要神的憐憫。我們這個人在神的面前完全

是靠著祂的憐憫，我們需要祂憐憫我們。想到我們的心是何等的

冷淡，我們需要祂憐憫，叫我們心裏火熱。想到我們的愛心是何

等的軟弱，我們需要主憐憫，恢復我們當初的愛心。想到我們在

神的面前，許多情形是偏差的，不是絕對的向著主，我們需要祂

來憐憫。再想到在我們身上有許多的軟弱，也有許多的攔阻，我

們需要祂憐憫，除去這些攔阻。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必須到神的而前，先求神憐憫我們，賜恩給 

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如果我們能蒙主的恩典，能得著祂面光的

照耀，叫我們裏面火熱起來，叫我們恢復當初的愛心，叫我們能

把一切的攔阻都對付清楚，叫我們的裏面被主的愛所充滿，是明

亮的，是快樂的，是敞開的；如果我們是在這樣的光景中，我們

去傳福音，福音就能從我們身上出去。  

我一直記得一件事，在一九○四年，在英國威爾斯有一次大復

興，復興到一個程度，監獄裏頭都是空的，法官都沒有案子可審

了，戲院都關門了，整個的社會都改變了，在全城裏差不多沒有

人可以得救，因為都得救了。那一次的復興非常大，非常厲害。

這個復興是怎樣開始的呢？神所用的器皿是個十分軟弱的器皿，

他的名字叫作「羅伯斯」。這個弟兄是一個礦工，他沒有多少的

學問，但是從他得救之後，他的心實在是向著主，有十三年之久

他天天在神的面前禱告，求神復興祂的教會。這一個弟兄在主的

面前就是有一個心，一直在那裏禱告，一直在那裏仰望神。  

有一天，那個地方開特別聚會，他也是一個代表，也去赴那個

特別聚會。在那特別聚會中間，就在一次禱告的時候，（我盼望

弟兄姊妹能注意，乃是在禱告的時候，不是在聽道的時候，）他

們一班弟兄姊妹！人數不太多，都跪在主的面前，他也跪在椅子

旁，也在那裏禱告。那個時候主的愛摸著他，主的靈在他裏面像

火一樣燒起來，他就想到這個世界許許多多的靈魂，裏面非常的

迫切，他就大聲禱告。他的禱告只有一句話，這一句話成了很有

名的話。他說：「神哪！折服你的教會，拯救這個世界（Bend the 

Church and Save the World）。」因著這個禱告，神聽了他，從那

一次回去之後，神就開始用他。結果這一個火焚燒到全威爾斯，

不但如此，這一個火一直影響到世界各處。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裏我們看見，我們要神拯救這個世

界，我們必須求神先折服我們。如果我們在神面前沒有被折服，

還走自己的道路，還貪愛自己所喜愛的，還為自己活著，還是與

神脫節；如果教會沒有被折服，還是驕傲，還是自滿自足，以為

靠自己的力量能拯救這個世界。弟兄姊妹！神的靈就沒有路。  

我們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這個世界。哦！在我們的四圍

有許多的罪人，在我們所認識的人中間有許多沒有得救，也有許

多聽過多次福音，裏面還沒有改變。弟兄姊妹！如果我們要神救

他們，我們先得求神折服我們，他們所以還沒有得救，不是神不

要救他們，乃是因為我們在神的面前是他們的攔阻。如果我們每

一個人真是折服在神的面前，破碎在神的面前，把自己交在主的

手裏，讓祂隨意來用我們，讓祂的愛來充滿我們，讓祂的火來焚

燒我們，神拯救這一個世界就是很容易的事。  

你看當初教會在五旬節的時候，就是這一種光景。他們只有一

百二十個人在樓上禱告，沒有勢力，也沒有才能、也沒有學問，

非常軟弱。但是這一百二十個人同心合意恆切的禱告，真是一班

折服的人，完全被主得著的人，所以到了五旬節，聖靈就充滿他

們，把他們當作一個器皿，福音的火就燒起來了。這火一直燒出

去，不過幾十年，燒遍了當時的世界。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在這裏，我們也要同心合意禱

告，求神憐憫我們，賜恩給我們，用祂的臉來光照我們，好叫萬

國知道祂的道路，萬民得知祂的救恩。讓我們求主折服我們，求

主把祂的愛傾倒在我們裏面，求主給我們福音的靈，給我們愛罪

人靈魂的心。我們心裏所願意的，就是因著有人得救的緣故，叫

讚美的聲音能加增，叫神的名能得著榮耀！ ── 江守道 

【拾穗】 

【火場驚魂記】江森和美莉是一對幸福美滿的夫婦，他們育有一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4月17日的福音聚會禱告。 

◆ 為5月29~31日的福音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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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一女。江森的公司最近派他到外地出差幾天，江森想到好久沒

帶美莉出外旅遊，趁這機會帶她一起出去走走也好。因此他們請

了一位褓姆照顧孩子，就一起到外地去了。辦完事後遊覽了幾

天，美莉不放心孩子，歸心似箭，他們便決定提早回去。 

車子駛近他們居住的小鎮時，感覺回到家真好。忽然，聞到一

股濃厚的煙味，他們便改道而行，想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駛

近一看，有一棟房子失火了，美莉說：「還好不是我們家，我們

趕快回去吧！」 

但江森將車子繼續往失火現場駛近，說：「這房子不是宏瑞家

嗎？糟了，他白天都在工廠工作，現在還未下班，也許我們可以

幫什麼忙。」「我們幫不上忙的，」美莉拉拉他：「你一身西裝

畢挺，千萬不要靠近火窟啊！」 

江森還是自顧駕車，到了現場，驚見那房子整棟都著火了，一

位女士在院子裡歇斯底里地喊著：「快來救救小孩子啊！」江森

拉住她說：「鎮定一點，快告訴我孩子們在那一間房間？」那女

士說：「在地下室，從走廊下去左邊那間。」 

不管美莉的勸阻，江森拿起水管來，將自己的衣服淋濕，用濕

的手帕蓋在頭上，就衝進濃煙瀰漫、火炎熊熊的地下室。他找到

了門把，抓起了兩個孩子，一手抱一個，趕緊離開火窟。 

正離去時，似乎還聽見一縷微弱的聲音....他將兩個驚嚇萬分，

幾乎窒息的孩子帶到安全地方，交在大人手裡，自己大大吸一口

新鮮空氣，又詢問門口人群：「還有沒有小孩留在地下室啊？」

他們告訴他，還有兩個。美莉緊緊抓住他，大叫：「江森，不要

再進去了，你會沒命的，這房子隨時會塌下來。」 

但他不顧一切，跑進煙霧瀰漫的走廊，下到地下室，好不容易

找到了那兩個孩子，趕緊將他們抱起來。三人都不斷地咳嗽，他

只好彎下身以便盡量吸入微薄的新鮮空氣。當江森蹣跚地爬上似

乎永無止境的階梯時，他突然有一種奇怪的直覺，緊貼他身上兩

個孩子的體味似曾相識。終於逃出了火場，來到有陽光和新鮮空

氣的地方，他才發現他所救的原來竟是自己的孩子。原來，他們

的褓姆臨時必須出去購物，將這兩個孩子暫時寄託在這個朋友

家。 

這個故事讓我想到聖經上的教訓：「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

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如此。」「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因為不知什麼時候，你所

付出的會產生出人意外的結果呢。──本文為真實故事，取材自英

文網路文章 http://www.inspirationalstories.com/decision-1.html。 

【愛是永不止息】下雨的日子去掃墓，使得我原本沈重的心情，

添加了些許的愁悵。出門前隨手拿了本書，上了火車就打開翻

閱。作者是位神學教授，妻子罹患癌症剛過世，遺留了兩個幼小

的女兒。讀到這位母親病危時，孩子與爸爸間的對話，我忍不住

哭了；那樣天真懵懂的小孩，竟能分擔及體會重病母親的心情，

真是令人心疼。 

我的父親因癌症病逝，一歲的我正是學步的年齡，未能分擔他

對抗死亡的痛苦，未能在病榻前熬藥餵食，是幸福？還是不幸？

可是我好羨慕那兩個小女孩，我寧願生命中有這一段刻骨銘心的

回憶，即使充滿了生離死別的椎心之痛。但誰又會想到，多年後

自己竟也罹患了癌症；我好像回到了從前，陪伴父親一起走完生

命的旅程。我經歷了癌症的痛苦，體會了生命的無常，聽到了爸

爸的吶喊：「我不要死！」。每每思念父親，總是無數的淚水。 

感謝神，這些傷痛竟填滿了本是空白茫然的回憶，我對爸爸的

思念不再只是為沒有父親而難過。過去我會埋怨，為什麼爸爸要

離開我？我生氣上天何等的不公平。而今我可以感受到爸爸好深

的愛在我的裏面，陪伴著我成長。他的愛從沒有離開，因為他沒

有帶走他對我的愛與思念。 

坐在爸的墳前，仍是滿臉的淚水，淚水裏有太多的感恩。我和

父親都是生病才信主的，而父親幾乎是在閉上眼的那一刻才決志

受洗。望著墓碑上父親的照片，內心深深的嘆息；為什麼我們兩

人竟有如此不同的命運？爸死了，而神卻讓我存活下來。 

生病這四年來，特別是在癌症復發，經歷了神奇妙的醫治後，

我感受到一種從不曾有的父愛。神是如此地深愛著我，祂的愛不

僅交織著我所失去的父愛，更遠超過我所求所想的豐富。雖然失

去父親是很深的遺憾，但我為因癌症而認識祂獻上感恩，因為遇

見祂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份。 

我尋見了這位永遠的父親，祂擔負了我的憂傷，醫治了我的疾

病，也和我一起分享生命中的點點滴滴。我知道祂會陪伴我到永

恆，我再也不用擔心我所深愛的這位父神會離我而去，我可以完

全的信靠祂；而且祂會在生命的道路上，給予我隨時的扶持與保

守。 

淚水止住了，我看到照片上的爸爸散發著燦爛的笑容。奇怪！

怎麼以前都沒有發現到。此時心中湧出了一首詩歌「愛是永不止

息」，是啊，有一天我和爸爸會在永恆裏相遇，這份父女之情是

不會斷絕的，因為神已經把祂那永不止息的愛放在我和爸爸的裏

面了。──原載於「傳揚」Vol.32, No.12, 2002。 

【蒙恩見證】神的話語是應時供應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太四 4)  願我們都靠神的話而活，更多經歷他的話。 

＊ 近來我備受疾病困擾，風濕痛令我非常難受，只好不停禱告。

讀經的時候，神用他的話來鼓勵我：「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箴十七 22) 感謝主一直賜我力量，扶持我，叫我雖然身患惡

疾，仍有喜樂的心，甚至能夠向人傳福音。  

＊ 自從女兒出生後，初為人父的我面對許多挑戰，常感手足無

措，導致心煩意亂，與妻子的爭吵亦明顯加多。感謝神用他的

話題醒我：「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四 26)

於是怒氣很快就平息了。對於養育下一代，我和妻子各持己

見，神就題醒我們要放下自己，同心教養女兒。  

＊ 我是一名教師，有一次與舊同學敘舊，互訴近況。言談間得知

他們大多事業有成、生活富足，反觀自己，工作多年，仍只是

一名教員，內心滿不是味道。回家途中，酸溜溜的感覺越來越

重，不禁問：「為何我不能像他們一樣呢？」這時候，主藉約

翰福音廿一章 15 節對我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我立

時蒙光照，知道自己毋須追求世福，毋須與人比較，因為主耶

穌才是我的最愛！  

＊ 感謝神賜給我一個孩子，並且讓我學習信心的功課。我曾經兩

次小產，信心墜落至谷底，擔心自己不能生孩子，這時主用他

的話來鼓勵我：「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約十一 40)

此外，主藉著詩歌「有你夠了」(簡譜本 470 首)來題醒我：有

神就夠了！在已過的路上，神用愛的神蹟來多方眷顧，有神就

有一切。已往我一心要生孩子，現在被主校正：無論有沒有孩

子，有神夠了！後來我再度懷孕，外遊期間，看見一道從南到

北的彩虹，令我想起神沒有忘記他的應許。神是信實、永不改

變的，願榮耀歸給他！──原載於香港教會家訊。 

＊ 在聖經中，清楚易懂的部分餵養我們的信心，而那些奧秘難

懂的部分則能考驗我們的信心。Our faith is fed by what plain 

in Scripture and tried by what is obscure。──Augustine 

http://www.inspirationalstories.com/decision-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