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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4/29~5/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陳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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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 月 26~28 日的的福音營請向陳憲明和王艾東弟兄報名。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四月廿九日 

讀經 撒上 21~23；路 24：13-53 

鑰節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

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路廿四 32節】 

禱告 主啊，我們願與你同住，與你交談。求你開我們心竅，以致

我們能更明瞭聖經，更認識你，也更愛你。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Xuite 影音 

四月三十日   

讀經 撒上 24~26；約 1：1-34 

鑰節 「道成了肉身，住（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約一 14】 

禱告 啊！求你光照、啟示你的生命之道，使我們更多地認識你，

更深地經歷你。 

詩歌 恩典夠我用-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一日 

讀經 撒上 27~31；約 1：35-51 

鑰節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的。」【約一

29 下】；「看哪，這是神的羔羊。」【約一 36 下】 

禱告 主啊！求你使我們天天「看見」你、一生能「跟隨」你、

「見證」你。 

詩歌 榮耀歸於我主- YouTube 

五月二日 

讀經 撒下 1~2；約二 

鑰節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

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約二 10】 

禱告 親愛的主：每一次當我們經歷人生的盡頭，我們願來到你面

前，讓你的豐滿解決我們的虛空，你的喜樂解決我們的懮

傷，你的生命解決我們的死亡，你的盼望解決我們的絕望。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 奇妙的大改變- churchinmarlboro.org 

五月三日 

讀經 撒下 3~4；約三 

鑰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三 16）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竟肯來拯救並愛罪人如我。 

詩歌 耶穌竟然愛我- YouTube 

五月四日 

讀經 撒下 5~7；約四：1-26 

鑰節 「神是靈，所以拜祂的必須在靈和實際裏。」【約四 24

原文另譯】 

禱告 神啊！你是靈，如今住我靈裏。求你讓你的所賜的活水在

我們生命中湧流，使我們更深地認識你，更在靈裏和實際

來敬拜你。 

詩歌 哦，主耶穌，當你在地- YouTube   

五月五日 

讀經 撒下 8~10；約四：27-54 

鑰節 「耶穌對他說：「回去罷，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

所說的話，就回去了。」【約四 50】 

禱告 主啊！求你使我們「聽」、「來」、「求」、「信」而

「順服」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在信心中不斷的增長。 

詩歌 信而順服-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享受詩歌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你來享受詩歌時，一定要配合你「所是」

的經歷，也就是配合你屬靈的情形。如果人問你，你現在有沒

有一首喜歡的詩歌？你回答「沒有」，那表示兩個可能：一個

是你受壓太重，唱不出來；一個是你離主太遠，無歌可唱。

「無歌可唱」說出你身上需要有一個新的復甦。你若是在主面

前受壓太重，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沒有，你還是需要一首歌，

來叫你重新得力；你若是離主太遠，你更需要一首歌，來恢復

你和主之間健康的關係。 

詩歌是你屬靈情形的溫度計 

無論你跟隨主多少年，你不能沒有詩歌。不僅這樣，你現在喜

歡的那首詩就是你屬靈的溫度計，你的「體溫」高不高，從你

的詩就能看得出來。譬如說，你若是喜歡一首喜樂的詩，這說

出你或者在談戀愛，或者剛找到工作，或者最近特別享受主自

己。你若是喜歡「祂所賜的十架雖然沈重，不會重逾於祂恩

典，」就說出你現在的環境不太順利，或者你和主的關係不一

定那麼好。 

這裡也請你注意，你喜歡什麼樣的詩，你就唱什麼樣的詩，不

要太在頭腦裡分析。唱詩是不能勉強的，不要勉強去唱你感覺

搆不上的詩，但是你可以告訴主，「主啊，我最近唱的都是這

類的詩。主啊，我是不是在你面前需要有一個轉機？我是不是

在你面前需要有一個新的開始？你是不是在我身上需要有一個

更深的工作？」你若是在主面前一直這樣的學習詩歌，你的一

生將會得著很大的幫助。 

許多愛主的人都能見證，他一生在跟隨主的路上，有許多關口

都是藉著詩歌才通過的。有的詩歌叫他裡面得著復甦﹔有的詩

歌叫他裡面得著加力﹔有的詩歌叫他裡面對主更有開啟。這些

詩歌就成為他在跟隨主的路上應時的供應。 

愛是你一生不可不唱的歌 

有一件事十分確定，一個健康的基督徒一定喜歡唱愛的詩歌。

弟兄姊妹，今天你也應該藉著唱愛的詩歌，來開始你跟隨主的

道路。你若要好好將自己奉獻給主，起來跟隨主，一定要從愛

的詩歌開始。我們應該特別注意擘餅聚會，這個聚會的特點就

是叫我們能摸著主的愛，享受主的愛。在擘餅聚會中，我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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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28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http://vlog.xuite.net/play/N3RSSGNSLTM3NzM4NjAuZmx2/%E8%A9%A9%E6%AD%8C%EF%BC%8812%EF%BC%89%EF%BC%9A%E4%B8%BB%EF%BC%8C%E6%88%91%E6%9B%BE%E5%90%A6%E5%8F%AB%E8%81%96%E9%9D%88%E6%86%82%E6%84%8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6.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RyGisNc5E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5Wuqd8tkX8
../../../../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Daily%20Devotion/哦，主耶穌，當你在地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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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歌大部分都是一些主愛的詩歌，以及主的愛在我們身上該

有的情形。如果有人問你，「你最喜歡哪一種聚會？」你若能

回答說，「我最喜歡擘餅聚會，在那個聚會裡，我覺得自己和

主何等的親近！主的愛感動我，在我身上成為我的享受；主的

愛叫我復甦，在我的生命裡產生新的水流！」那麼，你就是一

個健康的基督徒。 

我願意說，一個跟隨主的人，一定要懂得享受愛的詩歌。你這

一生在主面前走得好不好，長得好不好，與你在初期跟隨主的

時候，對愛的詩歌的享受是成正比的。當你開始愛主、追求主

的時候，愛的詩歌唱得越多，在愛裡浸透得越深，和主的關係

越甜美，愛在你的身上就越有動力、越有感力，你這個人在跟

隨主的路上也就越健康。今天我們來看詩歌的分類時，會發現

關於愛的詩歌並不多，可是你要注意，主的死是祂的愛，主各

面的供應是祂的愛，主各面的經歷也是祂的愛。在這樣的愛

裡，我們享受於祂，我們奉獻於祂，我們認定於祂，我們受捆

綁於祂，我們甘心走在祂的道路上，與祂有密不可分的交通，

也與祂一同經歷各種試煉，等候祂的再來！ 

哦，這樣的「愛」不是一個情緒的東西，不是一個情感的東

西；這樣的「愛」是你在情感裡和這位活活的、滿有人位的主

之間所產生的一種健康的關係。弟兄姊妹，「愛」和「主」是

不可分的！每一個在詩歌裡摸著愛的人，都會對主產生許多的

鑑賞、許多的寶愛、許多的傾吐，和主之間產生隱密的關係。

在這隱密的關係裡，你的禱告完全是向著主的，這個禱告是沒

有人可以聽的；你在這裡向主說的一切話，是不能對別人說

的。 

當你和主之間產生這樣親密的關係時，你裡面沒有一件事是主

耶穌不知道的。因著愛主的緣故，你可以將你的剛強，你的軟

弱，你的得勝，你的失敗，你的豪邁，你的追求，你的限制，

甚至於小小的罪在你身上的轄制，都很坦然的告訴祂；同時，

你可以告訴祂，「主啊，你知道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但是主

啊，你知道我愛你！」 

弟兄姊妹，當你藉著詩歌摸著主自己，和主產生愛的關係之

後，你就和主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這樣，愛的詩歌就能在你身

上產生一種組成。在這樣的組成裡，你不僅唱詩，你也認識了

自己，摸著了一個真理，看見了一個啟示，漸漸地，主也能將

祂自己構成在你身上。相信這樣的實行會成為你一生跟隨主、

追求主的健康根基。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再說，你一定要會享

受愛的詩歌，藉著這些詩歌在主面前傾心吐意，讓你最深處的

感覺、最裡面的話語，都能讓主知道。—摘自你不可不唱的歌 

【心靈加油站】你是耶穌嗎？ 
一群推銷員趕去開一場銷售會議。 大家約定， 讓每人的另一半

知道， 他們會準時回家晚餐。 不巧， 會議拖了一點時間， 他們

到達機場稍晚， 大家手拿機票搶進航廈， 在遊廊中奔跑。  

一名推銷員，無意中撞倒一條賣蘋果的長凳，蘋果掉落，散了一

地。由於時間緊湊，闖禍者沒有留下來收拾殘局。 他們一夥人，

趕著繼續奔跑，終於登上了飛機。 當一夥人全都上了飛機，唯獨

只缺了一個人。  

其中有一人停了下來，他回頭看一眼那被撞倒的長凳﹐深深呼了

一口氣， 並對那條蘋果長凳的女主人感到一些同情。 他告訴夥伴

們不必等他， 儘管去趕飛機，只請他們到達時，通知自己的太太

一聲，他會乘下一班飛機回家。  

他往回走回航廈， 發現所有的蘋果都掉在地上。 使他大吃一驚 

的是， 賣蘋果的小販， 是一個瞎眼的小女孩。 她正在哭，手摸

地板，淚流滿面，想找蘋果，卻一無所得。 機場裡人群川流不

息，誰也不停留，更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推銷員在女孩身旁蹲下， 把蘋果一個個撿回籃子裡， 並幫

她把長凳架好。 這時他才看到， 許多蘋果已經跌爛了。 幫完了

忙後， 他從錢夾取出錢對女孩說： 「請把這一百歐元拿去， 當

作我們給妳造成的損失賠償。 妳沒事吧？」  

女孩哭著點點頭。 推銷員繼續說： 「我希望沒有浪費妳的一

天。」說完就移步走開。 女孩卻大聲喊道：「先生…」那人駐

足，轉身， 女孩問說：「你是耶穌嗎？」那人停下，注視女孩有

目無珠的雙眼。一會兒身不由己，動彈不得。然後他緩緩回過身，

走向登機門，心中卻火一般地延燒著那一句「大聲問」：「你是耶

穌嗎？」  

曾經有人以為你是基督嗎？ 其實，這是我們做人的目標。 盡量

肖似耶穌，使人看不出我們與基督之間有何差別。 如果我們想認

識耶穌，必須活得，作得，像祂一樣才行。 每天把祂的話活出

來。你是祂眼中的瞳人，即便你潦倒一生。 為了救你，祂拋棄了

一切，為了你「踩爛的水果」，祂已付了賠款。  

我們要開始活一個相稱於祂付出的這一代價的生活！ 今天就開

始！ 慈愛的天父， 請把你的靈賜給我們， 讓聖靈幫助我們， 效

法你的聖子耶穌， 耶穌是 你的歡愉、喜樂、快慰。 假如你需要

一個祝福， 請繼續讀下面的訊息。  

天父， 恩典的上主， 求你的豐厚降福我和我的家， 我深知

道， 一個家不只是父母﹐兄弟﹐姊妹﹐夫妻﹐子女﹐ 還包括了所

有信你， 靠你為父的人。  

我祈禱， 為那位寄給我這訊息的人， 也為我自己。 為那將此

訊息傳給別人， 以及此刻正在讀它的人。 使得所有相信你， 依

靠你的人所做的群體禱告， 比任何事業更有威力。  

主阿， 我現在就為你賜下的許多祝福 感謝你。 主阿， 此刻正

在讀這訊息的人， 求你救他擺脫生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  

把你的天上智慧賞給我， 叫我作你手中的得心應手工具， 好能

實現你派給我， 命令我要作的一切。 我知道，只要我們聽你的

話， 並把這話活出來， 你會是怎樣神妙莫測的上主。  

主阿， 我感謝， 為了剛接受的許多祝福， 也為將要接受的祝

福， 因為我知道你還會降福我們。 我也為所有 無固定工作的人

祈禱， 為那些不像我們 安享健康的人祈禱， 慈悲的主， 會用你

的光芒充滿他們, 因耶穌之名我向你懇求。  

今天 所以，我的祈望是你有一個 滿被祝福的日子。 趕快寄出

這訊息， 你沒損失什麼。 不到幾小時， 會有許更多的人為別人

代禱。 為活得更好，應該知道， 過去的已留在背後， 未來的要

等明天， 你有的只是今天。 

默想：1. 你有沒有因為損害別人而內心感到不安呢？什麼事情？ 

      2. 你能否在那些最小的弟兄身上看見耶穌呢？ 

      3. 別人又能否在我的身上看見耶穌呢？ 

偉大的真義 The Greatness 
※ TO youeself, RESPECT. 對你自己，自尊。 

※ TO a friend, YOUR HEART. 對你的朋友，誠心。  

※ TO all man, CHARITY 對每個人，愛心。  

※ TO every child, A GOOD EXAMPLE 對每個小孩，榜樣。 

※ TO a customer, SERVICE . 對你的顧客，服務。  

※ TO an opponent, TOLERANCE. 對你的對手，容忍。 

※ To your enemy, FORGIVENESS. 對你的仇敵，饒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