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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 年 9/9~9/1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0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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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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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 月 22 日~23 日的特別聚會，將由謝德建弟兄釋放信息，請弟

兄姊妹出席。 

。 

 

 
 

 
 

九月九日 

讀經 箴 10～12；林後 12 

鑰節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 7） 

禱告 親愛的主，無論環境多艱難，遭遇多痛苦，讓我們以欣然

的心境面對所有的遭遇，在軟弱中經歷你夠用的恩典，好

叫你賜的能力在我們的身上彰顯出來。 

詩歌 恩典夠我用-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日 

讀經 箴 13～15；林後 13 

鑰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

們眾人同在。」【林後十三 14】 

禱告 親愛的主，叫我們能活在神的愛和基督的恩裏，願接受裏

面聖靈的感動與帶領，使我們在生活中彰顯你。 

詩歌 祝福-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一日 

讀經 箴 16～18；加一 

鑰節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

這罪惡的世代。」(加一:4)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雖活在這個世代裏，但叫我們不受這個世

代的影響。 

詩歌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二日 

讀經 箴 19～21；加二 

鑰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二 2:20 上) 

禱告 親愛的主，教導我們明白「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著面活著」真理的奧秘，使我們經歷生活言行皆因

信神的兒子而活。 

詩歌 基督在我里面活- YouTube  

九月十三日 

讀經 箴 22～24；加三 

鑰節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

的無知麼？」(加三 3) 

禱告 親愛的主，以往我們因信，得著聖靈的重生；如今因你的

內住，而開始得勝生活；將來我們与你同榮而得贖。 

詩歌 有福的確據-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四日 

讀經 箴 25～28；加四 

鑰節 「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

你們心裡．」(加四 19) 

禱告 主啊，求你天天對付我們舊有的生命，讓聖靈管理、引

導、指教我們，以致「基督成形」在我們心裡。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 - churchinmarlboro.org  

九月十五日 

讀經 箴 29～31；加五 

鑰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五: 22~ 23 上) 

禱告 主啊，我們願活在聖靈的引導裏，結出聖靈的果子，生活

顯出基督生命的美德。 

詩歌 那靈所結的果子- YouTube  

【但以理書第九章】但以理的禱告與七十個七的預言 

【重點】本章記載但以理悔改認罪的禱告與「七十個七」的預言。 

【中心思想】第九章記載了但以理的禱告，以及神對他的回應，

並且向他啟示了神永恆救贖計劃中有關「七十個七」的奧秘（但

九 24~27）。「禱告」是但以理一生最重要的事奉，他藉著禱告，

抓住神的應許，相信神的大能，並等候神的旨意成就。但以理書

第七和八章的異象主要是關於世上列國歷史的結局，而九章「七

十個七」的預言，主要是讓我們看見，神恢復祂選民的計劃。 

【鑰節】「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你，因你大

蒙眷愛，所以你要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異象。」【但九 23】 

【鑰字】「大蒙眷愛（man greatly beloved）」：強調但以理在神

眼中看為寶貴和可愛。但以理被稱為「大蒙眷愛的人」（但九

23；十 11，19），由於他向神是如此的謙卑和忠心，並且他保守

自己的純淨，在神和人面前是無可指摘的。但以理是個讀經的

人，所以他能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是個禱告的人，所以能按神的

心意和祂的應許禱告。所以，神以祂的榮耀回應了他的禱告，並

且以「七十個七」(24 節) 啟示了神對祂百姓的整個工作計劃。 

【大綱】但以理的祈禱與七十個七的異象 

（一） 但以理禱告的背景（九 1～3）    

（二） 但以理悔改認罪的禱告的內容（九 4～19） 

（三） 但以理所得的啟示――「七十個七」的異象（九 20～27） 

【默想】我們靈性之深淺，工作之虛實，與我們的禱告成正比。 

（一） 但以理「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九 3），他的禱告成就

了神的旨意。但以理禱告的負擔是否會驅使你，立即屈膝

向神禱告呢？ 

（二） 親愛的，禱告的人必大蒙眷愛。你是否是「大蒙眷愛的

人」呢？而主是否是你的情人呢？聖經是否是你的情書

呢？禱告是否是你向祂傾訴情話呢？ 

（三） 何謂「七十個七」的預言（但九 24~27）？跟猶太人有什

麼關係？對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會產生什麼影響？   

【禱告】信實的神啊，讓我們學習在禱告中，抓住你的應許，相信

你的大能，並等候你旨意的成就。 

【家訊信息】合乎神旨意的禱告 
【不是照我們的心意禱告】禱告不是要讓神照著我們的意思做，而

是使我們的願望合乎神的旨意。我們禱告時，應當把神的旨意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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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6.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28.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s8RNH14RBk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ed%20assuranc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7deWKA8XzQ&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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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命中的第一位，縱使祂的旨意可能和我們的計劃、意願背

道而馳。我們對神的祈求，如果安靜下來自問：「我真的能確定

這是神所希望的嗎？」有些必須很坦白的說：「我不知道。」在

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很放心地把結果交給神，並說：「若這

是你的旨意。」 
【禱告是人的心意配合與神的旨意】神作工有一個原則：必須神的

子民禱告，神纔肯興起作工。神的旨意是因著屬祂的人的禱告而得

著成全的。信徒的禱告是成功神的旨意的。神不肯單獨成功祂的旨

意，乃是當神的子民在禱告裏與祂表同情時，祂纔肯成功。因此，

禱告不是別的，不過是信徒與神同工的一種行為而已。禱告就是信

徒的意思，與神的旨意聯合。信徒在地上的禱告，不過就是說出神

在天上的旨意而已。 
【禱告並非求神改變祂的旨意】禱告並非述說我們自己的欲望，叫

神遷就於我們的呼求，而補滿我們的私願。禱告絕不是我們催逼神

去做祂不想做的事，不是迫使神屈從我們的意思，不是為著要彰顯

祂的大能而改變祂的旨意。禱告不過是信徒將神的旨意，從口裏說

出來而已，不過是信徒在神前求神成功祂的旨意而已。 
【禱告的目的是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神的旨意有兩方面：神恩典

的賜予和神管理的安排。許多人只想得著神的恩典，卻不願意順從

神的管理去行。因為他們只顧及眼前環境的順利，只想到自己的需

要，為著自己去計劃安排，求自己所想得著的，卻沒有想到神的旨

意對他是上好的。因此在禱告中就看不見神旨意的成功。而禱告最

首要的條件就是拒絕自己所要得著的，只求神的榮耀和祂所喜悅的

事。存這樣的心去禱告，纔能成就神的旨意，纔能看見神旨意的兩

方面是何等的完全和美善。 
【神的旨意有命定和許可之別】神的旨意有命定和許可的分別。如

果我們肯遵行神所命定的旨意前進，這是何等有福的事！可惜人的

背逆使我們不願接受神上好的福分，專喜歡揀選次好的。換句話

說，就是不肯遵行神所命定的旨意，而喜歡照著自己所喜悅的來祈

求神的許可。何時我們不照神所命定的旨意禱告，而只照著自己喜

歡的向神要時，就是拒絕了神所為我們命定的上好旨意。縱然神垂

聽我們的禱告，但這並不能算是神所命定的旨意，乃是神所許可的

旨意。求神許可旨意的禱告，雖然有的時候蒙神垂聽，但是神不能

負其全責。這並不是神不能負責，乃是因為人們按著自己的意思選

擇了神所命定之外的事，所以結果無論是痛苦、是失敗，人們都需

自負其責。 

【主耶穌禱告的榜樣】主耶穌從來沒有求過神許可的旨意。祂的言

行和一切的工作，都是按著神所命定的去行。所以主耶穌的禱告不

像我們的。多少時候我們的禱告是：主阿！求你為我成就這個，成

就那個；求你如此如此，這樣那樣。都是求我們自己所要求的，要

我們自己所喜歡的。但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一連有三次禱告，第一

次說：「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參太廿六 39~44)。由此可知主在這裏所求

的目的，是神旨意的問題，不是為避免痛苦，乃是為求神的旨意。

假使這個杯不是從神來的，那麼主喝這杯就沒有意義。主耶穌在這

裏所求的，乃是要明白這杯是否出於神；到了第三次，祂清楚知道

這杯是出於神時，就甘心樂意的說：「父阿！願你的旨意成全。」

這樣的禱告，是禱告中的禱告，是沒有自己的禱告，是非常合乎神

旨意的禱告。因祂完全以父為中心，以父的心為心，以父的旨意為

祂的生命；祂所求、所想和所作的，都是照著神所命定的而行，所

以神必負祂一切的責任。──摘自基督徒文摘專輯《求主教導我們

禱告》 

【詩歌欣賞】晚禱 
一. 若我今日傷損他人心靈，若我今日腳步走錯路徑， 

若我今日照己旨意偏行，求主饒恕。 

二. 若我今日言語不合體統，若我今日行動顛倒是非 

因此促使他人遭受虧損，求主饒恕。 

三. 若我今日對人冷落生硬，若我今日妄想尋找奢侈， 

其實恩主已經使我豐盛。求主饒恕。 

四. 求祢赦免我所承認諸罪，求祢赦免隱而未顯諸罪， 

求祢引導愛護保守看顧。啊們。 

詩人介紹 

   這首詩的原作者是裴德巴（C. M. Battersby），他的生平不詳。

蓋博爾（Charles Gabriel, 1856 - 1932）將它改編後譜曲。  

詩歌感想 

「免我們的債。」【太六 12 上】 

 一天過一天，我們總歸有許多虧欠神的地方，總歸有許多的地

方不一定是罪，但總是債。應該作的而沒有作，是債；應該說的

而沒有說，是債。所以我們在神面前要保守一個無虧的良心很不

容易。我們每天到了晚上要睡覺的時候，就發現在這一天當中有

多少事虧欠了神。這些不一定是罪，但都是債。我們求神赦免我

們，免去我們的債，不記念我們的債，我們纔能有一個無虧的良

心。這是非常重要的。 

 得著神赦免了我們的債如同赦免了我們的罪一樣，我們纔能有

一個無虧的良心，纔能坦然的活在神面前。許多弟兄姊妹都有這

種經歷：甚麼時候，良心一有虧，信心就起不來。因為良心不能

有漏洞。保羅說：『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

般』（提前一 19）。良心像船一樣，不能有一點漏洞。良心一

有漏洞，信心就失去了。良心不能有債，不能有虧欠。良心一有

虧欠，就是有一個漏洞；第一個漏掉的，就是我們的信心，良心

一有漏洞，你要信，信不來。良心裏一有責備的聲音，信心就漏

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保守一個無虧的良心，我們應當在神

面前求神免我們的債。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免債不是關係

我們得永生的問題，乃是關係我們交通的問題，神的管教的問

題。 摘自───倪柝聲文集 

【屬靈書籍簡介】 
【基督的禱告學校 With Christ in the School of Prayer 】 

慕安得烈所著之「基督的禱告學校」一書，是一本充滿聖靈能力

的傑作，我們將它翻譯為合乎時下的習慣用語，其目的在於使這

本十九世紀的經典名著，能夠讓現代的讀者更容易了解，作者所

要傳達的不凡訊息。書中作者發自內心和靈魂深處的啟示，絲毫

沒有更動，我們希望讀者能從本書中，得著豐盛的祝福，這乃是

我們的禱告。 

【教會禱告的職事】 

倪柝聲弟兄所著的「教會禱告的職事」，主要教導教會禱告的職

責，及撒但對於禱告的攻擊。是屬於國度的禱告─神永遠旨意的

禱告及禱告爭戰的教導。本書包括五篇關於禱告的信息，以第一

篇名為書名。盼望神的兒女們能彀學習以神永遠的旨意為中心的

禱告。願神今天在教會中得著禱告的戰士來與祂同工，實行神在

禱告上所給教會的職責和權柄。 

 禱告使我們的生命每天經歷：釘死、埋葬，與復活；日日更

新，與主耶穌更貼近了。──J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