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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3/17~ 3/23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5:0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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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愛筵聚會時間表: 

(1) 下午 5:00~6:00  健康讲座 (一): 我们关心你 

(2) 晚上 6:30~7:30  晚餐 

(3) 晚上 7:30~9:00  健康讲座 (二): 神关心你 

 

 

 

 
三月十七日 

讀經 撒上九～十；掃羅的揀選。   

鑰節 【撒上十 9】「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神就賜他一個新

心。當日這一切兆頭都應驗了。」 

禱告 主啊，求祢光照我的本相，讓我看到自己的軟弱與無能，

更讓我認識、經歷祢的大能。 

詩歌 全新的你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八日 

讀經 撒上十一～十二；掃羅為王。 

鑰節 【撒上十二 23】「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

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 

禱告 親愛的主，求祢將我們心中的愛火點起，使我們不住的禱

告，直至教會復興，祢的旨意成就。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十九日 

讀經 撒上十三～十五；掃羅的失敗。 

鑰節 【撒上十五 22】「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

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

公羊的脂油。」 

禱告 神啊，願我們看到這順服背後的榮耀，而更甘心樂意地順

服。 

詩歌 信而順服-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日 

讀經 撒上十六～十九；大衛與掃羅。 

鑰節 【撒上十六 7】「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禱告 主啊，求你給我真實的經歷，引領我明白“在神沒有難成

的事”，讓我的倚靠越來越真實。 

詩歌 人若倚靠耶和華～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一日 

讀經 撒上二十一～二十三；大衛逃亡。 

鑰節 【撒上二十三 14】「大衛住在曠野的山寨裡，常在西弗

曠野的山地。掃羅天天尋索大衛，神卻不將大衛交在他手

裡。」 

禱告 主啊，我認識自己的軟弱，離了祢，我什麼都不能做。教

導我每一點，每一天，支取祢的恩典和能力。 

詩歌 我無能力，我的主～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二日 

讀經 撒上二十四～二十六；大衛二次放過掃羅。 

鑰節 【撒上二十六 24】「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願耶和華也

重看我的性命，並且拯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將我們的道路交在祢的手中，讓祢引導

我們一生的腳步。 

詩歌 求你揀我道路～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三日 

讀經 撒上二十七～三十一；掃羅的敗亡。 

鑰節 【撒上三十一 6】「這樣，掃羅和他三個兒子，與拿他兵

器的人，以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禱告 主啊，求祢十字架在我們裡面作工，使我脫离自己的管

轄，完全憑祢而生活。 

詩歌 哦！基督的十字架～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聽命勝於獻祭」】 
「聽命勝於獻祭」(撒上十五 22)——掃羅奉命滅盡亞瑪力人，卻

保留了亞甲王、上好牲畜與美物。當撒母耳的責備臨到之時，掃

羅將責任推給百姓，甚至說是為了獻祭與耶和華（撒上十五

15），其實是出於他的貪心。撒母耳用了著名的這一句話來回答

他：「聽命勝於獻祭。」。毫無疑問的，無論掃羅獻祭的動機是

什麼，他所顯出對神的態度是不敬、不理的，因此他所作的直接

違背了神的命令。掃羅本是神所選所膏的人， 外表出眾， 勇

敢、 善戰， 但因驕傲、 魯莽、 固執、嫉妒， 尤其沒有完全順

服神（ 十五 3；7~28） 而導致被神棄絕。「信而順從」(腓二

12）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則，一切屬靈的果子，都是從這原則結出

來的。我們既定意跟隨主，就需要建立天天「信而順從」的生

活，對於主每步的引領不單相信，也必須順從，不只一次，且要

像主耶穌一樣，忠心順服至死(腓二 8）。 

【默想】撒母耳責備掃羅的信息中清楚表明整本聖經中最基本的

真理是：「聽命勝於獻祭」。因為神所重看的，並不是我們為神

所作的，乃是我們的順服。這是每一個事奉祂的人必須記得的重

要原則。 

【家訊信息】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至三十七節 

小的時候，我最喜歡在街道上打曲棍球，一有機會就出去玩，

所以我打得還挺不錯。但是，過了一陣，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我

覺得我不僅僅打得好，而是世界上最好的！沒人比我跑得快，沒

人射門比我射得準，沒人的球技比我的精，連比我年齡大的孩子

都沒我打得好！但是有一天我的這個世界崩潰了。那天我在朋友

家玩，兩人在外面打曲棍球，他的一個朋友走過來說，「我有個

朋友要來和咱們一起玩。」我的朋友對我說，「他打得可好了，

比你都好！」我感到很不以為然，便說，「哼，走著瞧吧！」我

一把從他手中搶走了球棍，決定向他證明他的想法是多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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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禱告。 

◆ 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new%20lif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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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始打球，結果他真的打得比我好，而且好很多！我很快發

現，我不僅僅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曲棍球手，現在連我們街上鄰居

中都不是最好的！我那天遇到的人改變了我對自己的看法，使我

感到慚愧。 

在路加福音 10章 25至 37節裡，有一人因為遇見耶穌，與我有

了相似的經歷。這人是一位律師，也可說是宗教法的專家，聖經

也稱這一種人為文士。最初，文士的責任只是服侍猶太國王，抄

寫聖經，後來，他們成為老師，向猶太人民講解聖經。時間久

了，這些人變得很有影響力，很受尊重。 到了耶穌的時代，違背

一位文士的教導比違背聖經還要嚴重！他們在節日宴會時坐的是

上座，穿得是最昂貴的衣服，受眾人的羨慕。他們是「世界上最

好的」。 

有一天，這個律師來問耶穌一個問題：「我必須做甚麼才能得

到永生？」耶穌反問他道，「摩西的律法中說甚麼呢？」律師回

答了自己的問題，道：「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

神，而且要愛人如己。」 耶穌說，「是呀！這樣做你就會活！」

耶穌的意思是，如果這個人完全地滿足了上帝的要求，並在上帝

眼中是完全正義的，他就沒事啦！但上帝也明確表示，不能完全

滿足祂的要求的後果是死亡。那麼，這人的後果是甚麼呢？ 

律師的下一個問題告訴我們他以為自己是完全正義的。廿九節

這樣寫道：「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誰是我的鄰舍

呢？」這個詞「有理」的意思是「被證明是正義的」。這位律師

覺得自己成功了，得到了永恆的生命！耶穌肯定也是這麼想的

吧！ 

耶穌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來回答他的問題。說一個猶太人在旅

程途中，遭人搶劫及毆打，傷得很嚴重，被打得半死，躺在路

邊。這時有兩個人經過，先來了一位在聖殿裡工作的祭司，然後

來了一位在聖殿裡當助理的利未人。可是兩人都不想幫助他！上

帝曾命令任何在聖殿中工作的人禁止觸摸屍體，而且一旦觸摸了

屍體他們就需要執行長達一個星期的潔淨程序，身體才能被接受

為潔淨。因此這兩人可能覺得這個人不值得他們的幫助。 

第三個路人是一個撒瑪利亞人，而他竟然停下來幫助這人！這

受傷的猶太人肯定覺得這樣很不妥，因為猶太人民非常憎恨撒瑪

利亞人，他們互相視為仇敵已近五百年了！但是，他卻將這猶太

人帶到附近一所旅館裡，並給客棧老闆一張「空白支票」（註：

無限金額的意思），以確保他能完全康復。 

這個故事一定令律師很震驚。他剛問「誰是我（應該愛）的鄰

居？」結果他的鄰居盡然是一個討厭的撒馬利亞人。更讓人吃驚

的是，當他要求耶穌具體的告訴他誰是他的鄰居時，耶穌向他描

述的這位「世界上最好的」律師只不過是個被人打得半死，極其

無助的人，被自己的宗教所遺棄，並需要一個他從未理會、從未

有過任何交接的人的幫助！我想他是否覺得很慚愧。 

這故事講得很明確，律師其實在問：「我怎麼才能得永生？」

結果，耶穌表明，靠人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力、宗教、工作或自己

的任何努力和打算是得不到永生的。他快死了，無法幫助自己，

而其他可幫助他的人已經離他遠去。他不是他所以為「世界上最

好的」，他連在自己躺的這條路上都不算是最好的。他現在只能

愛這位被痛恨和鄙視的人，讓他來幫助他。 

朋友，耶穌講的是祂自己。祂是那位被憎恨和鄙視的，但他也

是唯一能夠幫助這人的。以賽亞書 53章 3至 4 節（新譯本）其中

說：「他被藐視，被人拒絕，是个多受痛苦的人。… 原來他担當

了我們的病患…」。耶穌是在邀請這人讓祂作他的鄰居，看他是

否會放棄覺得靠著自己就沒問題這樣愚蠢的想法，讓耶穌來支付

治愈他的傷勢所需的費用。 

你呢？你的立場是甚麼？當耶穌說要「愛你的鄰居」，祂有好

幾個意思，但首先，祂自己要成為我們的鄰居。愛耶穌就要服從

祂、信任祂、並讓祂從路上扶起被拋棄的你。你自己沒有收到的

是給不了別人的，如果你還沒有通過接受基督作為唯一能夠給你

生命的救主來愛你的鄰居，那麼在上帝的眼中你仍然只不過是個

被毆打得半死的人，躺在路邊，完全無用。 

你接受了曾受鄙視的那位的憐憫嗎？你是否在抗拒，堅持要靠

自己呢？也許你在生活中的某個範圍內獨立自主？也許現在是時

候謙卑自己，舉目仰望那位被鄙視的，唯一真正的「世界上最好

的」。──真理報雙語版中譯：楊光 

【詩歌欣賞】哦，完全的愛 
一  哦，完全的愛，遠超人心所想！在你寶座前，我們同禱祈： 

願他們相愛，到永遠無限量，在主裏合而為一永相繫。  

二  哦，完全生命，願成他們確據：得著你柔愛，不移的信心， 

單純的依靠如孩童無所懼，不息的盼望，無聲的堅忍。  

三  求賜你喜樂，消除一切憂、怯，並賜你平安，撫平諸爭競； 

願他們共度一生未知歲月，聯於這永遠的愛與生命。  

詩人介紹 

這首詩歌「完全的愛(O Perfect Love)」是一首婚禮的祝頌，

幾乎在每一個婚禮中，都可聽到這首詩。這首詩《聖徒詩歌第

697首》是英國女詩人杜拉西 葛妮（Dorothy Bloomfield 

Gurney，1858-1932）為她姊姊的婚禮而作的。她生長在敬虔愛

主的家庭，祖父是聖公會倫敦教區的會督，父親是牧師。她接受

高度的文化薰陶，後來成為英國一位傑出的女詩歌作者。在 1897

年，葛妮與葛杰理（Gerald Gurney）結婚。 他也是牧師的兒

子，一度曾是演員，後被聖公會按牧；但在 1919年他倆脫離聖

公會而加入天主教。 

1883年，正當葛妮的姊姊結婚之前的主日晚上，她與家中親人

和一群好友們相聚一起圍坐唱著詩歌。他們剛唱完她姊姊最喜愛

的「奮力堅守」（O Strength and Stay），有人嚷道：「實在

好可惜！這首詩歌的歌詞竟然不適用於婚禮」。於是姊姊便把頭

轉向妹妹對她說:「有了一位能寫詩作詞的妹妹，若不能為這首

曲調配上新的歌詞，使它適合婚禮之用，則縱然有再多富有才華

的賢妹，豈不也是枉然?」這時候才 25 歲且未婚的她，當場對大

家承諾：「好吧，如果你們給我片刻寧靜時間，讓我到書房靜

思，也許我能完成」。十五分鐘內，她從書房走出來，興奮的拿

著這首「完全的愛」作品，請大家唱唱看。果然這首詩歌非常和

諧好聽，姊姊更是高興，因為結婚典禮當天所有的會眾嘉賓都可

以唱到這首歌了。她以愛和生命為主題，用「奮力堅守」的曲

調，寫成了這首詩歌。事後葛妮告訴大家說，這首詩是神助她完

成的。 

這首歌經過幾年以來，都沒有正式出版，卻一直在許多教會婚

禮當中私下流傳著，直到 1889 年，才正式被選入聖詩集中，成

了大家所喜愛的婚禮詩歌。 

1889年英王喬治五世的妹妹威爾斯公主結婚時，採用這首詩，

曲調是由英國著名的聖樂作曲家名音樂家約瑟班比（Joseph 

Barnby，1838-1896）所譜。他為此首詩歌譜上新的曲調，調名

就是稱為「完全的愛」，這位傑出作曲家的作品，果然受到大家

更大的喜愛與接收，於是後來此首詩歌才都改採用新的曲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