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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3/2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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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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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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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四日 

讀經 撒下一～二；大衛作猶大王。 

鑰節 【撒下二 4 上】「猶大人來到希伯侖，在那裡膏大衛作猶大

家的王。」 

禱告 親愛的主，願祢的愛充滿我們，使我們不計算人的惡，流露

出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愛。 

詩歌 視聽――愛的真諦-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五日 

讀經 撒下三～四；掃羅家敗亡。 

鑰節 【撒下三 1】「掃羅家和大衛家爭戰許久，大衛家日見強

盛，掃羅家日見衰弱。」 

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給我們這樣心志，不論將受如何苦，仍對祢

說：「是！」無論甚麼威脅引誘，不會使我們一回頭。 

詩歌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六日 

讀經 撒下五～七；大衛作以色列和猶大王。 

鑰節 【撒下七 5】「耶和華如此說：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

呢？」 

禱告 哦主啊，我們願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的愛祢。對于我的所有

問題，求祢以祢爲答應。  

詩歌 從我活出祢的自己-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七日 

讀經 撒下八～十；大衛國土擴張。 

鑰節 【撒下八 6 下，14 下】「大衛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使

他得勝。」 

禱告 親愛的主，我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林前四 7）這是我身

分，榮耀歸給神，我是個罪人蒙主恩！ 

詩歌 我是個罪人蒙主恩-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八日 

讀經 撒下十一～十四；大衛犯罪及其後果。 

鑰節 【撒下十二 13】「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

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 

禱告 親愛的主，求祢將悔改的心賜給我們，好使我們肯對付生命

中一切的軟弱和失敗。 

詩歌 詩篇三十二篇──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九日 

讀經 撒下十五～十八；押沙龍叛變與大衛逃亡。 

鑰節 【撒下十五 26】「看哪，我在這裡，願他憑自己的意旨待

我。」 

禱告 神啊，求袮叫我在一切所行的路上認定袮，在一切的境遇依

靠袮。無論在那裡，求袮讓我安息在袮的手裡。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三十日 

讀經 撒下十九～二十；大衛重返耶路撒冷與示巴背叛。 

鑰節 【撒下十九 30】「米非波設對王說：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

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禱告 神啊，求袮給我們米非波設的心志——我們的得失並不要

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詩歌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YouTube  

【本週聖經鑰字―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 
「你豈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呢？」【撒下七 4～5】——神拒絕了

大衛為祂建殿的好意，這並非是祂不喜悅大衛的想法，而是因為

神有祂自己的計劃（代上二十八 3）。在神拒絕的背後，卻帶來了

許多的賜福。神透過拿單所宣告的應許有三部分(撒下七 8~16)：

(1)大衛家要永遠作王；(2)大衛的後裔將建造聖殿；(3)以色列國

將永遠堅立。何等奇妙！神的拒絕就是神的祝福。 

【默想】大衛想為神建造聖殿，卻被神拒絕。另一方面神又跟他

立約，要為他建立他的家，剪除一切仇敵，和堅立他的國。有一

天我們將明白，神的每一個「不行」都有原因；每一個「拒絕」

的背後，都要加增祂的「恩典」(林後十二 9)。 

【家訊信息】叩門求餅的禱告 
讀經: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5 ~10 節 

在這一個比喻裏，主是把禱告這一件事擺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情形

之下。因為在這裏的一個人，去打另外一個朋友的門，不是在白

天，乃是在半夜。我們知道，半夜是最不方便的時候。一個半夜

去打人門的人，他自己也覺得不大好意思，同時那個朋友已經睡

了，要起來給他開門也不大方便。所以主在這裏是給我們看見一

種最不利的環境，不利到一個地步，甚至於那個朋友說：我的門

已經關了，孩子與我都在床上了，你不要攪擾我了。但是雖然在

這種不利的情形之下，只因這人情詞迫切的直求，叫那個朋友不

能不起來開門，照他所需要的給他。雖然各種各樣的情形都是不

利的，都是不方便的，都是很麻煩的，但是為著他情詞迫切的直

求，他就起來給他開門。 

禱告不限時間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一段聖經裏，主教訓我們幾點關乎禱告的

事情。第一，我們禱告不限於任何的時間。我們不要在那裏想，

這個時候禱告很方便，所以去禱告；另外一個時候好像不方便，

所以就不去禱告了，或者就把我們的需要拖延一下，等到別的時

候再禱告。但是主在這裏給我們看見，禱告不限於任何的時間，

我們在白天可以禱告，就是在半夜也可以禱告。我們到神的面前

去敲門，不必顧忌這個時侯方便不方便。為甚麼原因呢？因為仇

敵是很厲害的，如果我們要等到方便的時候才禱告，仇敵就要在

我們環境裏作工，叫我們沒有機會禱告，沒有方便的時候禱告。 

所以，我們無論在甚麼環境中，無論在甚麼時候，都可以把我們

的心向著神打開，不必等候一個方便的時候。主的話是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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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elected%20Hymn%2030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20A%20Sinner.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salm%20%203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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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凡事祈求、要不住的禱告、要隨處舉起聖潔的手來禱告。

所以我們的禱告是不限時間的，不是一天只有早晨晚上禱告。不

錯，我們每天在早晨晚上應當分別出時間來，在神面前好好有禱

告，但是除了這時間以外，仍當隨時隨地禱告。就是在作事的時

候，也可以舉起心來向著神。我們要隨時多方的禱告，要活在禱

告的空氣裏。 

應有沉重的負擔 

第二，這人為甚麼在半夜去打門呢？為甚麼不等到天亮呢？好像

這人實在不懂人情。按著人情來講，就是你有需要的話，也可以

等到天亮再說。但是你看見他沒有辦法等。為甚麼呢？因為需要

太迫切了。這一個需要還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他另外一個朋友

的。那個朋友也是半夜來的，沒有東西吃，而他自己家裏又沒

有。為著顧到他這一個有需要的朋友，所以他就起來，在半夜不

辭勞苦，也不怕為難，去打他另外一個朋友的門，請他給三塊

餅，供給他朋友的需要。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禱告必須根據需要。你知道很多的時

候，我們並不感覺有需要，或者覺得不太迫切，那時叫我們來禱

告，我們的禱告就很軟弱，很多時候是敷衍一下。我們雖然是到

神的面前，把我們的需要告訴祂；但是我們的感覺，神如果聽也

好，神如果不聽也無所謂。我們裏面沒有一個真正的需要。因為

我們沒有真的需要，所以我們沒有真的禱告。但是等到有一天，

你碰著難處了，有了需要了，那個時候也不要人來勸你，你自己

就迫切的禱告了。所以禱告是根據需要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需要呢？我們說我們有需要，但是

我們對於這個需要的感覺恐怕不夠深，好像是可以等的，等到明

天天亮再說罷。我們常常把我們的需要推到明天去。所以我們在

神的面前就缺少禱告的靈。 

在這裏你要看見，這一個需要還不是他的，乃是他朋友的。不過

他有一個長處，就是他有朋友的交情，他能把朋友的需要接過

來，變成他的負擔，變成他的需要。弟兄姊妹！今天你身體很健

康，也沒有甚麼大的難處，好像沒有多少的需要，所以你的禱告

也放鬆了。但是你有沒有朋友呢？你的弟兄和姊妹，就是你的朋

友，他們有沒有需要呢？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你有沒有朋友的感

情，把他們的需要變成你的需要，把他們的缺乏變成你的負擔？

這一個就是接受負擔。 

所以禱告不光是話的問題，禱告是裏頭的負擔問題。如果我們裏

面的負擔是重的，我們的禱告在神的面前就是真的；如果我們的

負擔是輕的，我們的禱告就不過是在嘴唇上。所以我們要學習在

神的面前，能打開我們的心，接受各種的需要，接受各種的負

擔，當作我們自己的負擔，在神的面前好好禱告。 

認識神的愛 

第三，我們看見，當這個人半夜去打門的時候，那個人說，你不

要攪擾我。你知道，主用這些的話，是給我們一個相反的感覺。

我們覺得這個人太不合友情了，因為他們都是朋友阿！這一個人

為著他的朋友，肯半夜起來，到別人家裏去叩門，你這個朋友怎

麼不肯起來開門呢？怎麼不肯把他需要的給他呢？我們就覺得

說，像這樣的朋友真是不夠交情。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就用這個相反的感覺，來教訓我們，給我

們看見說：我們的主祂是夠交情的。當我們來到主面前的時候，

我們不必懼怕說，不曉得主夠不夠交情。我們不必怕說，我們為

著這件事去禱告，到神的面前去麻煩祂，不曉得祂會不會嫌我們

討厭，覺得不方便。弟兄姊妹！我們可以放心。因為主給我們看

見，祂把我們當作祂的朋友，沒有人的愛比這個更大，就是為他

的朋友捨命。這就是我們的主。主對於我們的交情是夠深的，所

以我們無論有甚麼需要，無論在甚麼環境中，無論在甚麼時候，

都可以去麻煩祂，祂一定要起來替我們開門。祂對我們的交情太

深了，祂甚至於為我們捨命，難道祂不把萬物都白白的給我們

嗎？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到祂的面前。 

情詞迫切的直求 

第四，在這一個比喻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主說：這一個人的禱

告能得著答應，是因為他情詞迫切的直求。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

禱告，要注意這一件事，就是要情詞迫切的直求。在這裏所重的

乃是迫切。我們來到主的面前，一定要有一個迫切的靈。禱告不

在乎話語長短。不在乎好聽不好聽，禱告是在乎我們心情的迫

切。如果我們來到神的面前，裏面是迫切的，不是無所謂的，主

一定聽我們。 

這裏告訴我們：要情詞迫切的直求，一直求，直直的求。哦！很

多的時候，我們在禱告中客套的話太多了。很多的時候，我們在

禱告中說了很多很好聽的話，但是究竟要禱告甚麼，還沒有說出

來。甚至有的人講了一篇禱告的話，究竟禱告甚麼連他自己也不

知道。弟兄姊妹！我們用不著這樣。神不要我們說客套的話。 

你今天如果碰到一個不太熟悉的人，那你需要寒喧一下、客氣一

下，但是你若碰到一個很好的朋友，並且是常常見面的，你還要

說客套的話嗎？用不著了，你裏面有甚麼，告訴他就是了。許多

時候我們禱告客套的話太多，原因乃是在於我們對神不大信任、

不大認識。我們怕祂不肯聽我們。但是如果我們常與祂有交通，

我們用不著許多客套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求祂。 

所以巴不得我們的禱告能短一點。恐怕在禱告聚會裏頭，短的

禱告比長的禱告更有益處。因為我們有這些人在這裏，我們盼望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禱告。所以讓我們在神的面前學習來直求，不

要繞圈子。我們把心裏的負擔，吐露在主的面前，吐完了就可以

結束了，用不著用重複的話。除非靈裏有更深的感覺，那是另外

一件事。 

「情詞迫切的直求」，這句話還有一種的繙譯，是「沒有羞恥的

直求」。弟兄姊妹！我們來到神的面前，要學習厚皮一點。許多

弟兄姊妹因為怕羞，不大敢禱告，我們要打破這個風氣。不錯，

我們在人的面前可以有羞恥，也應當有羞恥的感覺，但是我們來

到神的面前，不應當有羞恥的感覺。如果今天我犯了罪，這一個

是不對的事，我來到神的面前，當然要覺得羞恥。但是在正常的

情形中，我們來到天父的面前，怎麼會感覺羞羞恥恥呢？當我們

聚集禱告的時候，我們乃是來到神的面前，不是來到人的面前，

所以用不著羞恥，用不著怕禱告的話不好聽。我們應當到神的面

前，勇敢的禱告。 

你看這個人敢在半夜去敲他朋友的門，為甚麼原因？因為他裏頭

有把握。他知道這是他的朋友，他有餅，他一定會開門的。你看

見嗎？這就是信心。所以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應當無恥的去叩

門，不要膽怯，不要懼怕。 

所以今天在這裏，主這一個比喻中心的感覺就是教導我們，要情

詞迫切的直求，要到神面前無恥的祈求。如果是這樣的話，祂一

定要聽我們的禱告。因為祂告訴我們說：「叩門的，要給他開

門。」巴不得今天我們一同到神的面前來叩門。盼望今天，許多

的弟兄姊妹開口禱告，不要等候。求神恩待我們！── 江守道 

※禱告是屬天的平衡器。很多人不能講道，不能教導，不能公開

唱詩歌，但是禱告卻是每一個人都能做的事。─ 狄克伊士特曼

※世人不平則鳴，基督徒不平則「禱」。你如果覺得有不平之

事，就去禱告；你一禱告，主就向你說話。─ 寇世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