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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3/3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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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4月7日(主日下午1:30 -3:30 PM)事奉交通聚會。地點：吴本

立弟兄家。 

(二) 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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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一日 

讀經 撒下二十一～二十四；大衛為王的末期。 

鑰節 【撒下廿四 14】「我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裡，因為他有豐

盛的憐憫，我不願落在人的手裡。”」 

禱告 主啊， 使我天天尋求袮的面， 像大衛一樣選擇落在袮

管教的手裡。 

詩歌 求你揀我道路-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一日 

讀經 列上一～四；所羅門的興起。 

鑰節 【王上三 9~10】「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

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 

禱告 主啊！求祢教我們按神的心意禱告。賜我們「智慧的

心」，一生聽從祢，接受祢的引導。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二日 

讀經 列上五～八；所羅門建聖殿。 

鑰節 【王上五 4~5】「我定意要為耶和華我 神的名建殿，

是照耶和華應許我父親大衛的話說：‘我必使你兒子接

續你坐你的位，他必為我的名建殿。’」 

禱告 神啊！求祢激勵我們，讓我們為著祢所交付的，起來建

造祢的家（殿）。 

詩歌 建造當趁今日  -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三日 

讀經 列上九~十一；所羅門的名聲與失敗。 

鑰節 【王上十一 3】「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

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地順服

耶和華他的神。」 

禱告 主啊！求祢保守我們忠心到底，不稍離開祢的道路。 

詩歌 我當如何愛我的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四日 

讀經 列上十二～十六；王國分裂。 

鑰節 【王上十六 2】「我既從塵埃中提拔你，立你作我民以色

列的君，你竟行耶羅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

罪裡，惹我發怒。」 

禱告 神啊！求祢憐憫，求祢保守，让我在做每件事，说每句

话的时候，都能靠着救主耶稣基督去造就人，而不是靠

着自己而绊倒人，叫我成为一个不让神的圣灵担忧的

人。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五日 

讀經 列上十七～十九；以利亞的見證。 

鑰節 【王上十七 16】「壇內的面果不減少，瓶裡的油也不缺

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禱告 親愛的天父，願撒勒法的寡婦的信心、愛心和順服，激

發我們對祢的信心。 

詩歌 最後一握- YouTube 

四月六日 

讀經 列上二十～二十二；亞哈王國。 

鑰節 【王上二十二 23】「現在耶和華使謊言的靈入了你這些

先知的口，並且耶和華已經命定降禍與你。”」 

禱告 主啊！求祢領我免迷途。讓我隨時留意從祢而來的聲

音，因為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詩歌 救主領我免迷途-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王上十五11】——列王紀的作者寫

下這一切史實來證明以色列民的興亡，完全繫於是否敬畏神，遵守

神的律法；而一個王的好壞， 並不看他的政績如何，武功怎樣，

乃是看他是否「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十五11），或是行耶

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十五26）。 
【默想】；「列王紀上記載…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原則：順服聽命

是蒙福的條件。」──邁爾 

【家訊信息】無知的財主 
讀經:路加福音十二 13～21  

在主耶穌的比喻中，曾經提到兩個財主；一個是無知的財主。

（路十二 16～21），另一個是陰間的財主。（路十六 19～31）今

天經文中的財主耶穌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形容詞來稱呼他：「無

知的人」。他的無知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一) 他對「神」的無知。雖然他在道德上可能並不是一個壞人，

他的財富也不是巧取豪奪來的。但從他對財富的態度上來

看，他以為財富是人生的一切，他忽略了財富真正的來源，

乃是出於神，他不知道人不過是受託於神的管家，他未曾對

厚賜一切的神存有絲毫感恩的心，他更不認識那位隱藏在他

財富背後的神。這是他最大的愚昧。 

(二) 他對「自己」的無知，從他自言自語中發現，他是一個自我

中心的愚人，他洋洋得意的數算：「我的出產」，「我的倉

房」，「我的糧食」，「我的財物」，「我的靈魂」。他以

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豈不知他倉房中的盈餘，正是窮

人、寡婦與孤兒的養生之物嗎？然而一個心中無神的人，肯

定是目中無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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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n%20tendern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O_fsM5s5U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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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對「未來」的無知。他錯把靈魂當肉體，以為可以享受到

永遠。豈不知就在那一夜，擴建倉房的計劃消失了，取而代

之的是他的葬禮。他無法從滿盈的倉房中帶走一粒殼到永世

裡去，他必須兩手空空的進入陰間。 

默想： 

1. 這個無知的財主落入陰間，並不是因為他的財物，而是因為他

對神的無知，對自己的無知，對未來的無知。他把生命的目的

弄錯了，認為物質的豐富就是生活的一切。真正的富足是讓主

在我們生活中居首位。 

2. 許多人像這位無知的財主一樣，物質上一無所缺、非常富足，

但在靈裡卻是貧窮愁苦的。不論我們的財富多或少，除非我們

在主的恩典中，享有信心、愛心與盼望的富足，否則在屬靈上

我們仍是一個破產的人。 

祈禱:主啊！教導我們能早點明白擁有主的人，「看似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真理。 ──聖經人物每日靈修 

【2013 年香港教會在職特別聚會】 

一 人生下半場──轉敗為勝 
讀經:【賽 40:29-31】「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

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

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 

【箴 24:16 上】「因為，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 

【詩 51:10】「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

直的靈。」 

【路 22:31~32】「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

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

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引言】神能使我們的過去成為墊腳石，而非絆腳石。 

【大綱】 

(一) 神在人身上作工的法則── 疲乏的， 給力；軟弱的，加

力 ；等候的，得力。 

(二) 人跌倒了要再爬起来──大衛和彼得轉敗為勝的經歷。 

(三) 回頭以後──『重新定位、重新定向、重新得力』 ，過一

個『不後悔、不後退、不保留』榮神益人的人生。 

【默想】「所有屬靈偉人都曾是軟弱的人；他們能做偉大的事，

是因為他們倚靠神的同在。」——戴德生 

二 作主時代的見證人 ──從神的呼召開始 
讀經:【徒一 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

的見證人。』」 

【士 5:31中】「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帖前 5:16~18】「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

這是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引言】神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特別的揀選、命定和

計畫。 

【大綱】 

(一) 神在每一個時代的工作── 呼召一班見證基督的人。 

(二) 在教會歷史上，神為中國興起最具影響力的人: 

 戴德生（1832~1905 年）── 一生勇往直前，完全獻

身，見證神的信實。 

 倪柝聲（1903~1972 年）── 一生從不保留，倒出生

命，見證神的榮耀。 

(三) 在香港，作一個有影響力的基督徒── 從順服神的旨意開

始: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默想】『作主的見證人』是每一個基督徒榮耀的『天職』。 

 「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

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戴德生 

【詩歌介紹】耶穌此名何等芬芳 
耶穌此名何等芬芳，在蒙恩人耳中！ 

撫他憂悶，醫他悲傷，並且驅他驚恐。 

本詩 (聖徒詩歌 161首) 的作者是是約翰牛頓（John Newton）。

他一生中有許多的歲月都是在放蕩和罪惡的齒縫中度過的。但當

神的愛子作他寶貴救主之後，耶穌這名安撫了他的驚魂，成為他

永遠稱道的題目。 

牛頓在一七二五年生於英國倫敦，其父常年在外，從事航海事

業，教養的責任全落於他敬虔愛主的慈母身上，她常帶著小牛頓

屈膝在神面前禱告奉獻，並教他讀聖經，牢記以撒華滋（Isaac 

Watts）的詩歌。在牛頓一生中，留給他不可磨滅的印象就是幼

時跟著母親的這段快樂日子。 

但不幸，在他七歲那年，母親竟因操勞成疾，病逝離開了他。這

事對一個僅讀二年書的小孩而言，真是一個太大的打擊，也因此

使他步入歧途，十歲起便跟隨父親在海上，在異鄉過了二十多年

亡命徒似的冒險生涯。 

 他少年時就學著水手們的放浪形骸，酗酒賭博，罪惡的鎖練使

他難以擔當，常在午夜夢迴，憶及兒時母親的慈容及教導，倍感

扎心，但亦無法自拔，仍舊沉溺罪惡之中。肉體與精神的痛苦曾

使他企圖逃亡，欲換得剝衣的鞭韃。當他十七歲時在非洲開始賂

賣黑奴的勾當，以後鬧出事來，自己反淪為奴隸之僕，遭到各種

苦待、折磨，在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中煎熬了數年，直至他父親

探知其下落，送錢把他贖回才得解脫。 

當他坐船返鄉途中，一日忽遇暴風，眼見小船就要傾覆，但主就

在這時答應了他幼時母親將他奉獻給主的禱告。雖然暴風猛烈的

吹襲著，卻吹熱了他冰冷的心，那激浪的搖憾，卻搖醒了他死沉

的靈。他想到自己過去的犯罪作惡，而神的愛子，竟然為他流血

受死；想到他多年為人之僕隸，而耶穌本有神的形像，竟然他取

了奴僕形狀…因此，他大聲的呼求禱告，悔改認罪，接受耶穌作

他的救主。從那日起，他認識了這寶貴的名--耶穌，將他從罪惡

裡拯救出來。日後，他見證這就是他重生的日子。 

耶穌，這名甜美、芬芳，安慰他痛苦心情，這名遠勝奇珍，時刻

滿足他心。他能見證自從他遇到這寶貴之名後，所有事物全都變

色，日光之下再沒有甚麼東西，能與救主相爭，來分他心，主厲

害的吸引他，他也快跑地跟隨主。三十九歲時，就將自己完全奉

獻，事奉主一直忠心到死。 

 在他去世前數年，記憶力幾乎完全失去，但他說：「雖然我的

記憶力衰退，但有兩件是不能忘記：第一，我是大罪人；第二，

耶穌乃是大救主。」八十歲時，目力大減，講道時不能看清講稿

上的字，所以必須有一位弟兄在他身後幫助他。有一個主日講的

時候，牛頓說了兩遍：「耶穌基督是寶貴的。」站在他背後的人

說：「你已經說了兩次了，講下面的吧！」牛頓立刻回答說：

「我雖然已經說了兩次，我還要再說！」接著就高聲喊：「耶穌

基督是寶貴的！」一八六七年十二月，這位耶穌基督的僕人被主

接去，年八十二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