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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4/7~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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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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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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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七日 

讀經 列下一～五；以利亞末后的職事。 

鑰節 【王下二 9 下】「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

我。」 

禱告 主阿，求你聖靈更多充滿，光照並焚燒。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八日 

讀經 列下三～四；以利沙所行的神跡。 

鑰節 【王下四 6】「器皿都滿了，她對兒子說：“再給我拿器皿

來。”兒子說：“再沒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禱告 主阿，教我倒空自己，好盛載你的豐富。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九日 

讀經 列下五～八；以利沙的職事。 

鑰節 【王下七 9】「那時，他們彼此說：“我們所作的不好！今

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們竟不作聲！若等到天亮，罪必臨

到我們。來吧！我們與王家報信去。”」 

禱告 主阿，我們願找機會把祢的愛和大能告訴別人。不管祢把我

们放在甚麼地方，请使用我們來傳揚祢的福音。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日 

讀經 列下九～十二；耶戶毀滅亞哈王朝。 

鑰節 【王下十 31】「只是耶戶不盡心遵守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律

法，不離開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 

禱告 主阿，聽我求，常引導，加我力，免跌倒；握我手，親愛

主，向前走！ 

詩歌 親愛主，握我手-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一日 

讀經 列下十三～十七；以色列國的衰敗和亡國。 

鑰節 【王下十七 22】「以色列人犯耶羅波安所犯的一切罪，總不

離開，以致耶和華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 

禱告 主阿，有時候因我們有錯，別收回袮的同在，任由我們墮

落。 

詩歌 主耶穌，我羡慕活在你面前-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二日 

讀經 列下十八～二十一；希西家的復興。 

鑰節 【王下二十 5】「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我聽見了你

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 

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袮是何等可靠。每一次袮都聽見我們向袮

的禱告。我們深信袮是活神不誤事。 

詩歌 信靠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三日 

讀經 列下二十二～二十五；猶大國的衰敗和亡國。 

鑰節 【王下二十五 11】「尼布撒拉旦將城裡所剩下的百姓，並已

經投降巴比倫王的人，以及大眾所剩下的人都擄去了。」 

禱告 主阿，保守我不偏左右，行你眼中看為正的事。 

詩歌 我若稍微偏離正路-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都擄去了】 
「都擄去了」【王下二十五11】——列王紀下重要的教訓正和前

書一樣，就是順服神得稱許和獎賞；悖逆和犯拜偶像的罪則招致

神的怒氣和審判。本書始於以利亞被接升天──這是信靠神之人

所等候的最後歸宿。卷結尾則記載聖城遭受全面性的毀壞，城牆

被拆，聖殿遭焚毀，城中房屋也遭同一命運，所剩之民均被擄到

巴比倫，過奴隸生活──這是不順從神之人審判的後果。當我們

看到神的子民被擄和聖殿被毀，心中有什麽感受？這對我們的屬

靈生活有什麽提醒？ 

【默想】神是歷史的主宰，是神按著列國所作所行的，來施行

賞罰的結果。「被陷、 被擄、 被逐」是本書最後的圖畫，讀

了真令人惋惜而受警惕。 

【禱告】主阿，保守我們仍然祢向忠誠，不偏離祢的正路。 

【家訊信息】儆醒的僕人 
讀經:路加福音十二 35～48 

鑰節: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路十二 40）  

提要:這是路加福音書中特有的一個比喻，提到一位儆醒的僕

人，束上腰帶，點著燈，儆醒等候主人的到來。主特別形容他是

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一連三次聖經提到，主人回來看見僕人這

樣，那僕人就有福了。他的福氣來自：他的儆醒。主對他的服

伺，忠心有見識。 

他的儆醒表現在他隨時預備好迎見主人，腰帶說明他工作有力，

點燈則是表示他為主的見證，他「等候」主好「立刻」給他開

門。當主人回來時，主將反過來服事祂的僕人，試想蒙主的服事

何等有福。（路十二 35～40）主也提醒彼得，僕人應該在主人離

家期間保持忠心耿耿的責任，就是「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他能

管理家事、按時分糧。主也警告他們不要在祂回來時毫無準備

（路十二 41～48）。 

在這個比喻中最重要的教導，就是要所有的信徒隨時儆醒預備主

的再來。所有在信心中成為主家裡的每一份子，不管是家中的僕

人，或是神恩典與奧秘的管家，必須在神的國度中學習彼此服

事，成為忠心有見識，來服事我們的主。 

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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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1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20278.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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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為有福的僕人，主提到幾個條件：儆醒。束腰。點燈。等

候。忠心。有見識。你是否俱備這些條件呢？ 

(2) 基督徒要隨時預備迎接主的再來，若我們能將每一天看成是

最後一次的服事，我們必能盡心盡力在福音的事工上。讓我

們學習這位儆醒的僕人，能預備好立刻為主開心門。 

(3) 一個忠心有見識的管家，能聯合、啟發、帶領他人來歸主，

並且曉得按時把真理的食糧分別他們。 

祈禱:主啊！現代人每天要吸收的資訊很多，人容易疲累或疏懶，

但您對跟隨您的人，自古至今期望的標準是不變的，若不儆醒、

束腰，屬靈的仗必難打勝。求主幫助，我們能天天靠主儆醒。 

 ──聖經人物每日靈修 

【戴德生的故事】 
戴德生一個平凡的英國人，因為愛神的緣故，願意順服和回應神

對他的呼召，為著他的異象 -- 中國，願意擺上他的一生，以致

他的生命變得不平凡，變得傳奇。下面摘錄自戴德生自傳《獻身

中華》一書，宣道出版社。 

事奉的呼召 

在我得救後數月，一個悠閑的下午，我把自己關在房里，用了好

一段時間与神相交，我懇求他給我一點工作，好表達我對他的愛

和感激。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地獻在壇上，那浸溢我靈魂的庄嚴

感覺，給我一個明顯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納我的獻祭。神的同在

有說不出的真切。那時我還未滿十六歲，我記得我俯臥地上，伸

開四肢，靜靜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

喜樂。    

在我定意獻身事主後數月，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靈，這就是

神要在中國用我。這工作看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

的生命，因為當時的中國并不開放，罕有宣教士在中國工作，而

有關在中國宣教的書籍亦不多見。但我知道在本市一位傳道人手

上，有一本麥都思(Medhurst)所著的《中國》，便登門造訪，借

書一讀。他欣然答應，并問我為甚麼要讀這本書；我告訴他神要

在那地方用我一生。”你打算怎樣去？”他問道。我回答說我一

點也不知道，似乎只好跟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在猶太地的作法

一樣，腰袋不帶金錢，行路不帶口袋，只靠我的主供給我一切的

需要。牧師慈愛地把手放我的肩膀上說：”啊！年青人，等到你

年紀較大的時候，你便會比現在聰明一點，這种想法，基督在世

的時候可以行得通，現在卻不行了。”  

我現在可大得多了，但不見得比那時更聰慧。我愈來愈深信，我

們若照著主給門徒的指示和保證去做，在今日的世上一樣是行得

通的。我的父母對於我傳道的決心，既不反對，也不鼓勵。他們

勉勵我，當以信心盡力鍛□自己的身體、意志和心靈，以禱告的

心等候主的引導。這忠告對我很重要，日後我常有机會經歷和證

實。     

麥都思的《中國》一書強調以醫療傳道的重要，因此我決定研究

醫學，作為日後工作一項重要的准備。我在家中讀了一陣子書，

之後便跑到赫爾市接受醫學和手術的訓練。我在那里充當一名醫

師的助手。起先，我在親戚處找到一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

收入，剛好足夠支付我的食宿費用，但我定意要為主的圣工奉獻

不少於十分之一，所以我決定离開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環境，

搬到近郊去。那里只有一房一廳，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從容

地將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獻。雖然變動頗大，卻帶來不少的祝

福。  

大約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朋友建議我思考主再來的問題，所以有

一段日子，我花了頗多的時間來研讀有關主再來的經文。在圣經

的亮光引導下，我看到那帶著复活的身軀离開世界的耶穌，將會

照樣的再來。主的再來，乃是他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們在奉獻

和事奉上無比強大的動力，也是我們在試煉和痛苦中莫大的安

慰。主并沒有向他的子民顯明他再來的時日，為要叫他們日复一

日，時复一時，過著儆醒等候主回來的生活。我定意盡力作好迎

接主的准備，就查驗我自己的小書室和小衣櫥，看看有沒有多餘

不需要的書籍和衣，把它們處理分送給一些貧苦的鄰居，使我心

靈感到得益不淺。  

中國之行 

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 ─ 我要离開英倫，遠赴中國。一八五

三年九月十九日，中華傳道會在”達姆福利斯號”的船尾艙房

里，為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聚會，差遣我到中國傳道。我摯愛的

母親來到利物浦跟我話別。她与我一起進入小艙房，母親用慈愛

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後坐在我的身邊，同唱我們長別前最後

的一首詩歌。我們跪下，母親為我禱告。因船快要開行了，於是

只好珍重道別。為了叫我好受一點，母親盡量抑壓心內的情緒。

分別後，她走上岸。我孤單一人立在甲板上，船開向水閘，她也

跟著往前走。船過了水閘，這次我們真的要分別了；猝然間一道

哭聲從母親絞痛的心決堤而出，像刀一樣刺透了我，使我永遠也

不會忘怀。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的意義。  

船啟航不久，我們遇上了秋分的暴風，風浪很大，几乎出不了麥

士河口。十二天來，我們都是在愛爾蘭海峽湯來湯去，出不了大

海。船長和船員雖然百般努力，終究是無濟於事。九月二十五日

晚，我們已漂流至嘉拿溫灣，与海岸的距离愈縮愈短，最後离岸

邊的□岩只一石之遙。基督徒的船長對我說：”我們活不上半小

時，你對主呼召你到中國傳道有甚麼想法？”我滿心喜樂的告訴

他，我對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我深知我一定會到中國去；但

假如神有別的安排，我總以順服他的旨意為念。  

不到數分鐘，風向轉了兩度，我們得以逆著風駛出海灣；但船首

的斜桅擺動，船受到嚴重的損傷。几天以後，當我們駛出了大

海，便在船上進行了徹底的修補。航程中，因為沒有風，而損失

了不少時間。通常是在日落後才起微風，直到天明；日間卻沒有

風，船便停下來，任由漂流。 

有一次當我們接近新畿內亞的北部，离陸地只有三十哩遙。早

上，船長發現有一股時速達四海里的水流把船帶向暗礁，恐怕在

黃昏前船便要触礁了。所有人都同心協力，想把船頭掉轉，使船

駛离海岸，但終告失敗。大家靜立甲板上一段時間，船長對我

說：”所能作的已全作過了，現在只好等候結局。”我心里頭掠

過一個思想，便答道：”不，我們還有一件事未作!””甚麼

事？”他問道。”禱告， ” 我回答說：”讓我們同心合意地求

主馬上賜給我們清風。”船長同意我的建議。我們四個基督徒先

一同禱告後，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間等候神。我經過一段簡短而

深入的禱告後，覺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不能再祈求下去，便很

快的再走上甲板，但見船檣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風中顫動，我立刻

叫大副把主帆放下來。數分鐘後，我們以每小時六至七海里的速

度，迎浪前航，很快的我們便脫离了險境。 在抵達中國之前，

神藉此鼓勵我，叫我將一切的需要，藉著禱告帶到他的面前，并

且信賴他必因著他獨生子之名的緣故，在我每一個緊急關頭幫助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