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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6/2~ 6/8 
福音營 

Tri-State Bible Camp 

福音聚會                          9:00-11:45   AM 

擘餅聚會                          7:00-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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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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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日 

讀經 詩篇 7～9 篇；齊來讚美主。 

鑰節 【詩八 1，9】「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

美！」 

禱告 感謝神，我們竟然蒙祢的眷顧，我們不得不獻上讚美。因祢

賜給我們的尊嚴和責任，讓我們更懂得祢造人的目的，更懂

得讚美祢奇妙的作為。 

詩歌 人算什麼～──YouTube  

六月三日 

讀經 詩篇 10～12篇；投靠耶和華。 

鑰節 【詩十 17】「耶和華阿，謙卑人的心願，你早已知道。你

必預備他們的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 

禱告 親愛的天父，幫助我們看見，祢知道我們的景況，相信祢必

垂聽我們的祈求。 

詩歌 詩篇 10:17～YouTube  

六月四日 

讀經 詩篇 13～18篇；耶和華我的力量阿，我愛你。 

鑰節 【詩十八 1～2】「耶和華我的力量阿，我愛你！耶和華是我

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

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禱告 主啊，祢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力量、我的岩石、 我的山

寨、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我愛祢！ 

詩歌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YouTube 

六月五日 

讀經 詩篇 19～24篇；好牧人和榮耀的王。 

鑰節 【詩二十三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禱告 神啊，感謝祢作我們的好牧人，解決了我們一生的問題。祢

照顧我們每天的需要，牧養我們的一生。願我們不斷地順服

祢的帶領，好讓我們一生都蒙祢的祝福，在祢的殿中，親近

祢、瞻仰祢的榮美。 

詩歌 是愛的神作我牧人～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六日 

讀經 詩篇 25～30篇；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鑰節 【詩三十 5】「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禱告 親愛的主，有時我會愚昧無知，因凡事順利而不知感恩，忘

記倚靠祢。感謝祢以無限的恩典赦免我的罪，恢復與祢的關

係。因祢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感謝祢。 

詩歌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YouTube 

六月七日 

讀經 詩篇 31～35篇；蒙赦罪之人的福樂。 

鑰節 【詩三十二 1～2】「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

福的。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 

禱告 耶和華我們的神，我們不隱藏自己的罪惡和過犯，因為祢有

赦罪的恩典，寬恕我們，恢復我們與祢的關係。求祢每天

「藏身」，「保佑」，「環繞」和「引導」我們，使我們脫

離罪惡。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詩歌 詩篇三十二篇～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八日 

讀經 詩篇 36～41篇；神的慈愛何其寶貴。 

鑰節 【詩三十六 7~9】「神啊，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

你的翅膀的蔭下。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

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

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禱告 神啊！讓我投靠在祢翅膀的蔭下，在祢殿中飽喝樂河的水，

在祢光中，得以見光。 

詩歌 祢慈愛何等寶貴～Xuite 影音 

【本週聖經鑰字―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二十三 1】──詩篇第二十三篇是大衛

一生經歷神，所總結而來的結晶。這篇短短六節的經節所蘊含的

應許和恩典是何等豐富；其中最為關鍵正是：「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這是每位基督徒生命的起點，所有一切的福份，都因為有

了主耶穌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至缺乏」：不缺屬靈的

供應、安息、引導、陪伴、保護、安慰、拯救、享受、福樂、恩

惠、慈愛、永遠的歸宿。儘管我們的一生曾經歷多少酸、甜、

苦、辣，并要面對人生的生、老、病、死！願我們對詩中的應許

有把握，因為「是愛的神作我牧人」能使我們唱出：「你的甘

甜、奇妙的愛，測量我的一生年代；你愛既然永不改變，我的讚

美還要加添。」(《聖徒詩歌》第 468 首)  

【默想】這首著名的詩中之詩是被古今中外千萬人讀得最多的一

段聖經。親愛的，請將此篇背誦下來，願此詩篇成為你一生的祝

福。耶和華是你的牧者嗎？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是？有了祂，

你還缺少甚麼？ 

【家訊信息】浪子─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人 
讀經：路加福音十五 11～32 
鑰節: 【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向祂說：「父親我得罪

了天、又得罪了您。」】（路十五 18）  

提要 

浪子的比喻是福音中的福音，是比喻中的皇冠，值得我們詳細查

考默想。我們要分二次來查考比喻中的二個人物，浪子和父親。 

首先我們來看小兒子，即故事中的浪子。他原本生活在一個富裕

安詳的家庭中，但心中生發一種謀求獨立生活，虛而不實的夢

想，希望脫離父親的束縛和家庭的牽絆。於是產生厭家離家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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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bAtFZj5xwI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vG5y1y9Oo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jn4GCkHj3k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68.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CtE_c6zXRI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salm%20%2032.htm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8&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vlog.xuite.net/play/WGN4bnFTLTM2NzI2NjcuZmx2/%E3%80%90%E8%A9%A9%E6%AD%8C%E5%88%86%E4%BA%AB%E3%80%91%E7%A5%A2%E6%85%88%E6%84%9B%E4%BD%95%E7%AD%89%E5%AF%B6%E8%B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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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他要求父親把「當得的分」給他，他背棄了父親到「遠方」

去，沒多久他耗盡一切，一無所有走頭無路，甚至淪為下賤的養

豬人。在飢腸轆轆中，小兒子想起父家的溫暖，和豐富的食物，

這極端的痛苦敲醒了他的迷惘，在醒悟中他只期望父親收留他

「當作」一個雇工。在小兒子一連串改變的過程中，聖經用了幾

個。關鍵性的動詞值得我們思考：收拾起來（13 節）。窮苦起來

（14 節）。醒悟過來（17 節）。我要起來（18 節）。於是起來

（20 節）。快樂起來（24 節）。這六個階段正是浪子回頭的完

整經歷。 

小兒子在經歷貧苦與羞辱之後，原本認為不配稱為父親的兒子，

只求能成為雇工。然而「動了慈心」的父親，用親吻、「上好的

袍子」、「戒指」、「鞋子」和「筵席」來迎接他，那滿懷慈愛

的擁抱，無條件的接納這位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兒子。如今父

親不但得著他的人，同時也得著他的心。 

默想 

(1) 聖經從頭至尾都沒有把這個離家的小兒子稱為浪子。其實他

代表那些在神家中迷失的人，凡是在生命中「忘了神」的

人，就是流浪到「遠方」的小兒子。天父永遠歡迎每一個悔

改的罪人。 

(2) 浪子回頭後，父親用「親嘴擁抱」表明對他的赦免。給他穿

上「上好的袍子」表明基督的義。為他戴上「戒指」表明權

柄與立約。幫他穿上「鞋子」，表明恢復他兒子的地位。與

他同享「筵席」表明失而復得的喜樂。 

(3) 世人不怕迷失，只怕不知回頭。當我們回頭投入天父的懷

抱，一切的罪惡就都赦免了。天父永遠等待浪子歸家。 

──大有聖經人物 

【領家人信主付代價】 
重點經節：「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剛信主不久，滿腔熱忱，迫不及待地要向家人作見證傳福音，盼

望全家能立刻信主得救。然而事與願違，受到很多挫折，終於漸

感心灰意冷。但每當讀到「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救。」(徒 16:31) 這節聖經，信心總是為之振奮！「主阿！求你

照這個應許，讓我的全家得救。」是我最大的心願。從此我就常

為全家人的得救向主祈求禱告。 

身傳重於言傳 

帶領家人信主比帶領一般人要困難許多。光是用口頭言語向家人

說理或說教式地傳福音，效果一定不彰。若改用身傳的方式，以

生命的更新加上生活言行的改變，作無聲的見證，以收潛移默化

的功效，結果常會有令人驚喜的收獲。 

我曾很用心的邀請教會弟兄姊妹常到家裏舉行團契聚會，讓家人

不排斥教會及信徒。然而真正使他們對基督信仰有好感的，是我

的實際生活言行對他們的影響。 

大學畢業後，我開始在中學教書，那時五個弟妹都還在學校讀

書，爸媽的負擔非常沉重。身為長子的我，每個月都將薪水原封

不動地交給媽媽，幫助分擔家計重擔。同時毫無保留地關心弟妹

們的學業和需要，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與敬愛，不久就帶領妹妹

和兩個弟弟到教會信耶穌。 

我的婚禮的設計也帶有福音性。婚禮是在台北南京東路禮拜堂舉

行的。觀禮者除了男女雙方家屬及教會友人來賓外，我特別租用

大型遊覽車，將大溪的親朋好友，專程送往禮堂現場參加婚禮。 

這群從沒聽過福音、從未踏進過教會的親友，立刻被禮堂內洋溢

著高雅欣喜的氣氛、優美動人的音樂、陣容盛大的詩班、莊嚴隆

重的程序，及神聖美善的誓約、勉勵與祝福所吸引，個個瞪大眼

睛，專注、好奇、興奮、驚喜的神情寫在他們的臉上。這是一個

令親友難忘的婚禮，他們的讚美之詞，讓爸媽覺得很滿意又有面

子。同時福音的種子已無聲無息地撒進他們的心中。  

面對面直接向家人傳福音，很易引起口頭衝突和不悅。連用電話

交談有時也無法避免。就有一位熱心的姊妹，經常從美國打電話

向在台灣的姊姊傳福音，一談就是個把鐘頭，結果總是彼此對

罵，關係越鬧越僵，最後姊姊索性不接電話。傳福音的機會因此

中斷，很可惜。  

用寫信來分享見證和福音真理，不失為好方法。這樣比較間接，

容易避開爭執、傷和氣的不愉快場面，而且可以站在主動的位

置，客觀而有條理的表達意見。只要對方不把你的信扔到垃圾

桶，他就可能會一讀再讀，仔細揣摩思想。這樣的說服力較大，

效果也好很多。 

我就是用這種方法向家人傳福音。1981年我和內人一起到美國進

修，一年後，廿個月大的女兒來團聚。最初的那幾年裏，我每個

月至少都寫一、兩封信，向台灣的父母 、弟妹們問候報平安。幾

頁信紙的內容都是有條理、有系統的論述福音真理，不斷地向他

們作見證傳福音。過去家人不喜歡談福音的話題，現在因思親心

切的緣故，每封信每個字他們都不放過，還再三的反覆讀著。日

積月累，這影響可就大了。福音種子開始要生根發芽囉！  

你的父母在哪裏？ 

有一晚，有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是主耶穌的聲音。祂問我：

「謝弟兄，你做了很好的工，帶領這麼多人信主，但是你的父母

在哪裏呢？」剎那間，我像是被一巴掌從天堂峰頂打落到地上的

老爺車裏，在深夜的回家路上吃力地爬行著 ……。 回到宿舍

後，我立刻跪下來痛哭流涕地認罪悔改，求主赦免我為家人的靈

魂得救禱告不夠迫切的罪，並求主早日拯救我的全家人。 

神的應許應驗了 

此後，我的禱告更加頻繁而迫切，同時信也寫得更勤，還特別請

教會牧師常到家裏向爸媽傳福音。不久，主垂聽了我的禱告，聖

靈動了善工，感動爸媽願意到教會，終於決志信主，和弟妹們一

同受洗歸入基督名下。 

信主後的兩位老人家，蒙神特別賜福，身體平安健康，心情喜樂

開朗，享受家庭和樂與兒孫孝敬的福氣。而且全家三代二十餘人

都歸信基督，我也在 1987年蒙召，離開電腦界的工作，開始專心

傳道事奉。 

媽媽在剛信主那幾年，努力學羅馬拼音，練習讀台語聖經，勤奮

認真的態度，令人敬佩！而且很喜歡參加教會各種聚會與活動，

還在聖誕節慶祝會上登台表演歌舞呢！如今將屆九旬的她，每天

總會挪一段時間安靜禱告。十五年前，爸爸在他的八十歲生日感

恩禮拜中，虔誠地作見證，感謝神施恩，使他和全家都蒙恩得

救。他特別誠懇地邀請參加感恩禮拜的兩百位親友，快信耶穌，

同享永生！  

有朋友問起爸爸，為何要放棄拜了六、七十年的神明而歸信基

督？他簡潔而堅定地回答：「我的大兒子信主後，凡事都禱告，

一切都蒙主保守。這位神是真的，所以我要信祂！」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如今，神的信實已經使

這個應許應驗在我的家。你盼望全家得蒙救恩嗎？請付上迫切禱

告的代價──謝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