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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6/9~ 6/15 
福音營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福音聚會                          9:00-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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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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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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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九日 

讀經 詩篇 42～45篇；可拉後裔的詩(一)。 

鑰節 【詩四十二 1】「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禱告 主啊，祢是我們的需要，因為只有祢能解決我們的乾渴。 

詩歌 我如困鹿切慕溪水～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日 

讀經 詩篇 46～49篇；可拉後裔的詩(二)。 

鑰節 【詩四十八 1】「耶和華本為大，在我們神的城中，在他

的聖山上，該受大讚美。」 

禱告 神啊，祢本為大，祢在我們的城中(教會)作王。縱然仇敵

要想盡一切辦法破壞這城，但祢在城中，要堅立這城。 

詩歌 主本為大～詩歌音樂  

六月十一日 

讀經 詩篇 50～54篇；求罪得赦免的禱告。 

鑰節 【詩五十一 10】「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

重新有正直的靈。」 

禱告 主阿，潔淨我，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

直的靈。 

詩歌 給我清潔的心──YouTube 

六月十二日 

讀經 詩篇 55～59篇；逃亡中的禱告。 

鑰節 【詩五十五 22】「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

你，他永不叫義人動搖。」 

禱告 神啊！我求告你，將我的重擔卸給你。 

詩歌 你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詩歌音樂  

六月十三日 

讀經 詩篇 60～66篇；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鑰節 【詩六十五 11】「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淌下

脂油；」 

禱告 神啊！讃美你，你眷顧地，厚賜百物，你以恩典為年歲的

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歌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詩歌音樂  

六月十四日 

讀經 詩篇 67～72篇；傳揚你奇妙的作為。 

鑰節 【詩七十一 17～18】「神啊，自我年幼時，你就教訓我，

直到如今，我傳揚你奇妙的作為，神啊，我到年老發白的

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將你

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 

禱告 神啊，我要傳揚你奇妙的作為，將你的大能指示下代，後

世的人。 

詩歌 傳揚你奇妙的作為～詩歌音樂  

六月十五日 

讀經 詩篇 73～77篇；清心的人。 

鑰節 【詩七十三 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

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禱告 主阿，我不為自己要求什麼，我願意一切都是為著你！我

只要你所要的，凡在你旨意之外的，我一概都不要。 

詩歌 除你以外～ 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字―我的心切慕你】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詩四十二 1】──詩人

看見那些因乾渴而到處尋找水源的鹿，想到自己也如鹿如此般渴

慕 神。這句話不只是詩人的感覺，更是說出了每個人的心聲。對

於乾渴的鹿，水成了牠們生命中必須擁有的。這種「切慕」的心

情，使牠們迫切的尋找救命的甘泉。在我們每個人的深處也都有

一個饑渴；這個饑渴除了神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滿足。我們

是否如困鹿一樣，被紛亂不安的生活所吞噬？盼望我們的心對主

都能有這樣的「切慕」，因為只有祂才能解我們心靈裏的乾渴，

使我們能得著真正的滿足，有如鹿喝足了水那樣的快樂。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我的心是祢創造的；除非我的心能夠安

息於祢，否則將永遠不會得到安息。」── 奥古斯丁 

【默想】詩篇第四十二篇的禱告清楚的勾勒出那些尋求神和渴望

神的人景況。親愛的，我們對主的渴慕有多少？是否像詩人所禱

告的：「我的心切慕你」(1) ；「我的心渴想神」(2)呢﹖基督徒

心中對神若沒有任何渴慕的感覺，就極其可憐。 

【家訊信息】浪子的父親―動了慈心、連連親嘴 
讀經：路加福音十五 11～32 
鑰節: 【…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

頸項，連連與他親嘴。」（路十五 18）  

提要 

在浪子回頭的故事中，這位慈愛的父親是整個故事的中心。自從

小兒子離家之後，他茶飯不思，目夜倚門遠眺，每晚燈亮門開，

企盼著兒子歸來。雖然他拗不過小兒子的要求，將產業分給他，

讓他離家闖盪。但再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兒子，他知道有一

天這個兒子走頭無路時，必會迴轉歸來。 

聖經對於父子相會的情景只用短短幾句就描盡了為父的心，是他

先看見、是他動了慈心，是他先跑去，是他先擁抱，是他連連親

嘴。這位年邁的老父，忘了年齡與尊嚴、忘了小兒子對他的忤

逆、忘了錐心的企盼。在他滿懷慈愛的擁抱中，未待小兒子開

口，他就已完全赦免接納他了。那無盡無私的慈愛，袍子、戒

子、鞋子、筵席，這一切本不是小兒子配得的，是父親額外的恩

典和祝福。 

父親對於自以為義、無法諒解的大兒子，同樣用溫柔勸勉的話語

來挽回他，並且讓他明白「一切屬於我的都是你的。」他把自己

給了大兒子，這是何等大的愛。對於這兩個失落的兒子，為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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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72.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0&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740.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D09wmRN2Rs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19_HP.MP3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19_HP.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22_HP.MP3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22_HP.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25_HP.MP3
http://www.agvnacc.org/Hymns/C425_HP.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6/1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salm%2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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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決不是他們任何一個所能完全體會的。我們天上的父，對失喪

在罪惡之中的人，不也是這樣嗎？ 

默想 

1. 浪子的父親不正是代表慈愛的天父嗎？祂樂於赦免人的罪，祂

充滿慈愛與憐憫，祂何等盼望更多流浪與失喪的靈魂，能回到

天父的懷中。 

2. 「動了慈心」描寫為父的心，因著祂慈愛、憐憫和饒恕的本

性，願意接納、赦免一切浪蕩的孩子。天父歡迎每一個悔改的

罪人。 

3. 「連連親嘴」含有「父親用親吻覆蓋著兒子」，不嫌他髒臭的

臉龐，父神的親吻，使一切舊惡往罪都一筆勾消。是天父的愛

造就這一切。讓我們明白，悔改歸家永不嫌遲，天父總是倚門

等待。──大有聖經人物 

【得勝的生活】 
人到中壯年，開始人生下半場，進入人生的秋季冬季。雖然時代

變遷，但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呼召沒有改變。回想當初，我們都

看見了異象，求主保守我們不失去這個異象，讓這異象成為我們

生活的動力和人生的意義，不叫我們在人生的下半場後悔。我們

的異象就是基督與教會，若拿走這異象，人生就是空白。我願意

成為得勝者，不僅僅因為熱情，而是有一個呼召和異象控制了

我。 

但當我五十歲的時候，妻子才說我正式進入人生的下半場。她說

我的人生上半場是簡簡單單、平平淡淡，希望我的人生下半場仍

是簡單、平淡。然而，回望過去五十年，我的人生其實並不平

淡，經歷大起大落，教會的生活是從風浪中經過，當中有高有

低，有起有伏，有愛有恨，有盼望、失望甚至絕望，有傷心、灰

心甚至死心，可謂百般滋味在心頭。 

在我五十歲生日的那天，我跪下禱告說：「感謝主帶領我經過五

十年，沒有放棄我，我還在這裡。」接著我向主求三件事：第

一，求主給我一個不後悔的人生；第二，求主叫我做任何情事都

不保留，無論是教會、家庭或工作，都是百分百投入；第三，求

主叫我不後退。我向主求的，就是不後悔、不保留、不後退。回

想過去的教會生活，我幾乎是全時間服事，但仍有許多保留，這

與我所領受的異象不相稱。我因自己沒有擺上一切而傷心，所以

向主求這三件事，主亦聽了我的禱告。 

美滿婚姻 同負一軛 

我在三十歲結婚，妻子常常對我說：「我不會站在你這邊，我永

遠站在主那邊。」這樣，甚麼時候我站在主那邊，妻子就是我最

好的戰友；甚麼時候我不站在主那邊，妻子就成了我最親密的敵

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老式婚姻，是由弟兄們介紹的。當時三位

長老說為我禱告很久，已經找到一位最適合我的姊妹。姊妹也從

這三位長老口中，得知有一位最適合她的弟兄。這樣，我們是先

結婚，後談戀愛，現在是再度蜜月。我和妻子已結婚三十年，我

從來沒有後悔，但這件事不能只放在心裡，必須說出來。 

我的岳母患了末期癌症，我倆夫婦每逢放假就去陪伴她，因為知

道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有一次探望岳母，她剛完成化療，非常

疲累。妻子叫我不要多說話，但我覺得有一句話非說不可，於是

我鼓起勇氣對岳母說：「我這一生作了很多後悔的事，但有兩件

事從來沒後悔。第一件事是我信主了，第二件事是我娶了你的女

兒。」那天，岳母非常開心。自從我說了這番話後，我發現妻子

也改變了。這事題醒我：機會來了就要抓住，贖回光陰就是不放

棄機會。該說的就要說，不該說的就不說，免得自己後悔。 

同領託付 配搭服事 

有一段日子，我覺得教會需要改革、突破，因此打算舉辦訓練，

但有弟兄不同意。之後我來到香港，弟兄們邀請我參加事奉聚

會；這個聚會共兩小時，所有時間都是屈膝禱告。返回美國以

後，我召集所有配搭的弟兄們，不再爭論誰對誰錯──這是毫無

價值的，我們只有跪下來禱告。教會的所有安排，是由膝蓋定

規。我們的配搭不是某些人說了就算，而是根據我們的屈膝禱

告。從那一天開始，我對服事沒有後悔。 

我曾對一位弟兄說：「我絕不與妻子分手，也不與弟兄們分手。

神所配搭的，是不該分開。」我在教會生活中經歷了許多風波，

懂得何謂愛與恨。原來愛到了某一個地步，就會轉為恨──恨自

己也恨別人。尤其我們都是有心服事的人，卻不能配搭在一起，

甚至竟然論斷對方，說長道短。故此，我在主面前有一個禱告：

「在我的配搭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有一位弟兄與我們配

搭服事了一段年日，他突然決定讀神學，要去當牧師。他這個舉

動不單令我驚訝，甚至全教會都很驚訝。當時教會人數不多，幾

乎所有弟兄姊妹都知道此事，要看我們怎樣處理。我們禱告後，

全教會就舉辦愛筵，喜喜樂樂地歡送這位弟兄，將來我們也歡迎

他回來。 

無憾無怨 向主交賬 

我曾服事一位弟兄，面對很大的挑戰，因他剛剛得救，就證實患

了末期肝癌，腫瘤長達八厘米，只剩下六個月壽命。我每天和這

位弟兄在一起，他接受了美國最新的治療，一直盼望神醫治他。

我和弟兄姊妹都為他禱告，但我裡面清楚知道，主要我陪伴他走

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我看見他的身體越來越差，就滿有負擔

地建議他考慮兩件事情：第一，誰是他人生的最大遺憾，他最想

與誰恢復關係；第二，寫一些感謝卡，送給那些幫助過他的人。

我一講完，他就流淚。原來他和兒子已經很久沒有說話，兒子離

家出走，他病重也不願告訴兒子，因他不知道兒子會有怎麼反

應；若果兒子表現冷酷，他就會深受傷害。我和他一同禱告，對

他說：「這事情一定要對付，好讓我們的人生沒有遺憾。」後來

他聯絡了兒子，兒子立即乘坐飛機回來，參加每一次的聚會，和

他一同禱告。 

這位弟兄做完了這兩件事，十分喜樂，發現他的生命不一樣。其

後他的身體狀況極差，不停吐血。他向弟兄們要求一個福音聚

會，讓他作見證，弟兄們馬上安排。上午他仍吐血不已，晚上就

在福音聚會裡作見證。福音不在乎語言和技巧，乃在乎福音的

靈；他講話的時候，把所有人包括我全都征服了。一週後，這位

弟兄被主接去，他的一生沒有後悔。 

靠主得勝 與神同行 

我們說要得勝，勝過仇敵，那麼仇敵究竟是誰？原來最大的仇敵

就是自己，我天天對付的就是自己裡頭的肉體。若我們沒辦法對

付肉體，就沒辦法過得勝的生活。我求主給我力量，能夠向人認

錯道歉。或許有些事情我做得對，但說話的方式和態度叫人受

傷，而最親密的人受傷最重，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女兒。 

我曾致電一位弟兄向他道歉，他的反應是非常驚訝。我對他說：

「我道歉不是因為真理的緣故，也不是立場的緣故，是因為我的

態度不好，主光照了我。請你原諒我。」所有弟兄都知道這件

事。感謝主，到那天我在主裡再見這位弟兄，我是坦然的。我對

弟兄們只有愛，沒有恨，因為神就是愛。有時候，我們會擔心自

己能否作得勝者，但我們的主既是得勝者，我們與他同行，怎能

不得勝？主是我們的得勝，我們連於他，就能連於得勝；只要連

於他，我們就不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