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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3 年 7/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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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合唱練習聚會 週下午 1:00-2:00 PM         李景译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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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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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一日 

讀經 以賽亞書 28～29章；寶貴的房角石。 

鑰節 【賽二十八 16】「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

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

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禱告 親愛的主，我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你這塊穩固、永不改變

的根基上。 

詩歌 教會唯一的根基～ YouTube  

七月二十二日 

讀經 以賽亞書 30～31章；得力的秘訣。 

鑰節 【賽三十 15】「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禱告 主啊，住在你裡面，我得享安息。 

詩歌 住在你裡面～YouTube 

七月二十三日 

讀經 以賽亞書 32～35章；必有一人。           

鑰節 【賽三十二 1~2】「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首

領藉公平掌權。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又

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禱告 主啊，你就是我躲狂風的避風所、是我躲暴雨的隱密處、

是我乾渴時的活泉、是我疲乏困倦時大安磐石。 

詩歌 磐石磐石，耶穌基督～YouTube 

七月二十四日 

讀經 以賽亞書 36～39章；希西家得拯救。 

鑰節 【賽三十八 5】「“你去告訴希西家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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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 

禱告 神啊，你是聽我們禱告的，也看見我們的苦情，只要我們

轉向你。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org 

七月二十五日 

讀經 以賽亞書 40～43章；如鷹展翅上騰， 

鑰節 【賽四十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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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感谢神，赐力给疲弱者，凡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如鹰

展翅上騰... 

詩歌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詩歌音樂 

七月二十六日 

讀經 以賽亞書 44～48章；仰望獨一的神。 

鑰節 【賽四十五 22】「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

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神。」 

禱告 我的主，我的神，我仰望你。注目瞻仰你的荣脸... 

詩歌 轉眼仰望主耶穌～詩歌音樂 

七月二十七日 

讀經 以賽亞書 49～51章；對耶和華的回答。 

鑰節 【賽五十 4】「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

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禱告 主耶穌，我羨慕在早晨，在晚上，每一刻，每一天，活在

你面前。 

詩歌 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我聽見了你的禱告】 

【賽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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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人一生的年

限，是多是少，神已預先定準（徒十七 26，太六 27）。可是在

今天所讀的經節裏，記截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就是神加增希西家

王的壽數。本章希西家病得醫治的時間，應正值亞述攻打耶路撒

冷的前一年。壯年的他，年約僅 38 歲，卻飽受惡疾威脅生命。

當時，以賽亞告訴了他必死，而不能活的消息（王下廿 1）。這

對壯志未酬的他，可說是晴天霹靂，但是他馬上轉向神，向神求

告。接近死亡時，他和許多的人一樣，痛哭而流出悔恨、懊惱的

眼水（王下廿 2~3）。他的謙卑、懇切的禱告和悔改的淚水立刻

打動了神的心。神聽見了，也看見了，於是神的憐憫和恩慈讓希

西家多活了十五年（王下廿 4~6）。甚至給了他一個兆頭，使日

昝上的日影向後退了十度。 

【默想】親愛的，希西家病得醫治的方法與過程，說出神藉著環

境改變了人的心態，然而人也可以藉著禱告影響了神對人一生的

安排（王上廿一 29；結卅三 13~16；拿三 1~10）。 

【家訊信息】切求的寡婦─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經讀經: 路加福音十八 1～8  
鑰節: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

1）  

提要 

耶穌藉著這位切求的寡婦來教導我們禱告要恒切忍耐，不可灰

心。聖經沒有告訴我們這位寡婦究竟有些什麼難處，特別的是，

他遇到一位麻木不仁、冷酷無情的人，起初他根本不理會寡婦的

請求，然而寡婦卻天天來纏他，鍥而不捨，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她的請求簡單而明確，使得法官不堪其擾，最後終於受不了說：

「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她常來纏磨我。」由於寡婦堅定不移的

毅力，和堅持到底的信心，終於她得著所求的。 

耶穌從她的身上延伸到，神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這些不配之

人，也可以透過禱告，達到自己所求的。神經常會在祈禱中向聖

徒讓步，神決不會掩耳不聽我們的懇求。主特別藉著這位寡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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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病痛之中陆维德和Sandra Liu的父親禱告。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1&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_vekfAN2w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2&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CL6DJmIYLI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3&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4Dwuip-sL4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4&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5&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1524.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6&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agvnacc.org/Hymns/C600.MP3
http://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ReadingSchedule.asp?qDate=7/27&yearlength=1&big5version=&kjversion=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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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禱告蒙垂聽的二個基本原則：(一)「常常禱告」，就是「繼續

不斷」的意思，基督徒不是要問什麼時候禱告？什麼地方禱告？

為什麼禱告？基督徒應該是生活在禱告之中，禱告應該是我們生

命的全部。(二)「不可灰心」，無論在任何情況中，不管神是否

遲延垂聽你的禱告，都不可失去禱告的勇氣，要全心相信神必然

成全。這也正是寡婦的態度，單純相信、迫切尋求、恒切仰望、

忍耐到底就必得著。 

默想 

1.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蒙垂聽的二個秘訣：常常禱告：繼續不

斷，使禱告成為你生命中的一部份。不可灰心：切莫喪膽，用

信心相信神必垂聽你的禱告。 

2. 切求寡婦的禱告簡潔而明確，這是禱告得勝的必要條件，多少

時候我們的禱告太廣泛空洞，漫無目標。其實在禱告中，人的

話經常會妨害禱告，許多冗長的禱告，只是一些美麗屬靈詞藻

的堆砌，沒有實質的內容。真心的禱告，雖然只是一聲嘆息，

或靈裏的讚美，都是主所喜悅的。 

3. 真正的祈禱乃是將你的需要，不斷的向主求告，並且肯定的相

信，祂必成全。（詩卅七 5）──大光人物讀經日程 

【禱告的重量】 

衣衫襤褸，臉上無精打采的意絲走進一家雜貨店，她怯生生地詢

問店主，是否可以讓她賒帳買一些食物，因為她的先生病重，不

能出去工作，而家中還有七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店主以一付嘲弄

的姿態要把她趕出去。 

她想到全家人的需求，只好低聲下氣地再請求老闆：「拜託你，

我會儘快還你錢的。」 

店主還是不肯讓她賒帳，因為她沒有該店的戶頭。 

站在櫃台旁邊的另一顧客聽見了他們二人的對話，他就向店主求

情說：「這位婦人和她家裡的需要這麼迫切，我很樂意幫助

她。」 

店主免為其難地答應了。他問意絲：「妳有一張購物清單嗎？」 

她回答：「有的，先生。」 

他說：「這樣好了，將妳的購物清單放在磅秤上，看妳的清單多

重，我就給妳多少食物吧！」 

意絲低著頭，躊躇半晌，然後伸手進皮包裡取出一張紙，在上面

潦草地塗寫幾個字，便把那張紙小心翼翼地放在磅秤上，頭還是

低低地。店主和另位顧客大大驚訝地看著磅秤不停地一直低下

去。 

店主盯著磅秤，慢慢地轉頭，很不甘願地對那顧客說：「我不相

信....」那顧客笑笑，店主開始將食物放在磅秤的另一邊，但磅

秤還是不平衡，所以他只好一直不斷地將更多食物放上去，直到

磅秤容不下。店主一臉嫌惡地站在那裡.... 

最後，他抓起磅秤上那張紙，詫異地看著，原來它並非購物清

單，上面乃寫著禱詞：「親愛的主，你知道我的需要，我將它交

託在你手裡了。」 

店主將磅秤上所有的東西收拾好交給意絲，不發一言，呆呆地站

著。意絲謝過他後，走出店外，那位顧客交給店主一張五十元的

鈔票，說：「這真是太划得來了！」 

後來店主纔發現，原來他的磅秤壞了。然而，只有神知道，禱告

的重量到底有多重。 

【禱告的神蹟】 

明尼蘇達州的美﹐美在四季分明。美在州內的萬餘湖泊﹐夏日展

現湖光山色﹐風情萬種。美在這些冰河時期所雕刻的萬千湖泊﹐ 

冬天凍起幾尺的北國冰層﹐所彰顯的莊嚴肅穆。 

明州還有一件傲人的往事﹐他們用禱告擊退了億萬蝗蟲雄兵。 

蝗災來襲時﹐他們張開的翅膀可以遮天蔽日﹐它們的胃口可以一

天吃盡眼界所及的任何莊稼綠葉。一百多年前明州連年出現蝗 

災﹐廿九縣的農作物盡被蝗蟲掃蕩精光﹐成千上萬的居民被迫放

棄家園﹐遷徙謀生。 

連續三年的蝗災吃盡了全州的農產﹐所有所能想到的方法都用盡

了﹐州長採納了各社區領袖的意見﹐轉向全能的神。皮波利州長

（John Pillsbury）宣佈選定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是明尼蘇

達全州禱告日。皮州長敦促全州人民於那天赴教堂禱告神﹐祈求

全能神的恩佑﹐保護農作物的安全。當天學校、商店、機關、工

廠都關門。萬千州民群聚禮拜堂﹐謙卑地跪下祈禱﹐尋求超自然

的幫助。 

每個人一生總有某個時候﹐需要一件小小的神蹟。明州所剩下的

最後一道防線是─神的憐憫。第二天清晨﹐神應允了州民的禱告

﹐一波寒流南下﹐大風雪帶來酷寒（四月底的超級鋒面是少有

的）﹐烏雲密佈﹐冰雹和風雪籠罩了整個明州﹐有數天的時間﹐

大地結成一塊堅冰。就在這冰凍的一段時間裡﹐嚴寒入侵地的深

處﹐殺死了蝗蟲產卵所孵化的無數幼蟲。 

那年春耕直到秋收﹐蝗蟲再也沒有進犯﹐此後也從沒有再發生

過。明州人回顧過去的歷史﹐深信神蹟是建立在下跪的膝蓋所獻

上的祈禱。 

【睡醒過禱告生活】一位女庸作見證說﹕“早晨我一開眼，就禱

告說，主啊，求你開啟我的心眼；穿衣之時，就禱告說，主啊，

愿我穿上基督的義袍；洗臉之時，就禱告說，求主洗凈我；作工

之時，就禱告說，求主給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點火之

時，就禱告說，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起我的愛火；掃地之時，就

禱告說，求主除去我心里的一切污穢；吃飯之時，就禱告說，求

主給我隱藏的嗎哪，与純凈的靈奶；照管小孩子之時，就仰望父

神使我作他順命的儿女。一天到晚，我都這樣禱告。我所作的每

一件事，全都給我一個意念用來禱告。” 

許多人以為“不住的禱告”乃是一個不易實行的命令。若你按照

此法去行，那就不難辦到了。 

【四十年的禱告一次答應】阿伯底恩有一位克德牧師。常常拜訪

一位老信徒。見他的神氣總是愁悶的。因為他的禱告總未蒙過應

允。多少年的工夫，見他常是愁苦的。有一天很奇怪的見他滿面

發光，笑容可掬，非常的快樂，牧師問他道：『今天怎麼啦？我

很喜歡見你這樣的快樂』！老信徒答道：『啊！牧師，我四十年

的禱告。今天一次都答應了』。『當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

加十八 1) 

【為何我赴禱告聚會？】因為教會不禱告，不會強壯。 

 因我已與神並教會立約，要作忠心的基督徒。 

 因為要使教會興旺。 

 因使青年人看見我赴禱告聚會而受感。 

 因我不願意叫主擔憂。 

 因我如此行，可使沒有得救的人，因我禱告而得救。 

 因為禱告是一個輪的心軸，教會的靈輪可轉於其上。 

 因為我不以基督的福音為恥。 

 因為我要拿天天的靈性生活，當作我將要死時的努力一樣。 

 因為我若忽略禱告會，我就害了教會的往前，減少它的力量。

使聖徒冷淡，使我自己的靈魂打寒戰。 

禱告聚會乃是教會之魂。教會之興衰，只看禱告聚會之有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