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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4/13~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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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黄新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 4月20日(主日晚上 7:30-9:00 PM，杨震宇弟兄家) 福音營交通

聚會，請參與服事的弟兄姊妹出席。 

(二) 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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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三日 

讀經 路八 1～25 良田美果 

鑰節 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

並且忍耐著結實。 (路八 15) 

禱告 親愛主，願我更多接受袮話語的更新，使我的心更柔軟，更易

栽種袮的話，更多結出生命的果實。 

詩歌 你的話～churchinmarlboro 

四月十四日 

讀經 路八 26～56：止懼在信 

鑰節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

救。』(路八 50) 

禱告 主啊！加添我對袮的認識，使我更多信靠袮。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 

四月十五日 

讀經 路九 1～36 知主是誰 

鑰節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基

督。』(路九 20) 

禱告 主耶穌，求袮在我們裹面創造一顆飢渴慕義的心，願一生竭力

地追求認識、體驗袮。 

詩歌 認識祢，耶穌～churchinmarlboro  

四月十六日 

讀經 路九 37～62基督的心 

鑰節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路九 55) 

禱告 主啊，求袮幫助我們明白袮的心意，叫我們與袮同心，同行十

架道路。 

詩歌 哦，我要像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七日 

讀經 路十 1～24 父的美意 

鑰節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阿，天地的

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十 21)  

禱告 主啊！我們願做一個單純的嬰孩來明白「袮的美意」。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 ～churchinmarlboro.org 

四月十八日 

讀經 路十 25～42選擇上好福分 

鑰節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

不能奪去的。(路十 42) 

禱告 主啊！赦免我們常常忙碌作工，忽略花時間與袮在一起。 

詩歌 主耶穌， 我羨慕活在你面前 ～churchinmarlboro 

四月十九日 

讀經 路十一 1～28迫切直求 

鑰節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迫切的

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路十一 8) 

禱告 感謝主，賜給我「禱告」的權柄，進入袮的禱告學校，讓我

學習禱告蒙應允。 

詩歌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

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十 21) ──主耶穌為甚麼歡樂呢？答案就在這段祂對父神所說

的話裏。主的喜樂的直接出自聖靈，而不是因為人的歡迎而喜

樂，祂也沒有因為人的拒絕而沮喪。祂歡樂是因為祂看見了父神

的美意。而神國那深遠的奧祕，對嬰兒是顯明的，向聰明人就藏

起來。主耶穌歡樂地感謝神，因祂知一切的境遇都操在父主宰的

手中，而一切所有的，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父都

已交付給祂，人只有藉著祂才能認識父。 

【創世記讀經】羅得逃離所多瑪 

【讀經】創十九 1～38。 

【鑰節】【創十九 26】「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

一根鹽柱。」 

【鑰字】「鹽柱」【創十九 26】──是一個羞辱的記號(路十七

32) ，成為後世之人的鑒戒。羅得妻子眷戀所多瑪，回頭觀看，就

變成「鹽柱」其遭遇值得我們警戒。今天死海邊仍然有豎立的鹽

柱。主耶穌藉此事件(路音十七 28～33)，提醒我們不要貪戀世界。 

「鹽柱」光有鹽的形狀樣式，而喪失了鹽的影響力，代表基督徒

如果無法斷絕與世界的關係，至終將失去屬靈的功用和見證。 

【重點】第十九章記載所多瑪城遭到神的審判而毀滅，及羅得逃

離所多瑪城的經過，但他的妻子因回頭變鹽柱。當兩個使者抵達

所多瑪的時候，羅得預備筵席，接待他們。但所多瑪人顯出其惡

行，威脅他交出兩位使者，任他們所為。耶和華的使者施行神

蹟，使外面的暴徒「眼都昏迷」，而不得逞；並把神定意毀滅所

多瑪城的計畫告訴羅得，要他和家人逃離該地。他的女婿不聽從

他的警告。當他遲延不走，天使拉著他和他妻子的手，並他兩個

女兒的手，把他們領出所多瑪。等羅得到瑣珥時，神就毀滅所多

瑪城，羅得的妻子因回頭看，變成了一根鹽柱。後羅得醉酒，與

兩個女兒亂倫，而出生摩押與亞捫人的始祖。 

【禱告事項】 
◆ 為2014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國殤節福音營(五月 25～27 日)禱告。 

◆ 為在病中鲍贤珍姊妹和李景译父親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Your%20Word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ather%20I%20k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ve%20Ju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very%20Time%20I%20Pra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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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羅得接待二天使(1～3)――坐城門口，預備筵席； 

（二） 所多瑪的罪行(4～11)――所多瑪人罪大惡極，二天使險遭

所多瑪人殺害； 

（三） 天使指示羅得避災(12～22)――女婿們不信毀城之言，天使

拉羅得一家四口逃生； 

（四） 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毀滅(23～28)――神火滅二城，羅得妻子

因回頭變鹽柱； 

（五） 摩押人與亞捫人的由來(29～38)――羅得住在山洞，醉酒與

二女亂倫得子。 

【中心思想】在本章中，我們看見羅得貪愛世界的遭遇可作我們的

鑒戒。所多瑪豫表罪惡的世界，而羅得代表那些雖然得救，卻只顧

眼前(十三 10～13)、愛戀世俗(十九 1)、一心二意(十九 15～16)，

與世人無分別的基督徒。羅得是個失敗的義人(彼後二 7)，失去了

屬靈的見證，也連累了全家人： 

（一） 他的兩個女婿，不尊敬他，也不相信他的話，而滅亡了(創十

九 14)； 

（二） 他的妻子因回頭觀看，而變成了一根鹽柱(創十九 26)； 

（三） 他的兩個女兒學了所多瑪的惡習，與父親亂倫，作出不可題

的醜事，而生出摩押與亞捫人的始祖，成為以色列人的世仇

(創十九 30～38)。 

（四） 羅得雖帶家人離開所多瑪是一回事，使所多瑪離開家人又是

另一回事！照樣，基督徒脫離世界不難，要將世界脫離基督

徒的心就難多了！ 

【默想】 

（一） 羅得捨不得放棄在所多瑪所享有的財富、地位和安適的生

活。但耶和華憐恤羅得，天使拉著他和他妻子的手，並他兩

個女兒的手，把他們領出危險之地。當我們須作出抉擇取捨

時，是否順服神的引領，親手把我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呢？ 

（二） 使羅得離開罪惡之城難，使罪惡之城離開羅得的妻子更難。

他的妻子的腳雖然離開了所多瑪，但所多瑪卻沒有離開她的

心。羅得的妻子漠視天使的警告，回頭一看，變成一根鹽

柱。鹽柱是一個值得我們警戒的羞辱記號(路十七 32) ，因

「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雅四 4）我

們是否輕忽了神的恩典，心裏仍貪戀今世的滿足，還經常

「回頭一看」(創十九 26)呢？ 

（三） 「領他們出來以後，就說，逃命吧；不可回頭看，也不可在

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17 節）――

本節說出逃離邪惡世界的幾個要點：第一，要「逃命」，不

可慢慢地走，要趕緊的逃跑；第二，「不可回頭看」，意即

不要留戀在世界裡的一切人事物；第三，「不可在平原站

住」，意即不要被物質生活的需要牽連；第四，「要往山上

逃跑」，意即要花代價追求更高超的屬靈境界。 

【禱告】親愛的天父，求祢「拉著」我的手，把我從世界裏「領

出來」，使我倚靠祢，坦然无惧往前走，永不後退、永不回頭！ 

【詩歌介紹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讓我真實的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 這是最美的祝福。 

這首曲調優美動聽的詩歌是由【讚美之泉】詩歌合唱團發行(作

詞：李信儀作曲：游智婷)。這首詩歌的歌詞是根据詩篇 28 篇 7

節大衛的的禱告:「所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贊他。」 

詩歌見證 

認識主耶穌是王明道弟兄一生最美的祝福，他的一生也成為神兒

女的祝福。 

王明道弟兄十四歲時得救。第二年，十五歲時，他的心裡開始感

覺有神的呼召；但他不願答應神的呼召，他想他既要作大政治

家，怎能去供求關係仲尼 ？作大政治家是最榮譽的事，傳道是最

卑微的事。此外，他還看見大多數的傳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

物。有些教西人管話的先生，教了幾年華語，漸漸就傳了道。還

有給外國傳道人作飯的，擺台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為常聽

道，學會念幾段聖經，唱幾首讚美詩，講幾句半通不能的道理，

慢慢也傳了道。又有些在教會學校讀書三年，留兩次級的學生，

學醫藥不成，入師範也夠不上，只好入學道院讀兩年聖經，以後

到教會裡傳道，因此，他就以為以他這種每次考試必定名列前

茅，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材去作傳道的工作豈不是大材小用麼？有

了這種思想，他便堅決拒絕了神的呼召。於是從十五歲到十八歲

春季三年多的時間他和神相爭。神一定呼召他事奉他，他卻堅決

要作大政治家。他不讓步，神更不讓步，這種爭戰，使他心中十

分痛苦。  

神的手出來作事，當他中學就要畢業之時，生了一場大病。他抱

病參加考試，五天考試，只考兩天，便不能起床，逐漸嚴重起

來。到了病最嚴重的時候，他懼怕，病再不能病癒，就很懊悔，

不應當抗拒神的呼召，於是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不得不放棄

了。在萬分痛苦與絕望中，他向神發出無聲的禱告說，如果神存

留他的性命，他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時他的病已經嚴重到極點，

醫棄無效。醫生告訴他的姐姐說，病已沒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

大事，他那無聲的禱告達到他的耳中，他很奇妙地醫治了他的沉

屙。神藉著大病，征服了他作政治家的野心。病好之後，學校開

畢業會，校方因他一向成績優良，允許他和別人一風吹草動畢

業。  

中學畢業後，經人介紹前往保定西關福音園烈士田學校教高小和

中學一年級學生的功課。他一面教書，一面以道勉勵學生，常常

以敬神作人的大道教導學生。許多學生受感，願意聽道。於是就

在那裡開始每晚有一次聚會，不少的學生，生活因之有改變。從

此他的思想也就起了極大的變動，從前渴慕作大政治家，現在開

始看見傳道工作的重要和偉大，就是作了一國的總統，也不能使

人這樣從心裡改變，棄惡向善。以前幾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現

在開始羡慕為神作工了。同時他也看見當時教會中種種悖道的

事，說謊作偽，利己損人，持強淩弱，諂富輕貧，我虞爾詐，鬥

角勾心。因此屢屢覺得教會實在需要來個改革，自己需要負起這

個使命，這也使他漸漸轉變，願意終身為神作工。遂於一九二年

○春夏之交，無條件地降服在神面前，願意接受神的呼召，正式

改了名字，不再叫「永盛」，而叫「明道」，意即：「願神用他

在這個黑暗邪惡的世界上，證明他的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