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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4/20~ 4/26 

主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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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姊妹交通聚會 週六早上 10:30-12:00 AM  杨震宇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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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日 

讀經 路十一 29～54 眼亮身明 

鑰節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

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路十一 34) 

禱告 主啊！我們把我們內心交給袮管理，求袮點亮我們裏頭的

光。 

詩歌 活在生命光中～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十一日 

讀經 路十二 1～34無知財主 

鑰節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豫

備的，要歸誰呢？ 』(路十二 20) 

禱告 親愛主，保守我不為今世打算，一切以追求袮的國與義來

過生活，讓袮掌管我生活的每一方面。 

詩歌 先求祂的國和義～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十二日 

讀經 路十二 35～59 忠心管家 

鑰節 主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

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路十二 42) 

禱告 求主使我做一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儆醒等候袮回來。 

詩歌 萬物的结局近了～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十三日 

讀經 路十三 1～17主的寬容 

鑰節 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著，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

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路十三 8～

9) 

禱告 主啊，求袮幫助我們掘開土，除去剛硬的心，讓袮的生命

有伸展的餘地。求袮不斷在我們的身上增加生命的養分，

使我們能為袮多結果孑。 

詩歌 我豈可以空手見主～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十四日 

讀經 路十三 18～35 要進窄門 

鑰節 有一個人問祂說：『主阿，得救的人少麼？』耶穌對眾人

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

要進去，卻是不能。』(路十三 23～24) 

禱告 主啊！我願和袮建立直接的關係，求袮賜我力量追求袮

的稱許。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churchinmarlboro  

四月二十五日 

讀經 路十 1～24 請赴筵席 

鑰節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罷，

樣樣都齊備了。』(路十四 17) 

禱告 主啊，我們願不辭勞苦、盡心竭力引人來赴這救恩的筵

席。 

詩歌 各样都齊備～生命诗歌 

四月二十六日 

讀經 路十四 25～35 計算花費 

鑰節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

能呢？(路十四 28) 

禱告 主啊！我願付出代價跟從袮，作袮的門徒。 

詩歌 當人棄絕地的賄賂～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罷，樣樣都齊

備了。』(路十四 17)──這個比喻讓我們看到神樂意向所有的人

發出邀請。對於接受神邀請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對於拒絕的人是何

等的可惜！另一面我們也看見僕人的重要，他們到城內、鄉村、大

街小巷邀人赴筵，盡心竭力引人來赴這「大筵席」。他們的忠心順

服和無怨無悔的服事正是我們傳福音的榜樣。 

默想：今天神仍在邀請人來，努力傳福音找人入座罷！ 

【創世記讀經】亞伯拉罕寄居基拉耳 

【讀經】創二十 1～18。 

【鑰節】【創二十 17】「亞伯拉罕禱告神，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

和他的妻子，並他的眾女僕，她們便能生育。」 

【鑰字】「亞伯拉罕禱告神」【創二十 17】──說出代禱的重

要。這個禱告不是光榮的禱告，乃是羞恥的代禱。儘管亞伯拉罕失

敗了，還是要為別人禱告，求神醫好亞比米勒的全家。照樣，神藉

著我們的禱告使別人蒙福，因為禱告的果效並不是靠人的行為和功

績，而是在乎神的大能和信實。然而，如果我們不禱告，神就無法

人的身上做工。 

【重點】第二十章記載亞伯拉罕寄居基拉耳，為亞比米勒家人禱

告。亞伯拉罕遷移到了基拉耳，又稱呼妻子為「妹妹」，導致基拉

耳王亞比米勒想娶撒拉。神在夜間夢中責備亞比米勒，攔阻他犯

罪。亞比米勒責備亞伯拉罕後，豐厚的餽贈財物，又歸還撒拉。然

後，亞伯拉罕為亞比米勒禱告，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家中婦女的生

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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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inlgh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eek%20you%20firs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eter%20I%20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ust%20I%20Go.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any%20crow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r%20Him%20On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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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亞伯拉罕再次說謊 (1～2)――不顧撒拉，而稱妻為妹，

因不倚靠神、太怕人； 

（二） 神保守撒拉(3～7)――神攔阻亞比米勒，並要他歸還撒

拉，使他存活； 

（三） 亞伯拉罕被亞比米勒責備(8～13)――你見了什麼才做這

事呢； 

（四） 亞比米勒恩待亞伯拉罕(14～16)――賜牛羊、僕俾，並歸

還撒拉，又送遮羞銀子； 

（五） 亞伯拉罕為亞比米勒禱告(17～18)――代禱使亞比米勒家

中婦女恢復生育。 

【中心思想】亞伯拉罕稱為「信心之父」，但在本章中，我們卻看

見他信心軟弱的一面，然而神的能力卻在人的軟弱上彰顯出來。

透過他失敗的經歷，使他認識神的大能和信實。亞伯拉罕重蹈在

埃及失敗的覆轍(創十二 10～20)。他再一次屈服於試探之下，為

了保護自己，又謊稱撒拉為「妹妹」。亞伯拉罕的失敗是沒有仰

望、依靠全能的神，因此憑眼見而不憑信心；而此外長期潛伏著

懼怕被人殺害之心，所以他軟弱、撒謊、跌倒。「懼怕人的，陷

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箴二十九 25）。 

基拉耳王亞比米勒想要娶撒拉，卻被神攔阻，使他免得犯罪。無

論是亞伯拉罕的欺騙，還是亞比米勒的無知，神以奇妙大能出面

干預，一方面避免了亞伯拉罕失去撒拉；另一方面，使亞伯拉罕

確信神能負他完全的責任。並且神通過亞比米勒再次祝福了亞伯

拉罕，雖然他不配，因為神對他的慈愛和信實永不改變。「那能

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前，

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猶 24）。 

最後，亞伯拉罕禱告神，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一家，使她們能生

育。我們從亞伯拉罕的禱告裡，學到了他自己的妻子不能生育，

但是他能為別人生育之事禱告神。這說出亞伯拉罕學習超越自己

的軟弱與失敗，把自己的難處放在一邊，先為別人的需要禱告。

很多時候，我們只因自己的軟弱，沒有為別人禱告，不知不覺中

攔阻了神的作為。 

【默想】 

（一） 亞伯拉罕又犯了和在埃及所犯同樣的罪，就是稱撒拉為他的

妹子(二十 1)。失敗使人體會到人的軟弱，也體會到神的大

能和信實。當錯誤或失敗的經歷再出現時，我們是否從失敗

中再站起來呢？ 

（二） 「我也攔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二十 6）。很多時候，

從我們的生活能夠看見，若不是神攔阻了我們，我們就會失

敗、跌倒，而悔恨終生。感謝主，祂及時保守我們，並將我

們挽回，甚至我們都不察覺。這是因神要在我們軟弱人的身

上，彰顯祂的恩典。 

（三） 亞比米勒問亞伯拉罕到底是甚麼動機，竟然使用欺騙的手

段。原來亞伯拉罕以為在一班不懼怕神的人中間，他必須自

保而不顧妻子。然而亞伯拉罕的失敗不是偶然的，雖然在埃

及神已經對付他過一次 (十二 10～20)，但失敗的根源仍未

澈底根除。我們對付罪，不但要對付那些已經犯了的罪行，

並且也要靠神的大能對付罪根（情慾、驕傲、貪心、妒忌、

懼怕、名利等等)。 

（四） 亞伯拉罕自己不能生育，卻要為亞比米勒一家禱告能生育。

亞伯拉罕的這一個「禱告」(創二十 17)，乃是超越自己軟

弱與失敗的禱告。我們是否為別人禱告，而經歷神的大能和

信實呢？ 

【禱告】主啊，求祢教我們如何禱告。讓我們學習在信心裏不為自

己、不想自己、不看自己，因著愛藉著信，而為別人代禱。 

【詩歌】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org 

【金句】「為人代求的禱告是靈魂潔淨的沐浴，每位神的兒女，

每個基督的肢體，每天都要實踐。」――潘霍華 

【恩賜】 
 當我在世的生命結束，站立在神面前時，我希望自己沒有留下

一絲才能了，而能坦然對祂說：「我用盡了你所賜給我的一

切。」 When I stand before God at the end of my life, I would 

hope that I would not have a single bit of tal-ent left, and could say: 

“I used everything you gave me.” ~Erma Bombeck  

 你的才能是神賜予你的禮物，你如何使用，則是你給神的回

禮。 Your talent is God's gift to you. What you do with it is your 

gift back to God. ~Leo Buscaglia 

 才幹是神賜予的，謙卑吧；名聲是人們贈予的，感謝吧；自大

是自己加上的，當心吧！ Talent is God given. Be humble. Fame 

is man-given. Be grateful. Conceit is self-given. Be careful. ~John 

Wooden 

 不要僅僅滿足於你生命中神的呼召與恩賜，而要滿足於耶穌基

督祂自己。 Do not be satisfied with God's calling or His gifts 

inyour life. Be satisfied with Jesus Christ Himself.~Brother Yun 

 我們應該發掘神所賜予我們的恩賜，並忠實、喜樂地發 揮出

來，卻不嫉妒或瞧不起自己所沒有的恩賜。 Our purpose should 

be to discover the gifts He has given us and to use those gifts 

faithfully and joyfully in His service, without either envying or 

disparaging the gifts we do not have. ~John MacArthur  

 每一個基督徒至少有一種恩賜，好為基督的身體效力。 雖有些

人或許有二個或更多恩賜，但無一人能擁有所有 恩賜，因此我

們需要彼此倚賴。 God has said that every Christian has at least 

onespiritual gif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body of Christ. No one 

has all the gifts, all have at least one gift, and some have two or 

more. We are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木炭變莊園】有個名叫保羅迪克的人，他的祖父留給他一座美

麗的森林莊園，他一直以此為豪。可是在一年的深秋，突如其來

的雷電引發了一場山火。大火熊熊地燒毀了那片青翠蔥綠的林

園。傷心的保羅於是決定要向銀行貸款，來重建森林莊園，以恢

復過去的茂綠生機。可是銀行卻一口回絕。  

遭此災禍又被拒絕的保羅，一籌莫展，便沮喪地在家躺了好幾

天 。他的太太怕他要悶出病來了，就勸她出外散散心。  

當保羅走到街上的轉角處，他看到有家店舖門前異常擁擠，原來

一些家庭主婦正排隊購買，用於烤肉和冬季取暖的木炭。看到那

塊塊堆積在桶裡的木炭，保羅歡叫了一聲，就趕快轉返回程。  

回家後，他馬上雇用一些燒炭工，把莊園燒焦的樹木加工成優質

的木炭，分裝成一千桶，送到市場上的木炭分銷店。結果那一千

桶木炭很快就銷售一空，因此保羅就獲取賣木炭而得的一筆錢。

第二年春天，就購買一大批樹苗來栽種，終於，他的森林莊園又

恢復一片綠意盎然了。 

有一句諺語如此說：「當神在你面前，關上一扇門時，不要懷疑

沮喪，因為總有一扇窗是為你打開的。」在這世界上，並無絕對

的失敗，失敗往往是我們對待問題的方法與態度。――飛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