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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5/4~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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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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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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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将國殤節福音營报名表送交陈宪明和王艾东。 

 

 

 

 

 

 

 

五月四日 

讀經 路十八 24～43；要能看見 

鑰節 耶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了跟前，就問他說：『你要

我為你作甚麼？』他說：『主阿，我要能看見。』(路十八

40～41) 

禱告 主啊，求袮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禱告具體、情詞迫切、充滿

信心。 

詩歌 耶穌，我來就你～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五日 

讀經 路十九 1～27；奇妙改變 

鑰節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

孫。』(路十九 9) 

禱告 主啊，袮能改變了撒該的生命，也必能改變我們。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churchinmarlboro 

五月六日 

讀經 路十九 28～48；主心傷痛 

鑰節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城，就為它哀哭，說：『巴不得你在

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

你的眼看不出來。』(路十九 41～42) 

禱告 主阿，但願我們能體會袮的心腸，賜給我們一顆與袮同哭的

心，常常為罪人傷痛而禱告。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churchinmarlboro 

五月七日 

讀經 路二十 1～20；挑戰權柄 

鑰節 有一天，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講福音的時候，祭司長和文

士並長老上前來問祂說：『你告訴我們，你仗著甚麼權柄作

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路二十 1～2 ) 

禱告 主啊，我不再屬自己，我將主權交給袮。 

詩歌 活著為耶穌～churchinmarlboro 

五月八日 

讀經 路二十 21～47；神物歸神 

鑰節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

神。』(路二十 25) 

禱告 主啊！袮愛如此奇妙深厚，當得我心，我命，所有。 

詩歌 收我此生作奉獻～churchinmarlboro  

五月九日 

讀經 路二十一 1～19；一切都投上 

鑰節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

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二十一 4) 

禱告 主啊，得著我餘生的小杯，全然歸袮。 

詩歌 一切全獻上～YouTube 

五月十日 

讀經 路二十一 20～38；儆醒預備主來 

鑰節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

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二十一 36) 

禱告 主啊，求袮保守我們，以儆醒的態度來面對每一天的生活；

而且常常活在袮的面光中，好在那日得以站立在袮面前。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二十一 4) 

──像寡婦這麼窮苦的人，不埋怨、不求救濟已夠好了，誰能指

責她不奉獻呢？況且她全部的奉獻也不過兩個小錢。這兩個小錢

她可以獻一個，留一個，無需全部獻出。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窮

寡婦奉獻的態度是如何可愛。因此，主耶穌稱讚她的奉獻。她的

『兩個小錢』，雖不能發出鏗鏘之聲，卻能深深地感動了萬有的

主。我們的生命，今生所有，縱然短暫渺小有如『兩個小錢』，

但為祂獻上一切，未必引來世人掌聲，卻深深打動主的心坎！ 

【快樂的老人】 
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James  

Chu)，事主超過半個世紀，近

十幾年更蒙主帶領，每年感恩

節都到瑪波羅教會講道，供應

眾聖徒。最近，他確診肺部腫

瘤，因位置近大動脈，不能動

手術。有弟兄跟他聯絡，他暢

談在基督裏榮耀的指望、復活

和永遠的生命...... 。  
朱弟兄今八十歲零八個月，一生全傾為主，至今心力未衰，面對

逆變，安然、喜樂，懷信心盼望，奔那前面的路程。在得知病情

後，他滿了從主來的感動和話語。上週主日他釋放的信息，是以

「不保留、不退縮、不後悔、不畏懼（No Reserves、 No 

Retreats、No Regrets 、No Fear) 」為講題，見證鼓勵。他坦言在

主裏睡了的人，必復活醒來，因此無懼。聖徒若為他代禱，只求

餘下光陰，與神旨配合，不打折扣，行完全程，成就從主而來的

職事。信息為英中傳譯，可在以下網站下載: 

https://sendnow.acrobat.com/?i=o5C8GfwQTMABXoWQV1kS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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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译弟兄的父親，紐約教會朱永

毅弟兄和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I%20com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ing%20for%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3.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ULzQC7lI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King%20Will%20soon%20come%20back%20again.htm
https://sendnow.acrobat.com/?i=o5C8GfwQTMABXoWQV1kS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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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信息】他的盡職—成就父旨意 

神按著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人，有一個崇高的目的：要人彰顯神；

也有一個榮耀的託付：要人代表神管理萬物，並對付神的仇敵。 

耶穌的降生，表明神造人的崇高目標和榮耀的託付，在耶穌身上完

全得以實踐。在耶穌成長的過程中，有神的恩與他同在，得著神和

人的喜悅；他在神的話語上有裝備，且一直蒙聖靈的引導，回到神

起初的心意裡。  

耶穌受浸之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回來，聖靈將他引導到曠野，

接受魔鬼的試探。魔鬼非常清楚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是要完成神

當初造人的旨意，於是千方百計攔阻耶穌來做「人」，要他運用神

兒子的特權隨心所欲。耶穌卻站在「人」的地位，以聖經的話回應

魔鬼的試探，魔鬼就暫時離開他(路四 13)。  

其後魔鬼藉著法利賽人，繼續試探耶穌，問：「人無論甚麼緣故都

可以休妻麼？」(太十九 3)耶穌看透休妻是出於撒但，而神的旨意

是藉著夫婦來完成，於是帶他們回到起初(4-6 節)。耶穌已完全對

付了撒但，他就如清晨的日光臨到地上，將人的腳引到平安的路

上。在耶穌完美的人性裡，他每時每刻都是為神的旨意而活。  

禱告的人生 

耶穌在地上的盡職，是以完成父神旨意為一生的宗旨。他的盡職是

從受浸時的禱告開始(路三 21)，他的受浸就是宣告他是為神的旨意

而活。最終他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說出他盡職的目標：「…不要

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意思」的原文

是「旨意」。耶穌的盡職是從禱告開始，也是以禱告為結束，說明

他在成就父旨意裡的盡職，與他禱告生活是分不開的，他為我們立

了好榜樣。路加福音有不少地方記載耶穌的禱告：  

五 16 節之前，耶穌頗受群眾歡迎，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他講道，

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疾病，「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16節)可見

耶穌不受任何事情的打岔，一直維持與父神的交通。  

六章 12-16 節的記載，是其他三卷福音書所沒有的。「那時，耶穌

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

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12-13 節)接著到十二個

人的名字，包括「賣主的加略人猶大」。為甚麼耶穌會揀選賣他的

人為使徒？按「路加後書」(使徒行傳)記載，主復活之後，四十天

之久與門徒一起，跟他們講論神國的事。主經常向門徒題到舊約關

於自己的事必須應驗，幫助門徒對舊約有整體的認識，又吩咐他們

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聖靈降臨，於是他們聚在一起，同心合意地恆

切禱告。之後，彼得在弟兄中間站起來，說：「弟兄們！聖靈藉大

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

的。」(徒一 16)彼得特別題到「聖靈」藉大衛的口，在「聖經」上

預言出來。大衛所講關於耶穌被猶大出賣的預言，就是詩篇四十一

篇 9 節：「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

我。」回應路加福音的記載，耶穌整夜禱告為著揀選使徒，而揀選

猶大正是應驗舊約對基督的預言。  

「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裡。耶穌問他們說：眾人

說我是誰？」(九 18)門徒說：「有人說是施浸的約翰；有人說是以

利亞；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接著耶穌問門徒：

「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基督。」彼得能夠

得著這個啟示，是主為他禱告的緣故。  

「說了這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忽然有摩西、 

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他們在榮光裡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

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九 28-31)之後有聲音從雲

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兒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他。」

(35節)這次登山變像，是禱告的結果。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亞代表

先知；換句話說，他們見證耶穌在舊約裡所記載的事。  

祈求的關鍵 

耶穌的禱告生活，令門徒十分羨慕，就求主教導他們如何禱告，於

是主教導他們「主禱文」(路十一 1-4)。主禱文開頭是我們與父之

間的禱告，跟著論到虧欠的問題：「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

免凡虧欠我們的人。」(4 節)當人彼此之間有虧欠的時候，就落在

黑暗裡，所以我們不要中了撒但的詭計。  

接著主用比喻來說明代禱：「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裡

去，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

這裡，我沒有甚麼給他擺上。那人在裡面回答說：不要攪擾我，門

已經關閉，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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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節)整個故事簡單來說就是：甲為乙求

丙要一些東西，丙因為不方便的緣故，不想給甲，但因甲情詞迫切

的直求，所以丙起來把甲所需要的給他。「情詞迫切的直求」原文

是「不怕羞恥的求」，即是不要面子的求。代禱就是：別人的需

要，我們無法滿足，所以要到主那裡去求。祈求的關鍵，就是要回

到神起初造人的心意裡。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

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

(十一 9、13)每人的需要都不同，我們要彼此代禱，卻不是單為著

人的需要代禱，例如：失業就求主立刻賜給工作，有病就求主馬上

醫治。最重要的是尋求神的旨意，認識神要我們學習甚麼功課，經

歷他的全備供應。在代禱裡，要經常回到神永遠的旨意裡。 

耶穌在十字架上仍為釘他的人禱告，求神赦免他們 (路廿三 34)，

因為他們被撒但蒙蔽心眼，成為撒但的工具。他還對同釘的強盜

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43 節)我們不

要從人的觀念來看，他們是罪有應得，乃要體貼神的心腸─神愛他

所創造的人，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 9；提前二

4)。最後主在十架上向父神的禱告，說出他是至終安然無憾(路廿

三 46)。主耶穌一生的禱告生活，就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與神緊

緊連結。  

總結 

神造人是有一個崇高的目標，在我們身上有一個榮耀的託付，他又

為我們預備了全備的供應。雖然撒但多方攪擾、不停搗亂，但漫漫

的長夜終會過去。時候到了，主耶穌降世，清楚表明神未曾忘記他

所定的永約。主耶穌就是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他有完美的

人性，在地上活出完美的生活。主在地上盡職期間，訓練了門徒，

使教會得以開展，所以不僅有「路加前書」(路加福音)，還有「路

加後書」(使徒行傳)，整本使徒行傳就是路加福音的延續。  

主耶穌在世期間成就了父神的旨意，他受死、復活、升天，在五旬

節賜下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在創世記二章，神藉著第一對夫婦

的預表所埋下的伏筆，在使徒行傳透過基督和教會就實現了。這次

特會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不單叫我們羨慕像主，並且我們可以用信

心與所聽見的話調和，然後滿有盼望，在神為我們預備的地方，為 

主作見證人。讓我們都有分於神的旨意，至終成就神造人的目的。

──朱永毅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