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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7/20~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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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張萌弟兄家 

 

 

 

 
(一)2014 年玛波罗教会门徒造就营，请于 7 月 27日之前报名: 

吴本立(732- 275-2201) 和杨震宇(732-543-5358)弟兄。 

七月二十日 

讀經 徒十六(16～40) ； 全家得救 

鑰節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下)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帶領全家來聽道，全家能蒙恩得救，喜

樂滿溢。 

詩歌 全家得救 ～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一日 

讀經 徒十七；考查聖經 

鑰節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

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徒十七 11) 

禱告 親愛主，賜我們渴慕袮話語的心，領受真道，天天查考聖

經。 

詩歌 袮的話～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二日 

讀經 徒十八家與教會 

鑰節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

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

保羅就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

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 (徒十八 2～3)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的婚姻、家庭都是為著基督和教會。 

詩歌 花费～生命诗歌 

七月二十三日 

讀經 徒十九 1～20主道興旺 

鑰節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徒十九 20) 

禱告 主啊!願袮的道大大興旺。求袮保守我們不被世務纏身，能

為著福音勇往直前。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四日 

讀經 徒十九 21～41 以弗所的大暴亂 

鑰節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徒十九 23)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信你是叫萬事互相效力的神。不論我

們所遭遇的大小患難，你必行奇事，保守我們。 

詩歌 我知誰掌管前途～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五日 

讀經 徒二十 1～16靈命復興 

鑰節 有一個少年人，名叫猶推古，坐在窗臺上，困倦沉睡。

保羅講了多時，少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下去；

扶起他來，已經死了。保羅下去，伏在他身上，抱著

他，說：『你們不要發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 (徒二

十 9～10)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們時刻儆醒，不讓我們的靈沉睡。 

詩歌 哦，我要像袮～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六日 

讀經 徒二十 17～38 屬靈功課 

鑰節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徒二十 28)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作袮忠信的僕人，在真道上為自己和

眾聖徒謹慎。 

詩歌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下) ――本

節不是說只要家中的一個人相信，全家人就自動得救；乃是說： 

（一） 一個人先得救，其生命和生活真實的改變，自必容易影響全

家人歸主； 

（二） 先得救者關心自己的家人，憑信心一直為他們禱告，至終全

家人也會受感動而歸主； 

（三） 神的本意喜歡讓一家、一家的得救(創七 1；出十二 3～4；

書二 18～19)，聖經和教會歷史都證明，全家得救的機會很

大(路十九 9；徒十一 14；十八 8)。 

本段我們看見羅馬禁卒全家歸主的模範。當禁卒滿懷敬畏，俯伏

在保羅西拉面前問：「我當如何行才能得救？」(30節) 當時他只

是一個驚恐過度，因考慮自身安危，就簡單的問了這一個問題，

但他卻得到一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當信主耶穌，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31節)。這個答案改變了他和他的一家。然

後，保羅立刻抓住機會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聽」(32節)。

接下來，我們看到禁卒和他的一家發生了美妙的轉變：(1)全家

「信」(34節)；(2)全家「受浸」(33節)；(3)全家「得救」(31

節)；和(4)全家「喜樂」(34 節)。 

正常的基督徒家庭，乃是全家歸主(15，31，34 節)。禁卒是繼呂

底亞，成為歐洲第二位全家都受浸，歸入主名下的家庭。所以凡

是關心全家歸主的聖徒，當竭力將福音傳給家人，使全家人都得

救歸主。筆者曾抓住此應許，憑信心一直為家人禱告近十年，至

終全家人逐一地得救歸主。 

【以斯帖——扭轉時局的女人】 
經文：以斯帖記四章十三、十四節 

以斯帖記是一篇百讀不厭的故事，情節曲折生動，富戲劇性，緊

張驚險，高潮迭起。故事發生在主前四百八十多年，古波斯帝國

三都城之一——書珊。以斯帖是位美麗的小姐，被選入宮，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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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20for%20whole%20fami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Your%20Words.htm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54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20holds%20the%20futur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2.htmhe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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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哈隨魯王的王后。但她不因位居顯要而忘本；當猶太民族危急

時，她毅然不顧性命，扭轉時局，成為民族英雄。猶太人至今還記

念她，音樂家亨特爾更為她寫了整本的樂曲。她的真實故事記於聖

經中，值得我們思想、研究並效法。 

一、王后的位分 

以斯帖是個孤兒，且被擄去異邦，幸好堂兄末底改撫養她，教育

她。她也柔順謙卑，一直聽從末底改的話，就是被選為王后之後，

仍然「遵末底改的命，如撫養她的時候一樣」。末底改愛護她如同

自己的女兒，她也敬重末底改如同父親。當她聽見未底改穿了麻

衣，心中非常傷痛，派太監出去問他是甚麼事；她知道了自己的使

命後，又坦白地將自己的難處告訴他。末底改並不姑息這位已經長

大成人且貴為王后的養女，他正義凜然地告訴她：「你莫想在王宮

裡強過一切猶太人，得免這禍。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太人必從別

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滅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這幾句話激起了以斯帖的勇氣和決心，也感動了歷代的信徒。神為

每個人預備了特殊的位分和現今的機會。如果我們肯利用位分，抓

緊機會，遵行神的旨意，就必蒙福，也使人得福。否則，神的旨意

同樣會成就，只是我們自己失去了人生的價值。 

從前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法老迫害時，神預備了摩西；非利士人派

出巨人歌利亞辱罵挑戰時，神預備了牧童大衛；巴力先知猖狂，耶

洗別氣焰萬丈時，神預備了以利亞；掃羅帶了文書去捉拿基督徒

時，神預備了司提反為他的得救鋪路；外邦人需要福音，神預備了

彼得；初期教會需要真道的辯明，神就預備了保羅；羅馬天主教黑

暗時代，神預備了馬丁路德。同樣，神今天預備你，為這個社會，

為你的家人，為每天你所接觸的人。以斯帖接受了挑戰，不顧性命

的抓住了機會；你是否也願意接受神的呼召，奉獻自己，奉獻金

錢，奉獻時間？得救的人數終會滿足，得救的事工你是否有分，就

看你願不願意抓住現今的機會。 

二、實踐的榜樣 

以斯帖下決心接受挑戰後，並沒有冒冒失失地就這樣去執行使命，

她有幾個步驟，值得我們學習： 

第一，重視禱告。她差人去告訴末底改說：「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

有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

樣禁食。」人去，禱告也要去，才有功效。我們看主行神蹟毫不費

力，但主禱告時汗如血點。禱告不費力，工作就費力，若你工作覺

得費力，證明你禱告未曾費力。你每天為神的工作禱告嗎？你參加

教會的禱告會，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禱告嗎？你禱告懇切到禁食的

地步嗎？ 

第二，敢於違例。當時的定例，人不能主動去見王，一定要蒙召才

可入內院，違者犯罪。但猶太民族已到危急時期，以斯帖不能無限

期等待蒙召，她必須採取主動，違例進去見王。她說：「然後我違

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吧！」正如保羅所說的：「我卻不以性命

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

的職事。」（徒二○24） 

第三，智慧行事。以斯帖滿有智慧，毫不魯莽。她先要得王的歡

心，然後見機行事，就收到最好的效果。假如她一開口就指責大臣

哈曼，又要推翻王旨，可能王惱羞成怒，廢掉她正如廢掉瓦實提一

樣。保羅教訓我們說：「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要把各人

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一 28） 

三、神蹟的出現 

這書未提一次神名，但處處顯出神的拯救與眷顧。神給以斯帖美

貌，恰好又在她青春年少的時候，王甄選王后，她出眾的美貌才

被發現，卒之成為王后。 

末底改密告意圖弒王案，記在歷史上。那夜王睡不著覺，失眠本

為常事；但他吩咐人取歷史來念給他聽，剛好念到末底改這一

段，就不是平常事了。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真好像隴溝的水，

隨意流轉（箴二一 1）。 

書中還有許多巧合。如哈曼要來求王將末底改掛在木架上的時

候，正是王要獎賞末底改的時候；以致哈曼當眾蒙羞。哈曼自製

五丈高的木架，最終成了自己的刑架。12月 13 日本是猶太人的仇

敵盼望轄制他們的日子，猶太人反倒轄制恨他們的人。這日轉憂

為喜，轉悲為樂，成為吉日佳節，至今仍為猶太人慶祝。 

這些巧合其實不是巧合，乃是證明神的時間絲毫不差，神的手掌

管著歷史。以斯帖的生平叫我們知道，人生的價值在於遵行神的

旨意。假如以斯帖閉口不言，她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美麗的王后

而已。歷史上美麗的王后何其多，算不了甚麼！但因她的順服、

勇敢、犧牲、智慧，她就成為傑出的人物，是民族的英雄、我們

的好榜樣。――史祈生 

【詩歌介紹】誰是在主這邊？ 
 一 誰是在主這邊？誰要跟隨主？誰要為主活著，走祂的道路？  

誰要撇開世界，去為主爭戰？誰是在主這邊，跟隨主向前？  

（副）藉著你的救贖，並藉你恩典，可愛、榮耀救主，我在你這邊。  

二  參加主的軍隊，歡樂去爭戰，不是為著榮耀，不是為冠冕；  

乃是因著主愛激勵我向前，我既蒙祂恩待，該在祂這邊。     

三  你已將我救贖，作你的子民，乃是用你寶血，不是用金銀；  

凡來跟從你者，得福都無限，你使我們甘願且自由向前。    

四  戰爭雖會兇猛，仇敵也強悍，但是主的軍隊，無人能擊散；  

在祂大纛之下，必定能得勝，因祂真實、不變，奏凱已確定。     

五  蒙主選為兵丁，在今世爭戰，我當完全忠心，隨元帥向前；  

如此服事我王，切勿變冷淡，守住高貴身位，忠貞又勇敢。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第 666 首) 作者是英國女詩人海弗格爾

（Frances Ridley Havergal, 1836-1879）所作，這是她在 1877年所作

的詩；原為五節，每節十二行。詩名是「國內宣道」（Home 

Missions），以歷代志上 12:1-18 所記載的故事為背景，那段經文

講到掃羅要擊殺大衛，以色列各支派精選三十勇士，投效大衛。 

主題是在屬靈的爭戰中，決心跟隨基督。摩西遣迦勒窺探迦南地

時，探子中有人見亞衲族人高大，就心裏懼怕。 

約書亞和迦勒告訴民眾，有耶和華同在，不用懼怕。 我們在屬靈

爭戰時，雖仇敵兇猛，祗要我們是站在主的這一邊，就必穩操勝

券。 

※惡者從來不肯放棄牠的地盤，除非先有一陣激烈的戰爭。我們得

到屬靈的產業，並不是在宴樂中得到的，乃是在戰場上得到的，

這是屬靈領域中的秘密。─ 喬懷德 

※屬靈的勝利，也是從小事上得來的。一個很小的試探來到，如果

你能得勝，你的信心、勇氣和能力，將要因此增加，在你遇見較

大的試探的時候，你便容易繼續得勝。─ 王明道 

※神的話語是屬靈的寶劍，我們需要用它作武器，因為在這個世界

裏，魔鬼依然與我們爭戰，意圖誘惑和逼使我們犯罪。―加爾文 

※一位兵丁，如果沒有準備死在戰場上的心志，便非好兵丁；同

樣，一位基督的兵丁，應準備為主至死忠心。─ Osward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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