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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26~ 2/1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愛筵交通聚會 週五晚上 7: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愛筵交通聚會 週五晚上 7:30-9:30 PM        徐瑞雯姊妹家 

北區愛筵交通聚會 週六晚上 6: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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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聚會時間表: 

（1） 下午 4:30~6:00  身體健康讲座 (一): 吃得好，活得好 

（2） 晚上 6:30~7:30  晚餐 

（3） 晚上 7:30~9:00  心靈健康讲座 (二): 有神更好 

(一) 2 月 23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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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六日 

讀經 太 14:1-21；仰望祝福。 

鑰節 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

徒；門徒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喫，並且喫飽了；把剩下的零碎

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太十四 18～21)  

禱告 親愛主，我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奉獻給你，求你悅納和使

用，好讓我成為別人的祝福 

詩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一月二十七日 

讀經 太 14:22-36；不惧風浪 

鑰節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

穌那裏去；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

說：主阿，救我！ (太十四 29~30) 

禱告 親愛主，你是風浪的主，在一切順逆環境中求你保守我的眼

目，仍堅定的望你，你必施拯救。 

詩歌 耶穌給你平安。 

一月二十八日 

讀經 太 15:1-20；真實敬虔 

鑰節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太十五 8) 

禱告 親愛主，求你使我心存警覺，不容任何人事物阻礙你我之間

活潑的關係。 

詩歌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一月二十九日 

讀經 太 15:21-39；因信成全 

鑰節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 

全了罷。』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太十五 28） 

禱告 親愛主，為著許多失喪的靈魂，我願作個代禱者，好使你

的大能和恩典，一一臨到他們。 

詩歌 我用信心抬起頭 

一月三十日 

讀經 太 16:1-12；明白主的話 

鑰節 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

不是指著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太十六 11) 

禱告 親愛主，除去我心中的一切攙雜，使我能準確領受你的

話！ 

詩歌 我當如何愛我的主 

一月三十一日 

讀經 太 16:13-28；走十架路 

鑰節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 24) 

禱告 親愛主，使我明白你偉大的計劃，助我背起十架一心跟隨

你走。 

詩歌 盡忠為主 

二月一日 

讀經 太 17:1-13；只見耶穌 

鑰節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太十七 8)  

禱告 親爱主，求你純一我眼目，所有事物在你榮耀光中，都要

失色。 

詩歌 認定你 

【本週聖經鑰句】 
『十字架』(太十六 24)── 基督的『十字架』包括三方面：受

苦、被殺和復活，是為著我們的贖罪(彼前二 24) 、稱義(羅四

25) 、成聖(羅六 4) 等。我們的『十字架』有兩方面： 

(一) 『背起十字架』──是指我們必須捨己，也就是『否認、拒

絕、放下』自己的意思，求神的旨意滿足，叫我們天天能跟

隨主。關鍵乃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為主受苦，不顧惜魂生命，

並不追求物慾享受，且順服祂的帶領，走祂的道路。 

(二)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羅六 6) ──是指我們與基督聯

合，歸入祂的死、與祂一同埋葬、與祂一同復活，叫我們過

聖潔的生活。十字架對付「我們的所是」，也就是對付我們

的『己』(加二 20)、『舊人』(羅六 6) 、『罪性』(羅六

7) 、『肉體』(加五 16)、『世界』(加六 14) 等。關鍵乃

在於我們要把這一個客觀方面已經成功的事實，取用成為我

們今天主觀方面的經歷。 

【創世記讀經第十三課】神呼召亞伯蘭 
【讀經】創十一 10～十二 20。 

【鑰節】【創十二 1～3】「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

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

福。」 

【鑰字】「離開」【創十二 1】――神對亞伯蘭的呼召有兩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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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2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6&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inxnwONLBE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7&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OdUs～ZmXiw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8&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OTKPtBMK1Q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29&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WvC1L8HWY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30&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78q80D6k0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31&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u8s5GnlsM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Seq=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pRP2HZpqI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2 

一次的呼召，使亞伯蘭「離開」迦勒底的吾珥。當時的吾珥，是代

表中東高度的文明城市，但它也是一個拜偶像的宗教中心。神是要

亞伯蘭到迦南地去，但是他跟父親出吾珥之後，卻停在哈蘭，在那

裏住下。因此神第二次呼召亞伯蘭，要他「離開」哈蘭，也就是

「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當他順服了神的「指示」，「離開」

了原來罪惡的生活環境，而放下了一切的重擔，脫離了一切的纏

累，並切斷了一切天然屬肉體的關係后，便開始了步步跟隨神的引

導，過著蒙神祝福的生活，並且也因此成為別人的祝福。 

【重點】創世記的中心從敘述四個重要的事件――神的創造、人

的墮落、洪水的審判和巴別的咒詛轉移到了敘述四個關鍵的人物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亞伯拉罕是創世記十一 10～

二十五 1 的焦點。當世上的人背離了神以後，神單單揀選了一個

亞伯拉罕，通過他，並藉著他的後裔――基督，最終將贖回所有

失喪的人。因此，神揀選和呼召亞伯拉罕是創世記中一個重要的

新轉折點，也是亞伯拉罕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本章記載亞伯蘭(亞伯拉罕)進迦南蒙福和下埃及蒙羞。神的呼召

使亞伯蘭憑信進迦南，開始過分別為聖和信心的生活。亞伯蘭雖

在神第一次的試煉中失敗了，但他卻在埃及經歷了神的能力和保

守，認識了他的一切都在乎神。 

【大綱】 

一、亞伯蘭離開吾珥(創十一 10～32，徒七 2～3)：  

(1) 亞伯蘭列祖(10～26) ――從閃到亞伯蘭共有十代； 

(2) 他拉帶亞伯蘭出吾珥(27～32)─—他拉帶領，停在哈蘭。  

二、亞伯蘭憑信進迦南地(創十二 1～8)：  

(1) 神的呼召(1節)─—神第二次顯現，信心又恢復了； 

(2) 神的祝福(2～3)――先蒙賜福，而別人得福； 

(3) 神的帶領(4～6)――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4) 神的顯現與應許(7節)――在示劍向顯現的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 

(5) 與神同在的生活(8節)――在伯特利和艾之間支搭帳棚

和築壇，並求告耶和華的名。 

三、亞伯蘭下埃及蒙羞(創十二 9～20)： 

(1) 漸漸遷往南地(9 節)――到了與埃及交界的地方； 

(2) 因饑荒往埃及 (10節)─—沒有先求問神，只尋求解決眼

前困境的辦法； 

(3) 設計保全生命(11～13)――膽怯怕死，只顧自己，取巧

說謊； 

(4) 以妻子換禮物(14～16)――得著屬世的祝福，失去神的

同在。 

(5) 神的保護(17 節)――神降大災與法老和他的全家； 

(6) 被法老責備(18～19)――感到羞愧，自知理虧，而無言

以對； 

(7) 出埃及(20節)――學會功課，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中心思想】神呼召亞伯拉罕有三個目的：(1)要他往神所要指

示他的「地」去，得產業（創十二 1）；(2)要他成為大「國」，

作神的子民（創十二 2）；(3)要萬族因他得「福」（創十二 3）。

因此，亞伯拉罕一生的歷史主要是三個點：「地」，「國」和

「福」(創十二 1～3)。因為神選召他，乃是要得著一班神的子

民，得迦南美地為產業，而建立大國，讓神在地上掌權。並且

亞伯拉罕有福的後裔──耶穌耶穌基督(太一 1)，要實現神救贖

的計畫，叫萬國因祂得福。神怎樣呼召亞伯拉罕，也照樣呼召

我們(教會)，要我們得「地」，「國」和「福」，為著完成祂在地

上的旨意。 

神祝福亞伯拉罕，乃是因為：(1)祂是赐福的神――赐福给亞伯

拉罕，叫他有福、享福，成為一個蒙神赐福的人；(2)祂也是作

工的神――先在他身上作工，然後再使別人因他得福。神如何

在亞伯拉罕身上作工呢？神乃是藉著祂的顯現，呼召和應許，

使他知道神的旨意和恩召是何等的寶貴。儘管亞伯拉罕有軟弱

和失敗，神在他身上的目的和計畫永不改變；並且在試煉中，

叫他經歷祂的能力和保守，知道自己不能作甚麼，而一切都在

神的手中。 

【默想】 

(1) 神赐福给亞伯拉罕，也要赐福我們，但我們如何活在神的祝

福裏呢？ 

(2) 亞伯拉罕所以能離開「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創十二 1)

乃在於榮耀的神向他顯現(徒七 2)。我們是否聽見了神的呼

召，看見了神的榮耀，因而屬靈的生命有了轉機呢？ 

(3) 亞伯拉罕在信心的考驗中雖有失敗，但神的信實保守屬祂的

人。我們是否因著失敗，而學會了神是我們的一切的功課，

因而更加信靠並順服祂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感謝袮揀選和呼召了我。我祈求你保守我

一生，都活在袮的心意及命定中；

在我軟弱和失敗的時候能仰賴袮， 經歷袮的信實，過得勝的生

活 。並且使蒙福的我也成為別人的祝福。 

【詩歌】 亞伯拉罕的神～YouTube(《聖徒詩歌》37 首  

【金句】「如果像這樣的人(亞伯拉罕)在神的塑造下，尚能成為

神的朋友，而我們這些曾經違逆過信心呼召的人，不也能努力臻

於同樣的境地？」――邁爾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聽神的聲音】有一群人應徵無綫電操作員

等在外面，他們幷沒有注意到由擴音器傳出滴滴答答的電碼聲

音。突然之間，有一個年輕人衝進經理室。不久，他笑容滿面

的走出來。「我被錄用了！」他宣佈說。「你怎麼比我們先被錄

用呢？奇怪。」眾人問他，那位青年說：「你們都忙于談天，

因此不注意擴音器所傳的信息，電碼說：第一位譯出這電碼進

到我辦公室來的人就被錄用。」這個教訓很清楚：太多基督徒

沒有打開他們屬靈的收話機，難怪他們不清楚神的意念。 

【馬歇爾尋求神的引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歇爾是美國的

一位出色的國務卿，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有一次，當他

和內閣官長商量世界及國家大事時，傳報有人來看他。他便離

開了會議室，去了幾乎整個鐘頭。回來時，同僚們問他有甚麼

重要的事或貴賓，留了他這麼久。他說：「來看我的是一位牧

師。」衆人聽了，都覺得很訝异。但他說：「我們面對這戰後

的時局，世事多難。我若不靠神的引導與幫助，我的聰明才智

有限，怎樣足夠應付呢？我花了這些時間與神交通，在這時是

非常需要的。」馬歇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計劃世界的

復興安定的主要功臣之一。他的成功可說是他曉得向神支取智

慧聰明。他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呢？ 

※即使你毫無知覺，神也在帶領你。―― 戴德生 

※那位看不見的領導者，常以我們事先不能預料的另一種方

式，行另一途徑，帶我們到達目的地。―― 戴德生 

※你的引導者要引你走未有陳跡的路途，要引你走你所夢想不

到的路徑。―― 倪柝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O_fsM5s5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