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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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週聚會】2014 年 1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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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十月十二日  

讀經  西四；代禱榜樣。 

鑰節  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

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

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西四 12）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願學習以巴弗，竭力的為著教會往前禱告，

並和弟兄們一同勞苦地服事袮的教會。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十月十三日  

讀經  帖前一；蒙恩教會。 

鑰節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

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帖

前一 3)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幫助我們活出信、愛、望的實際，並且見證

我們是蒙神所愛並揀選的一群。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churchinmarlboro  

十月十四日  

讀經  帖前二；屬靈兒女。 

鑰節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

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

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帖前二 7-8) 

禱告  親愛的主，賜我們有顆真誠的愛心，餵養神所『疼愛』的兒

女，使他們從我們得祝福。 

詩歌  使我成祝福～churchinmarlboro  

十月十五日  

讀經  帖前三；愛的增長。 

鑰節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

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前三 12)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因著有深愛我們的聖徒，對我們的栽培和

關懷，使我們靠袮站立得穩。主啊！讓們我們的信心、愛

心、盼望不斷增長。當袮再來時，無可責備。 

詩歌  進深，進深～churchinmarlboro 

十月十六日  

讀經  帖前四；被提盼望。 

鑰節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

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 17)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保守我們每日活在袮面前，好叫我們能早

日，在聖潔中迎接袮的再來 

詩歌  主耶穌，我羡慕活在袮面前～churchinmarlboro 

十月十七日  

讀經  帖前五；全備救恩。 

鑰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

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

摘。  (帖前五 23) 

禱告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我們完全成聖，並保守我們靈、魂、

體，直到主再來的日子，無可指摘。 

詩歌  祝福～churchinmarlboro 

十月十八日  

讀經  帖後一；信愛望增長。 

鑰節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

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甚

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裡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

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帖後一 3～5) 

禱告  親愛主，我們渴慕天天追求信、望、愛的增長，好叫人在我

們身上看見袮榮耀的彰顯，以致天天能榮耀袮 

詩歌  神聖之愛，遠超眾愛～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帖撒羅尼迦前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仰望、儆

醒、等候並預備主在榮耀中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帖撒羅尼迦後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主再來的時間

和方式，并且在這等候主回來的期間，我們應該做什麼，就必須讀

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

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

前五 23)──《帖撒羅尼迦前書》最特別的地方是，每章結束時都

提到「基督降臨（亦即基督再來）」(一 10；二 19；三 13；四

17；五 23)。書中的「降臨」和「來」，在希臘原文 PAROUSIA，

意思是「同在」。本書保羅特別以「基督再來」貫穿整卷書，說

明他的生活和工作，乃是以主的再來為吸引、鼓勵、目標與警

惕；並且也以此勉勵所帶領的聖徒。在新約二百六十章聖經中，

講到主耶穌受死，有一百九十五次；講到主耶穌復活，有一百零

四次；唯有講到主必再來，有三百十八次之多，平均每二十節就

有一節講論此事。由此可見主的再來在新約聖經中是多么重要的

信息。全本聖經的預言，幾乎都應驗了，惟獨最後這個預言──

主耶穌一定要再來，直到如今還沒有應驗。因為以往的預言都一

一應驗了，所以就給我們增加信心，相信這末了一個，還沒有實

現的預言，也必會按著神的時候實現，完全應驗，絕不落空，這

是我們所堅信的。為此，主耶穌啊！我們願祢快來！ 

(註 ) 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用四個不同的詞來描述基督的再來，

但中文往往混淆不清，若不查對原文編號，便無法加以分別： 

(1) Katabaino (原文意即降下)──是指主再來時的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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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mary5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30-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2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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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從高天公開的降下 (帖前四 16，太廿四 27～31) 

(2) Parousia (原文意即降臨)──指祂親身臨近我們包括隱密公開的

一段(帖前五 23，帖後二 1)。  

(3) Apokalupsis (原文意即顯現，揭露，顯出)──指祂不再隱藏，

同祂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 (帖後一 7)。  

(4) Epiphaneia (原文意即顯露)──指祂榮耀的顯出，對付那邪惡和

不法的大罪人(帖後二 8)。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第一次遇見神  
【讀經】創二十八 1～22 
【鑰節】【創二十八 12】「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

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鑰字】「梯子」【創二十八 12】──按原文是指拾級而登的

『台階』。雅各夢見了從地上通到天上的「梯子」。這個「梯子」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邊 )，而且上去下

來。這個「梯子」是天地之間的通道，預表基督(約一 51)是人和

神之間的橋樑；一面作為使人與神相通的惟一道路(約十四 6)，另

一面作為神與人中間惟一的中保(提前二 5)。這天梯的異象對雅各

一生的影響極其重大。二十年之後，他帶著家人，再回到伯特利敬

拜事奉神。 

【重點】第二十八章記載神第一次向雅各顯現，而雅各夢見天梯和

得神的應許。1～5 節記載以撒打發雅各去巴旦亞蘭（哈蘭）。以撒

叫雅各到跟前，祝福他，並囑咐他不要娶當地迦南女子為妻，而要

往巴旦亞蘭去，從拉班的女兒中娶妻。注意以撒求神賜福給雅各，

並使他承受亞伯拉罕的福 (十二 2～3，7；十三 15，17；十五 7～

8，18 等等)。6～9 節記載以掃聽見以撒的話，為了取得他父親的歡

心，就去娶了以實瑪利的女兒瑪哈拉為妻。10～15 節記載前往哈蘭

的路上，雅各夢見天梯和神的應許。雅各離開了家，第一晚在露天

曠野的以石頭當枕，席地而睡。他在夢裡，看見一個梯子從地上通

到天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神親自向雅各顯現，向他堅

立了亞伯拉罕之約，並應許賜福他，包括：(1)把迦南地賜給雅各和

他的後代（13 節）；(2)雅各的後代要多如塵沙，且萬國要因他的後

裔而蒙福（14 節）；(3)神也要和他同在，無論他往那裡去，必保佑

他，並領他歸回這地（15 節）。16～22 節記載雅各對神的反應。當

雅各醒來，感到萬分驚慌，因為他竟然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遇見神。

他就立一石柱、膏油在其上，並給那地起名叫伯特利（神的殿），並

許願以耶和華為他的神，並起誓要奉獻十分之一給神。至此，耶和

華不再只是亞伯拉罕和以撒的神（13 節)，也是雅各的神（21 節）。 

【大綱】本章記載雅各離家，在伯特利與神相遇，可以分成四小

段： 

(一) 以撒打發雅各去巴旦亞蘭(1～5 節)； 

(二) 以掃娶以實瑪利的女兒(6～9 節)； 

(三) 雅各夢見天梯和神的應許(10～15 節)； 

(四) 雅各醒後向神許願(16～22 節)。 

【中心思想】本章我們看到雅各人生的另一階段，就是在伯特利遇

見神，經歷了生命的重大轉變。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兩件事： 

（一） 神對雅各的應許──神親自向雅各顯現是發生在伯特利，在

雅各離開應許之地前。那時，遠離家園的雅各，內心可能是

百感交集，對以往感到後悔內疚，現在感到孤單、淒涼，對

前面的路感到茫然。這說出我們神是安慰人的神(林後一

4)，祂總是在我們身旁，鼓勵我們挺胸昂首，並幫助我們奔 

跑前面的道路。神的顯現是雅各全然不配得的，然而神根據

祂的旨意，已經揀選了他，因祂有辦法改變他的生命。雅各

夢見了天梯，而神站在梯子以上，對他說話。這是神第一次

主動的向他顯現，而這梯子把這一個狡猾、詭計多端的雅各

和這位聖潔的神相隔的鴻溝連接起來。神對雅各所說的話

中，沒有半點責備雅各施詭詐騙取父親的祝福，而是一連串

的應許和祝福。這說出我們的神乃是滿了恩典的神。神對雅

各復述了與亞伯拉罕和以撒所立的約，這顯明了雅各要承受

神應許之約的福。並且神給雅各的應許，遠超過祂給亞伯拉

罕和以撒的應許。神應許的祝福乃是根據祂的同在、保護、

引導與信實，而堅立了祂對雅各之約。 

（二） 雅各對神的回應──事後，雅各在那地方立了柱子，並且有

條件的許願，將十分之一獻給神。神說「你無論往那裏去，

我必保佑你」，是沒有條件的。雅各對神說「神『若』與我

同在…我『就』必」，這顯示他的思想是商業式的思想；他

與神的來往，好像是作買賣。從雅各的話中，我們看見他所

顧念的，只是衣食的問題，而沒有看見神的計畫。雖然，雅

各在那地方立了柱子，並且許願，可是日後竟忘記了他許的

願。人是健忘的，但神卻永遠記得人的心願，也不會忘記人

對神所許過的諾言。這一次雅各雖然還不大認識神，但是神

在伯特利所給他的印象是很深。從雅各對神討價還價的反

應，說出他需要更多神的顯現，讓他更進一步的認識神；他

需要更多的管教，而得著神應許祝福；並且他還有更多的功

課需要學，讓他的性格被神重新塑造。最後，他被神帶到一

個地步，成為神永遠計畫中的器皿。 

【默想】 

（一） 雅各以詭詐的手段騙取父親的祝福，結果被迫離開家園，

過著逃難似的生活。然而神第一次在伯特利主動親自地向

他顯現，並對他發出慈愛的應許。因為伯特利是神第一次

與雅各說話的地方，所以以後神對雅各說話的時候，就說

「我是伯特利的神」(創三十一 13)。基督徒親自遇見神

靈命長進的第一步。我們是否經歷神的顯現﹖我們的伯特

利在那裏﹖ 

（二） 為什麽神要在夢中向雅各顯現？雅各見異象後，對神的認

識是怎樣的？他向神許了什麽願？他的態度和反應正確

嗎？雅各見到神的反應是「懼怕」，我們是否也「敬畏」

這位公義和聖潔的神呢？我們是否也常以十一的奉獻，希

望來交換神更多的祝福呢？ 

【禱告】神啊，我們就是雅各。但袮是如此地愛我們，祢從來不

計較我們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無賴，祢一直與我們同在。無論

我們如何的辜負祢，祢是總是耐心地等待著我們歸回。求祢抓住

我們的心，使我們越來越認識祢，對祢越來越有把握。也求祢向

我們打開天上的門，讓祢的榮耀來吸引我們，使我們轉向祢，親

近祢，安息在祢的同在中。阿們！ 

【金句】「不論雅各長也罷，雅各短也罷，雅各老實也罷，雅各

狡猾也罷，神都有辦法對付他。神知道有一天要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應許的」。我們的神是不會失敗的神，我們不能攔阻

神，我們不能使神半途而廢。如果有一次神已經揀選你了，神就

必定要把祂的應許作成在你身上。」―― 倪柝聲《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