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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1/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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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東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十一月十六日 

讀經 來十一 17～40；信心見證人。 

鑰節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

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

同得，就不能完全。（來十一 39～40）   

禱告 主啊，願袮得著我們這一代的人，能順服並配合，好完成

袮永遠的旨意。 

詩歌 他等候一座城～ 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十七日 

讀經 來十二 1～13；仰望耶穌。 

鑰節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十二 2上） 

禱告 親愛主，激勵我們直向著標竿跑完人生的旅程，拯救我們

的眼目單單仰望信靠袮 

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十八日 

讀經 來十三；幔內營外。 

鑰節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來十三 12～13) 

禱告 主阿！激勵我們天天過著「進入幔內」、「出到營外」的生

活。叫我們連於袮、靠著袮，而活出袮。 

詩歌 進入幔內～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十九日 

讀經 雅一；信心試驗。 

鑰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

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雅一 2-3) 

禱告 主阿！求袮使我們在試煉中，全然的倚靠袮；當面對苦難

的際遇之時，仍能喜樂的成長。 

詩歌 哦，讓我們在主裡面常喜樂～ 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日 

讀經 雅二；信行合一。 

鑰節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二 17) 

禱告 主啊，我渴慕能信行合一，求袮帶領我活出救恩的實際。 

詩歌 哦，我要像袮～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雅三；言語無過。 

鑰節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

的全身。(雅三 2下) 

禱告 主啊，求袮常提醒我們守住舌頭，叫我們常連於袮，不隨

便說話，以免損害別人，也損害自己。 

詩歌 晚禱～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雅四；與神親近。 

鑰節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

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四 8） 

禱告 主啊，願袮吸引我們，領我們進入天天親近神，而活出該

有的「手潔心清」的生活。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雅各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基督徒如何將活

的信心顯明在勝過試探上，在行為上，在言語上，在純潔的品格

上，以及在禱告的生活上，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二 17) ──雅各書的中

心就是「信心」與「行為」，注重真信心於行為上的表現，以試

驗自己所承認的信仰，而活出善行的見證(二 14～26；一 2～3)。

信心與行為的關係乃是──信心證實人的義；行為證實信心的

義。因為外在行為是內裏信心的驗証，在人面前的行為乃是在神

面前稱義的表明，內在稱義的生命，必結出外面生活的義果。因

此，真實的信心，必定會在一個人的生活和經歷上表現出來。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面見神 

【讀經】創三十二 1～32。 

【鑰節】【創三十二 28】「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

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鑰字】「以色列」【創三十二 28】──字義是「神得勝」或

「與神搏鬥」。這個複合詞中的以色列（Israel)，字首的（Isra)

意為「奮鬥」或「統治」，字尾的(el)是「神」的意思。聖經之

中有許多人被神改名，象徵神改變了人的生命。在雅各與神摔跤

的過程中，神將「雅各」改名為「以色列」，表明神現在看雅各

不再是「奪取者」，而是「與神較力者」。他抓住了神，也被神

抓住了。「以色列」還有一個意思是「神的王子」，表明騙子雅

各以前是與人相爭；現在是與神一同治理的王子。 

【重點】第三十二章記載返鄉的雅各在面對以掃之前，他在雅博

渡口再次面對面見了神，並与神摔跤，而直到他的大腿窩被神摸

著。這一個時刻可說是他一生的轉捩點。在這個被神對付過程以

後，雅各被改名為以色列。從此，他的生命有了極大的改變。 

從米斯巴到毗努伊勒，準備迎見以掃。 

1～2 節記載神的使者遇見雅各。雅各離開巴旦亞蘭回家，正當他

行走在自己的道路時神的使者遇見他；雅各看見他們就說這是神

的軍兵，給那地起名叫瑪哈念（原文兩營軍兵）。神使者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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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20looked%20for%20a%20cit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urn%20Your%20Eyes%20upon%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5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vening%20prayer.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thi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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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神和雅各同行，必會引導和保護他，正如詩人所說：「耶和

華的使者，在敬畏的人四圍安營」（詩三十四 7）。 

3～8節記載雅各打發使者去見以掃。雅各首先打發人去問候以掃，

並稱他為「我主」，而自己為「你的僕人」。但使者回報以掃帶四

百人過來。雅各甚懼怕，而且愁煩，立刻便把人口，羊群，牛群駱

駝分作兩隊，以防萬一。 

9～12 記載雅各的禱告。雅各因為以掃的反應，就害怕，一面打

算，而一面向神禱告。在禱告中，他緊緊抓住神的應許，也稱呼神

為「我祖亞伯拉罕的神，我父親以撒的神」，並承認自己的不配。

最後，他怕他的哥哥來殺他，求神拯救他脫離所面臨的危險，並提

醒神曾對他說的應許。 

13～21記載雅各送禮物給以掃。雅各此時還不能完全憑信心而行，

他又自己盡力打算，從他所有的物中拿禮物要送給他哥哥以掃。他

總共準備了三群共五百八十頭的畜群給以掃作禮物。雅各吩咐僕人

把牲畜分成一群一群，每群中間有一段距離。雅各更吩咐僕人們，

當他們遇見以掃，以掃詢問時，要這樣回答：「這些牲畜是你僕人

雅各的，是他送給他主以掃的禮物，他自己也在我們後頭。」雅各

實在希望能用這些禮物，以致以掃「解他的恨」(原文是遮蓋他的

臉)，意思就是讓以掃「看不到雅各的錯」，而從心裏饒恕雅各。 

22～26節記載神的使者和雅各摔跤。雅各夜間起來，打發妻子兒女

及所有的僕婢及牲畜統統渡過雅博河以後，只剩下雅各一個人留在

的河南岸。有一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直到神將他的大腿窩摸

了一把，他的大腿窩扭了。此時天黎明了，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這人是神的使者(何十二 4)，其實就是神自己。 

27〜32記載雅各獲賜新名。那人神問雅各說，你名叫甚麼？他回答

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雅各

詢問對於是方的名字。但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裏給雅

各祝福。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就是面對面看見了

神。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大綱】本章可以分成六小段：(一) 神的使者保護雅各(1～2

節；(二) 雅各遣使去見以掃(3～8節)；(三) 雅各向神禱告求助(9

～12節)；(四) 雅各送禮物給以掃(13～21節)；(五) 雅各和神摔

跤(22～26節)；(六) 雅各獲賜新名(27～32節。 

【中心思想】在本章我們看見雅各在還未會晤以掃之前，再度與神

相遇。雅各最大的問題，並不在于他和以掃之間的關係，乃在于他

和神之間的關係。當他解決了與神之間的關係，才能解決和以掃之

間的關係。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四件事： 

（一） 雅各迎見以掃的謀略──雅各打算用自己的方法，試圖與以

掃和解。後來事實證明，他是庸人自擾，並且他所作的一

切，都是多此一舉。在瑪哈念（即兩個軍隊之意義)，雅各

雖知有神的天軍來保護，但他仍懼怕以掃。當雅各知道以掃

帶著四百人來迎著他的時候，他想的應變之法是是預備逃

避。他把人口、牲畜分成兩隊，心裏打算，若是以掃擊殺一

隊，其餘的一隊仍可逃走。他雖向神禱告，但沒有充足的信

心，於是又籌算應付之道。他運用賄賂的方法，差人連送三

群共五百八十頭的畜群給以掃作禮物，希望能使以掃忘卻過

去對他的仇恨。從雅各怎樣面對二十年前要追殺他的以掃，

我們看見雅各仍是一個天然沒有受對付的人。他只會倚靠自

己的打算和方法，而不相信神，不倚靠神。在危機時，雅各

還是有那麼多的辦法。並且他本性難移，甚麼諂媚的話都敢

說，甚麼手段都能用。 

（二） 雅各向神禱告──在雅博（即湧出，潑出，倒空之意義)渡

口，聖經記載雅各第一次情詞迫切的禱告。雅各在禱告

中：(1)提起神的吩咐和應許(9 節，二十八 13～15，三十

一 3)；(2)述說神的慈愛和誠實(10 節上)；(3)承認自己的

卑微不配(10 節中)；(4)感謝神的施恩(10 節下)，從前他

一無所有，如今卻成了兩隊的人口、牲畜；(5)求神救他和

他的家人脫離以掃的手(11 節)；(6)抓住神曾對他說的應

許和認定神賜福他的後裔(12 節)。在這裏雅各進步了，他

禱告的話語和所站的地位，都是正確的。 

（三） 雅各和神的摔跤──在毗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雅

各面見了神，而與神整夜摔跤，並敗在神的手裏。那一

夜，雅各和神摔跤是他生命中的轉捩點，也是他一生最有

意義的經歷。他緊緊地抓住神不放，除非神給他祝福。他

抓住了神，神也神住了他。以前，雅各所抓的(以掃的腳

跟，長子的名分，以撒的祝福，妻子拉結，拉班的羊群)，

都抓錯了，嘗盡了苦頭。這次在這裏，他終於抓對了；他

抓住了神，也被神住了。另一面，神來和雅各摔跤，但是

神不能勝過他，直到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神的目的是

要帶領他認識自己的本相，看見自己的可憐、軟弱和無

助，使他知道從此不能再靠自己的勇力，因此就降服神，

而學習倚靠神和支取神的祝福和恩典。 

（四） 雅各的轉變──雅各在毗努伊勒的經歷，是他屬靈的轉

機：(1)雅各從求屬世的福轉變為求屬靈的福(26 節)；(2)

「雅各」被神改名為「以色列」(28 節)，使他從一個詭計

多端的人，變成為神的王子，並從與神搏鬥，變成與神一

同治理的人；(3)雅各清楚知道自己面對面見了神(30

節)；(4)雅各腿瘸了，因他的肉體受了神的對付(31 節)。

雅各的大腿筋被神一摸，結果身上留下被對付的記號。從

那一天起，他的大腿就瘸了。之後，他每走一步路，就知

道自己的不行，知道自己是一個受神對付過的人。創世記

二十八章 11 節說：「太陽落了」，雅各在騙取父親祝福之

後，他開始過著屬靈黑暗的生活。直到二十年之後，當雅

各離開毗努伊勒的時候，三十二章 31 節才說：「日頭剛出

來」，他開始過著有屬靈陽光的生活。 

【默想】 

（一） 雅各在準備跟以掃相會的事上，一面禱告，一面又打

算。我們的情形不也常是一面向神禱告，一面又自己籌

算應付之道麼？雅各的禱告怎樣表明了他屬靈的進步？

雅各用賄賂的方法，送禮物給以掃，如何暴露了他仍舊

滿了肉體的辦法和能力？ 

（二） 雅各和神摔跤，直到神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我們豈

不是常常按自己以為對的去做，不順服神的帶領，直到

有一天，被祂在大腿窩摸了一把，才認識了自己的本相

與軟弱，才不再折騰，順服在祂的腳前。 

（三） 那一夜在毗努伊勒，雅各被神完全地征服了。這時他有

了一個新名字──「以色列」(創三十 28)之意為「與神

一同管理」，或「與神同為君王」。從那時起，他身上

帶著被神對付的記號──『就瘸了」（創三十二 31)。雅

各的這種轉變的經歷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禱告】神啊，求祢來摸我們一把，使我們認識自己的軟弱和敗

壞，並降服在祢的手中，而一生行祢的旨意，榮耀祢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