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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1/23~12/6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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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三十日 

讀經 彼後二；防備異端。 

鑰節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

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

認，自取速速的滅亡。 (彼後二 1) 

禱告 親愛主，袮來的日子近了，將會有更多離經叛道的事出

現，求袮憐憫、保守、搭救我們，使我們能分辨並脫離一

切假師傅的迷惑。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一日 

讀經 彼後三；預備主來。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

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

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

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 8〜9)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的寬容耽延。願我們常被提醒袮快再臨，

好儆醒預備迎接袮的再来，並接受託付、殷勤傳福音，直

到得救人數添滿。 

詩歌 自伯大尼袮與我們分手後～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二日 

讀經 約壹一；生命相交。 

鑰節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兒

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一 7） 

禱告 親愛主，求袮寶血將我洗淨，不讓罪成為袮我之阻隔。我

渴慕每天與袮有甜美的交通。 

詩歌 活在生命光中～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三日 

讀經 約壹二；不愛世界。 

鑰節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裡面了。（約壹二 15） 

禱告 主阿！願袮吸引我的心，使我脫離世界的引誘和霸佔，叫

我火熱愛袮。 

詩歌 恩主，我愛袮～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四日 

讀經 約壹三；愛的行動。 

鑰節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

捨命。（約壹三 16） 

禱告 主阿，深願袮捨命的愛感動我，使我向聖徒的愛和服事不

停在言語上，乃有實際的行動。 

詩歌 我們愛～詩歌音樂 

十二月五日 

讀經 約壹四；神就是愛。 

鑰節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

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約壹四 16) 

禱告 神阿，袮就是愛。我能愛，是因為袮先愛我。教導我住在

袮愛裡，好能去愛週邊的人。 

詩歌 真神之愛～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六日 

讀經 約壹五；住主裏面。 

鑰節 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住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

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們

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約壹五 20〜21） 

禱告 主阿，因著信得著了袮作我的生命。求保守我在袮這真神

裏，遠離一切偶像。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約翰壹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與神交通，

而活出聖、光、愛、義的生活，並勝過世界、死、罪、鬼魔和偶

像，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

有永生。」(約壹五 13) ──全書中有三十餘次題到「知道」，故

有人稱此書信為「確而真實的書信」。約翰寫信給所有相信神兒

子之名的人，是要叫我們有把握，「知道」自己有神永遠的生命

(五 13)。因我們得著神永遠的生命，便有分於這生命的交通(一

3) ，就是與父和祂兒子耶穌基督並神眾兒女的交通。約翰不斷地

用「知道」這個詞語，使我們肯定地「知道」：(1)神就是光(一 5

〜二 28)；(2)神就是義(二 29〜四 6)；(3)神就是愛(四 7〜五

3)；(4)神就是生命(五 4〜21)。此種「知道」是與客觀的認識與

主觀的經歷有關。本書其他重要的字包括：「相交原文是交通」

(一 1 等，10 次) 、「生命」(一 1等，24次) 、「愛」(二 5

等，41次) 、「光一 5 等，5 次」、「真理」(一 6 等，6 次)。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面對以掃 

【讀經】創三十三 1～20。 

【鑰節】【創三十三 20】「在那裏築了一座壇，起名叫伊利伊羅

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鑰字】「伊利伊羅伊以色列」【創三十三 20】──雅各給這壇

起名叫「伊利伊羅伊以色列（El Elohe Israel)」。「伊利」是神，

「伊羅伊」也是神，全句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神(God，the 

God of Israel)」，或「以色列神是全能的神」之意，也可以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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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上海张建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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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日 

讀經 撒下十九～二十；大衛重返耶路撒冷與示巴背叛。 

鑰節 【撒下十九 30】「米非波設對王說：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

地回宮，就任憑洗巴都取了也可以。」 

禱告 神啊，求袮給我們米非波設的心志——我們的得失並不要

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詩歌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 YouTube  

◆ 台灣陳佳琪姊妹(杨震宇弟兄的弟妹)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5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einlgh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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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那蒙神管治者的神」。在雅各生命歷程中，他被神改名後，

使他更認識神，也更認識自己，並且他能平平安安的回來(18 節)，

經歷到以色列的神是無所不能的管治者。所以他現在還他從前的許

願，『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創二十八 21)，表示他個人今後完全

降服於神，活在神的管治和能力中，不再憑他自己的辦法而行動。

我們和神的關係是否也達到祂是我們的『伊利伊羅伊』呢？我們是

否也經歷到祂大能的同在、管治、保護、供應、得勝及平安呢？   

【重點】第三十三章記載雅各和以掃相見的情景，與雅各在示劍過

帳棚的生活和有祭壇的見證。1〜17節記載雅各面對以掃，與哥哥

和好。當雅各看見以掃帶著四百人前來，他所採取的措施就是把分

成家人三批隊伍。兩個使女和她們的孩子是第一批，接著是利亞和

她的孩子們，最後第三批是拉結和約瑟；而他自己在最前面，帶領

隊伍。當雅各走近以掃面前，他一連七次俯伏在地。令雅各意料不

到的是，以掃見到他時，竟然不念舊惡，就跑過來迎接他，將他抱

住、摟著他的頸項，與他親嘴，兩個人就哭了。以掃見到婦人、孩

子，就問，這些與雅各同行的人是誰呢？雅各說：「這些孩子是神

施恩給你的僕人的。」隨後三批隊伍的母親和孩子前來向以掃下

拜。起先以掃不肯接收雅各的禮物，因雅各再三地求他，並說：

「我見了你的面，如同見了神的面。」以掃才盛情難卻地收下納雅

各的禮物。以掃要與雅各一塊起行前行，以掃要走在他們前頭；但

雅各推託說，孩子們年幼嬌嫩，牛羊也正在乳養的時候，若是催趕

一天，群畜都必死了。他要以掃先走，他要量著群畜和孩子的力

量，慢慢前行。以掃要把跟隨的人留幾個給雅各，也被他婉拒了。

於是以掃走了，回往西珥去了。18〜20節記載雅各在示劍定居。雅

各想起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就前往疏割（shelters，就是「棚」之

意），住了一陣子，在那裏蓋屋、搭棚。後來，雅各便渡過約但

河，遷至迦南地的示劍城。他用一百塊銀子向示劍的父親、哈抹的

子孫，買了一塊在城東的地。他在那地支搭帳棚。因耶和華將雅各

平平安安地帶回迦南，他就在那裏築了一座壇，起名叫「伊利伊羅

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向人見證耶和華是他的

神。 

【大綱】本章記載雅各和以掃和好和到示劍定居，可分四小段： 

(一)雅各會見以掃(1～節)──兄弟仇恨儘除，兩人相見就哭了； 

(二)雅各贈送禮物(8～11節)──見了你的面，如同見了神的面； 

(三)雅各和以掃分手(12～16 節)──我要量著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

的力量慢慢地前行； 

(四)雅各定居示劍(17～20節)──支搭帳棚，買地居住，築座壇。 

【中心思想】本章記載雅各和以掃相見之後，就往示劍。在這裏我

們要特別注意兩件事： 

(一)雅各用盡心機去面對以掃──雅各在毗努伊勒遇見神之後，他

仍需處理與他哥哥以掃的關係，因為他曾經騙取以掃的長子名

分和祝福（創二十五 29～34 節）。然而，雅各還是照舊以他

的手腕，與來意不知是善是惡的哥哥以掃相見。他採取了各樣

的預防措施，希望藉此消除以掃報復的藉口，並且也作了最壞

的打算，應對以掃可能報復的行動。從雅各會見以掃的過程

中，我們看見他繼續用盡了各種的計謀和辦法:(1)按照自己喜

愛的順序，將家人分成三隊，把最心愛的拉結和約瑟放在最後

頭；(2)安排妻子和孩子該在甚麼時候，與他哥哥以掃見面；

(3)極度諂媚地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3)奉承以

掃為「我主」，但以掃卻滿有愛心地稱雅各為「兄弟」；(4)

心口不一地推托說要直走到西珥，卻往疏割去了。雅各沒想到 

神已經先在以掃裏面作過工了，使以掃完全不念舊惡，不再

記雅各的仇。因此，雅各一切的工作、計劃，都落了空；並

且他的懼怕，奉承、誇張事實、送禮、推託都是多餘的。雅

各若全心信靠神，只單純而果敢地向以掃求寬恕，他一定不

致絞盡腦汁，擔驚受怕。所以，不論我們的處境如何，總是

要先向神禱告，並信靠祂，就不會墮入愁悶、憂苦、躊躇、

疑慮、驚懼的光景。 

(二)雅各開始過帳棚的生活和有祭壇的見證前進──雅各與哥哥

分道揚鑣，以掃動身回往西珥去後，他卻打算留在神應許之

地迦南。他就動身往疏割，後又到示劍定居，買了支帳棚的

地，並築了一座壇敬拜神。這是創世記第一次記載雅各座

壇。耶和華將雅各平平安安地帶回迦南，他就給這壇起名叫

「伊利伊羅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經過

二十年之久，他現在還從前所許的願(創二十八 20～22)，

就把一切擺在祭壇上為著神，並且見證這位神是以色列的

神。我們看見雅各雖然還沒有到達完全的地步，但他這一個

人已經在改變，在神面前已經進一了大步。正如雅各不是靠

著一次屬靈的經歷，就成為一個完全順服神旨意人，我們屬

靈的長進，以致成熟，也不是一天就達到的。 

【默想】 

（一） 雅各在跟以掃相會的事上，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計謀。他

防備以掃，把隨行的人和牲畜分成三隊；並且他討好以

掃，不但送上大批禮物，還稱以掃為主，自稱為僕人，甚

至一連七次俯伏在地。意想不到的是，以掃寬宏大量，而

雅各所有的心計都是白費的，他所有的安排都是白作的。

神已經作了工，祂能「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箴十六

7）。若不是神已經預備好一切，甚至改變了以掃的心(箴

二十一 1)，或許他一生都沒有機會與他哥哥和好。從雅

各身上這一連串的動作和以掃友善的反應，我們學習到什

麽？ 

（二） 當以掃看見雅各，乃是趕忙跑上前來迎接他，又抱又摟又

親嘴，兩人相擁而哭。這些親切的舉動，表示以掃以不僅

沒有恨他，並且與他完全和好，完全赦免了他所作的一

切。我們對待別人，要學習寬宏大量，藉由饒恕來化解仇

恨。神都能饒恕我們的過犯，為什麼我們不能不計冤仇，

饒恕別人呢﹖ 

（三） 雅各在在示劍築壇，給這壇所命的名字裏，稱神「伊利伊

羅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這種

的經歷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禱告】神啊，祢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們的

神。祢是我們的「伊利伊羅伊以色列」，讓我們經歷祢大能的同

在、管治、保護、供應、得勝及平安。    

【金句】「司可福說，雅各如此命名，乃是認識了自己新名以後

一個信心的行動。他稱神為以色列的神，意指惟有藉著祂，他纔

能照著所給他的新名活在神面前。真實屬靈生活的基本功課，乃

是被神管治。惟獨照著神的管治和在神的能力中，我們纔能行

走。降服於神的行動，常是對神呼召和管治的一種反應；惟有一

個完全脫離自信的人，纔能一直維持他降服的態度。」―― 摩

根《話中之光》 
【詩歌】神阿，你名何等廣大泱漭～churchinmarlbor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deep%20down%20into.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deep%20down%20into.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