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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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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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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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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九日  

讀經  來六；完全地步 

鑰節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

步。（來六 1） 

禱告  主阿！但願們我在袮裡不斷長進，直到生命完全成熟。 

詩歌  進深，進深～YouTube 

十一月十日  

讀經  來七；拯救到底 

鑰節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

遠活著，替他們祈求。(來七 25)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的代求。因袮我們能坦然進到神前，使我

們天天經歷袮的拯救。 

詩歌  我有一救主，在天為我祈求～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十一日  

讀經  來八；更美之約 

鑰節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

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心意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決不用各人教

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

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

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來八 10～12) 

禱告  感謝讚美神，因袮的旨意和恩典，使我們成為袮的子民、

蒙袮寬饒，且在生命中認 識袮。 

詩歌  新約律法寫在我們心間～詩歌音樂 

十一月十二日  

讀經  來九；更美祭物 

鑰節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

那永生神麼？（來九 14）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獻上自己成功了救贖，袮的寶血把我們洗

淨，得以事奉神。 

詩歌  權能是在血～YouTube  

十一月十三日  

讀經  來十 1～18；得以成聖 

鑰節  我們憑這旨意，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就得以

成聖。 (來十 10) 

禱告  感謝主因袮愛的犧牲，我們竟得以成聖、被分別出來歸

袮。  

詩歌  沒有血，沒有壇～ 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十四日  

讀經  來十 19～39；新活之路 

鑰節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

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

就是祂的身體。（來十 19～20）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已為我們開了這條又新又活的路，讓我們

能到神前蒙恩。但願我們不輕看如此福氣，天天親近神。 

詩歌  親近，更親近～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十五日  

讀經  來十一；信心實化 

鑰節  信就是對所望之事的實底（實體化），未見之事的確證。

（來十一 1 達秘譯本） 

禱告  親愛主，求袮加我們信心，好叫我們能經歷屬靈的事物，

把袮所應許的實化在我們的生活中。 

詩歌  信而順服～churchinmarlboro.org 

【本週聖經鑰句】 
「又新又活的路」(來十 20)──「新」在原文(prosphatos)是指才

作成的，新近的，嶄新的，剛開的；「活」在原文(zao)是指活

著、充滿活力、賦予生命的。可見這條路是「常新」的路，又是

「永活」的路。本書的第四個勸勉就是主耶穌替我們開了一條「又

新又活的路」，使我們得以直接地進入至聖所，這是何等的權利

啊！這條通過至聖所幔子的路，是主耶穌替我們開的。因主死在十

架時，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太廿七 51)，從此為人們打

開了一條親近神的路。現在我們藉著祂所流的血，可以隨時進入至

聖所，來到神面前。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歸往迦南  

【讀經】創三十一 1～55。 

【鑰節】「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裏用油澆過柱子，向我許過

願。現今你起來，離開這地，回你本地去吧！』」(創三十一 13) 

【鑰字】】「我是伯特利的神」【創三十一 13】──伯特利是神第

一次向雅各顯現的地方，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的屬靈經歷（創二十

八 16～22)。所以，以後神對雅各說話的時候，就說「我是伯特利

的神」。第一次在伯特利，雅各曾向神許願。表明了他要平平安

安地回到父親的家，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二十年後，神在巴

旦亞蘭在夢中，再次以「我是伯特利的神」向雅各顯現，就是提

醒他當年許了願。在伯特利，神曾對雅各說，我必領你歸回這地

(創二十八 15)。這次神很清楚地吩咐他回本地去，而且應許與他

同在(創三十一 3、13，三十二 9)。雅各可能忘記了當初在伯特利

遇見的神，但「伯特利的神」從來沒有忘記過他。 

【重點】第三十一章記載雅各動身離開巴旦亞蘭，歸回迦南。1～

16 節闡明雅各逃離拉班的原因：(1)拉班兒子們的怨言（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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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com/watch?v=Pg3c2B6X6Vk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http://www.agvnacc.org/Hymns/C101_1_2_HUS.MP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vavcbMivAs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2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8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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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班對他的態度不友善（1 節）；(3)神讓他回迦南的具體指示

（3， 11，13 節）；(4)兩個妻子的支持(14～16 節)。拉班的兒

子妒忌雅各發達，批評他搶奪了父親的財產，並且拉班向他的臉

色也不如從前。幾乎同時，耶和華告訴他要歸回迦南。於是雅各

召聚拉結和利亞說明回迦南地原委。他向她們說明他與拉班的關

係趨於緊張；以及拉班如何欺哄他，十次改了他的工價；神如何

保護了他，使羊群如他安排地交配；最近神如何提醒他二十年前

所立的誓言（創二十八 20～22）。利亞和拉結覺得在父親家裏無

分、無產業，也認為，神從她們父親所奪出來的一切財物，就是

她們和她們孩子們的。故此，她們決定和丈夫一同去迦南。 

17～21 節記載雅各背著拉班逃跑。雅各乘著拉班忙於剪羊毛的時

候，就偷偷帶著妻兒和財產逃走；而拉結偷了他父親家中的神

像。 

22～ 32 節記載拉班追上雅各，但神卻不容許他害雅各。三天之

後，拉班才知道雅各道逃跑了，於是立刻招集家人去追趕。他們

追了七天，在基列山才追上；而神卻先在夢中警告拉班，不可與

雅各說好說歹。拉班追上雅各，就責備雅各偷偷逃走並偷神像，

也提及神曾警告他。但雅各根本不知道拉結偷了拉班的神像，就

准許拉班去搜東西，並且答應處死偷東西的人。 

33～42 節記載雅各發怒責備拉班。拉班在雅各、利亞、辟拉、悉

帕、拉結的帳篷仔細搜查，都找不著神像。因拉結早已把神像藏

在駱駝的鞍下，並坐在上面，又謊稱身上不便(乃指經期)，不能

在拉班面前站起身，就躲過了搜查。這時，雅各大怒，就斥責拉

班為何把他當作逃犯加以追捕，隨即詳細說明他過去二十年為拉

班作工所受的痛苦。雅各也提醒拉班，若不是神的眷顧，他必定

空手回去。 

43～ 55 節記載雅各和拉班立約。拉班聽完雅各的責難，無話可

說，只能表明自己不傷害自己的親人與財物，並建議他們二人立

約。於是他們用一個石柱與石堆當立約的見證，立了互不侵犯條

約，並劃定界限。雅各指著父親以撒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獻祭。

這是雅各第一次獻祭。之後，拉班跟外孫和女兒親嘴後，與雅各

分道揚鑣。  

【大綱】本章記載雅各帶著全家回迦南，可以分成五小段： 

(一) 雅各離開拉班之因(1～16 節； 

(二) 雅各背著拉班逃跑(17～21 節)； 

(三) 拉班追趕雅各(22～32 節)； 

(四) 雅各發怒責備拉班(33～42 節)； 

(五) 雅各和拉班立約(43～55 節)。 

【中心思想】本章的重點是描寫雅各開始進步。二十年之久，拉

班雖然一再欺負雅各，不斷地從他身上榨取利益；但神始终看顧

他、保護他，使他開始得知:(1)神再次的說話(3 節)；(2)神的吩

咐(3，16 節)；(3)神的同在(3，5 節)；(4)神的保護(7，29

節)；(5)神的祝福(8～10 節)；(6)神的看見(12，42 節)；(7)神

的提醒(13 節)；(8)神手的干預(24 節)；(9)神的鑒察(49 節)。

雅各與神的關係開始進步了，因他再次聽見神的話，開始順服

神，也第一次獻祭給神。因此，我們看見雅各開始向人公開見

證，他所遇見的神是──「伯特利的神」(創三十一 13)。在這裏

我們要特別注意，雅各三次在人前作見證，勇敢地訴說神的信

實，神的賜福和干預，及神的揀選。 

（一） 雅各與拉結和利亞商量回迦南之時──雅各告訴拉結和利

亞，說神的使者在夢中呼叫說，舉目一看，見跳母羊的公

羊，都是有紋、有點及有花班的；並凡拉班向他所做的，

神都看見了；神說祂是伯特利的神，他在那裏用油澆過柱

子，向神許過願；神要他現今起來，離開這地，回他本地

去。這是雅各第一次在人前，述說曾在伯特利向他顯現的

那位「伯特利的神」，在夢中吩咐他回迦南地，而且應許

與他同在。 

（二） 雅各和拉班之間爭執之時──雅各從拉班追上他的時候，

得知了神攔阻拉班，亦警告拉班，不可傷害雅各。雅各對

神的保護和干預，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雅各的辯白中，他

先向拉班訴說積壓了二十年的委屈和怨氣，提醒拉班在過

去的多年來是如何的欺負他。最後他讓拉班知道，若不是

神的眷顧和介入，他必定會兩手空空的離開拉班。這是雅

各第二次在人前，述說神的保守和祝福，並他的苦情和他

親手所勞碌的，神都看見了。 

（三） 雅各和拉班立約之時──拉班以石頭劃定界限，並立了互

不侵犯之約時，拉班指著拿鶴的神起誓，但雅各指著他父

親以撒的神起誓，並獻祭與神。這是雅各第一次獻祭；也

是他第三次在人前，見證他的神是揀選他父親以撒和他祖

父亞伯拉罕的神，也是揀選他的神。 

【默想】 

（一） 從雅各逃離拉班的過程中，試述神的手如何一直在他身上作

工？雅各如何開始有改變？他在人前如何與從前的雅各不

同？ 

（二） 在本章中如何看到神對應許的信實？自伯特利那一次神在夢

中對雅各說話以後(創二十八 12～13) 。二十年來，這是神

第二次對他說話，告訴祂是與他同在的「伯特利的神」(創

三十一 13)。這顯明神仍信守祂對雅各的應許，要領他歸回

迦南美地；並提醒他可能忘記了二十年前在伯特利所許的

願，但神從來沒有忘記過。 

（三） 從拉班兒子們的怨言和拉班的變臉，顯明這是神藉著環境帶

領雅各；並神直接指示他回迦南，乃是提醒他的離開是在祂

的同在之中。當面對決擇時，我們是否有環境的顯明和神親

自的說話，使我們明白祂的旨意呢？ 

（四） 雅各服事拉班二十年之久，備受欺壓，但他的工作態度又是

如何？拉班十次改了雅各的工價，但在不公平的待遇下，神

又是如何保守他、祝福他？在遇到人以不公平的手段對待

時，我們是否也經歷「伯特利的神」的同在呢？ 

（五） 為何拉班要與雅各立約？試述這約內容的性質如何？他們指

著誰起誓，這又有何意義呢？ 

【禱告】神啊，我們就是雅各，但祢是「伯特利的神」。袮是如

此的信實，從來不計較我們的健忘，袮總是耐心地藉種種的環

境，引導我們；並且無論我們是如何的辜負祢，祢仍一直與我們

同在，保守、搭救我們。求祢使我們越來越認識祢，也越來越勇

敢地在人前見證，祢也是我們「 

【金句】「神的干預在拉班身上留下深的印象，以後他承認原想

傷害他的女婿。雅各也受了相當的激擊。神卻曾以保護的衣衫在

這個詭詐多端的心靈。雅各雖然卑下（13、42 節），卻因神與他

家庭立約的關係而搭救他。雅各尚且蒙保護，更何況存心順服的

兒女呢？」──邁爾《珍貴的片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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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