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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2/1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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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黄志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8:30〜9:30 PM     杨震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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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四日 

讀經 啟五；宇宙合唱 

鑰節 我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

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五 13) 

禱告 主啊！我們要與天上眾軍和地上聖徒一同高歌：「願頌讚、

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 

詩歌 聽哪，千萬聲音雷鳴～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五日 

讀經 啟六；末世景象 

鑰節 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啟六 17) 

禱告 主啊！求祢幫助我們調整生活方式和態度，敬虔度日。 

詩歌 主耶穌，我們羡慕活在袮面前～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六日 

讀經 啟七；蒙神知道 

鑰節 我們對他說，我們主，你知道。他向我們說，這些人是從

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啟七

14) 

禱告 感謝主！祢在一切環境中，仍保守看顧我們。但願我們能

為祢忠勇向前！ 

詩歌 要忠心～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七日 

讀經 啟八；聖徒祈禱 

鑰節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

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那香

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啟八 3～4) 

禱告 主啊！感謝袮在垂聽我們每一祈禱。在這末世時刻，我們

更要凡事以禱告來服事祢 

詩歌 求主教我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八日 

讀經 啟九；仍不悔改 

鑰節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還

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金、銀、

銅、木、石的偶像。 (啟九 20) 

禱告 主啊！求袮幫助我們不要只顧自己，有顆愛人的心，願擺

上禱告、傳福音，引人悔改歸袮。 

詩歌 速興起傳福音～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九日 

讀經 啟十；神的話語 

鑰節 喫盡了；在我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子覺得發苦

了。 (啟十 10) 

禱告 主啊！讓我們寶貴祢的話語，明白、經歷並享受其中的甘

美。 

詩歌 我們常居住天愛中～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二十日 

讀經 啟十一；作主見證 

鑰節 我們要使我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

十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

面前的。(啟十一 3～4) 

禱告 得勝的主啊！願我們天天作袮死而復活的見證人，忠誠無

懼地傳揚袮 

詩歌 眾人湧進主的國度～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我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

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

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五 13) ──何等偉大的場面，

穹蒼之中滿了阿們！在天上有頌讚，在地上有眾聖徒的祈禱。天

上的爭戰和地上的苦難，都源於撒但想要竊取向神的頌讚和尊

崇。但至終一切受造之物都加入宇宙詩班的行列，眾口同聲的稱

頌基督是至大、至尊和至高者。我們的祈禱、讚美絕不孤單。

哦！有誰能靜默呢？讓我們起來一同歌頌吧！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返回伯特利 

【讀經】創三十五 1～29。 

【鑰節】【創三十五 1】「神對雅各說：『起來！上伯特利去，

住在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掃的時

候向你顯現的那位。』」 

【鑰字】「上伯特利去」【創三十五 1】──「上伯特利去」是

雅各人生重要的轉捩點。雅各的女兒蒙羞，兒子用計殺了示劍一

切男丁並擄掠那城，讓雅各陷入憂慮恐懼中，不知何去何從。這

時，神直接向雅各說話，叫他不要停在示劍，而要「上伯特利

去」，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伯特利」對雅各卻意義重大，乃

是他最初奉獻給神的地方(創二十八 18～22)。雅各雖忘記當初向

所許的願，神卻沒有忘記，提醒他「上伯特利去」，重溫神對他

的恩典。伯特利地勢比示劍高三百公尺，所以用「上」。此時，

雅各順從神的話，在「伯特利」築了一座壇（創三十五 7），於

是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他（創三十五 9）。 

【重點】第三十五章記載雅各上返回伯特利，到父家以撒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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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mary131.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e%20Faithful.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ave%20Soul.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89.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any%20crowd.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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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路上經歷神的顯現和許多傷心和悲痛的事。1〜8節記載雅各順

從神的吩咐而前往伯特利。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的時候，走了 500

公里，剩下 30公里就到伯特利，然而他卻停在示劍。所以神興起第

三十四章的環境，藉此催逼他「上伯特利去」。並且這時神再度對

他說話，叫他起來上伯特利去，在那裡築一座壇給神。雅各在未啟

程之先，要求家人和所有與他同行的人，做三件事：(1)扔掉外邦偶

像；(2)自潔（通常洗淨身體）；(3)更換衣服。眾人聽後，就把外邦

人的神像和他們耳朵上的環子都交給雅各，他就把物品埋在橡樹底

下。雅各與眾人起行前往，神眷顧他們，使周圍城邑的人都驚懼，

沒有追趕他們。雅各到了伯特利，在那裏築了一座壇，給那地方起

名叫伊勒•伯特利（El Bethel），就是「伯特利之神」之意（God of 

Bethel）。後來利百加的奶媽年老逝世，雅各把她埋葬在伯特利南邊

的一棵橡樹下。 

9〜15 節記載神在伯特利第二次向雅各顯現，重申他與亞伯拉罕和

以撒所立的約。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他。首先，神重申祂已經叫

雅各改名了。跟著，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

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我所賜給亞伯

拉罕和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神就從那與雅各說話的地方

升上去，於是雅各再次在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

油，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16〜29節記載雅各歷經許多傷心和悲痛的事。雅各由伯特利起行，

前往以法他的路上，拉結難產。她快要死時，給這個兒子起名叫便

俄尼(「我的煩惱之子」之意），後來雅各給他起名叫便雅憫（「我右

手之子」之意）。不久以後，又發生了一件醜事，就是流便與他父親

的妾辟拉同寢，雅各也聽見此事。之後，雅各來到他父親以撒那

裡，就是希伯侖。以撒老邁而死。他的兩個兒子以掃和雅各合力把

他埋葬了。以撒一生至此終結。 

【大綱】本章記載雅各經伯特利回到父家以撒希伯崙，可以分成三

小段： 

（一） 雅各上伯特利(1〜8 節)──起來上伯特利去，在那裏築一座

壇給神； 

（二） 神在伯特利向雅各顯現(9～15 節)──神又向他顯現，賜福

與他； 

（三） 雅各的悲痛(16〜29 節)──拉結之死、流便縱慾、以撒之

死。 

【中心思想】本章記載雅各經歷了屬靈的復興與遭遇了三件傷心

的事和一件痛心的事、叫他認識神是全能的神，而主宰他生命中

的一切，目的是為了對付他，使他改變，成為合神心意的一個

人。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提到神的名字有二十多次，而跟第三十

四章完全沒有提及過神，形成強烈對比。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

三件事： 

（一） 雅各經歷了屬靈的復興── 

(1) 首先，雅各的復興開始於神對雅各說話。雅各經過在示

劍那場可悲的事件之後，他直接聽見神叫他回神的家伯

特利。神的說話使他覺悟與更新。於是雅各順從神的吩

咐，而「上伯特利去」。 

(2) 接着，雅各棄絕一切不討神喜悅的事。為了「上伯特利

去」，雅各除去家中外邦人的神像和耳環，並要家人自

潔和更換衣裳。因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就

是神的家，在神的家裏不該有不潔淨的東西；而每一個

屬靈復興的人都該過潔淨的生活。 

(3) 然後，雅各又經歷了神的顯現。當他抵達伯特利的時

候，築了一座壇。於是神又向他顯現。上一次神是在

夢中向他顯現(創二十八 10～17)；這一次神是直接向

他顯現。就在這時候，神對他說，從今以後不要再叫

雅各要叫以色列，並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於是

雅各便在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油。

奠酒在聖經裏是表明獻身給神(提後四 6)和從其中所得

的喜樂(腓二 17)。上一次雅各遇見神之後，那時很懼

怕，覺得那地方何等可畏；現在他遇見神，不再是懼

怕，而是覺得喜樂(「奠酒」)了。因為雅各經歷到全

能神的信實、慈愛；他雖然失信，但神仍顧念他，一

直堅守祂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神每一次顯現都讓雅

各更進一步認識神和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在毗努伊

勒，雅各想要知道神的名字叫甚麼，但是神不告訴他

(創三十二 29)；到了伯特利，神才把「全能的神」的

名字告了訴他。現在雅各不僅認識神是「伯特利的

神」(創三十五 7)，而且認識神是「全能的神」(創三

十五 11)。在毗努伊勒，神已經叫雅各改名為「以色

列」(創三十二 28)，那時是雅各屬靈經歷的開始，現

在他又到了伯特利(創三十五 10)，就實行改名，而經

歷他生命的改變。 

（二） 雅各遭遇了三件傷心的事──雅各經歷了三個至親至愛

的人死亡：(1)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8 節)；(2)他最

愛的妻子在半路上死了(16～20節)；(3)他父親以撒死在

希伯崙的幔利(27 節)。雅各雖然悲傷，但是他沒有埋怨

神，因為他認識神主宰了他的生命，並深知人生的無

常，而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 

（三） 雅各遭遇了一件痛心的事──這一章記載了另一件更不

幸的事，流便與雅各的妾辟拉行淫亂。雅各聽見了非常

痛心，因而沉默不語，一直到臨終他向眾子祝福時，才

提到流便因此事，失去了他作為長子的名分和祝福。 

然而，神為什麼雅各要經歷這樣多的傷心和痛心的事呢？因為

神要徹底地改變他，更新他。所以神如此對付他，就是要在他

身上造出一個他從前所沒有的性格來。如此，神在他身上的工

作才得成全，而神的見證在他的身上才得建立。 

【默想】 

（一） 第三十五章，雅各在伯特利經歷了屬靈的復興。「起來！

上伯特利去，住在那裏！」對我們有何意義呢﹖我們現在

靈命的光景如何？我們若在安逸的生活中，失去了起初的

愛心和異象，現在就當採取行動，回到神的家中，重新奉

獻，並且與弟兄姊妹一同讚美和敬拜神。 

（二） 比較神兩次在伯特利向雅各顯現（創二十八 18～22，三十

五 29～15），有什麽相異之處？為何在伯特利，神重申祂

已經改雅各為以色列呢﹖ 

（三） 這章為何特別提及底波拉，拉結和以撒之死，我們能思想

其中的屬靈意義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願「起來！上伯特利去！」使我憑信逐

步向上，更親密地與祢交往，更認真地順從祢的旨意；在地上過

一個潔淨的生活。求袮应允我，扶持我，并带领我。阿爸父，我

已經定意，這一生要背起十架，跟隨主耶穌，走在祢心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