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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12/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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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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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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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七日 

讀經 约贰；愛與真理 

鑰節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

遠與我們同在。（約貳 2） 

禱告 親愛主，提醒我們活出愛和真理的實際，不落在假冒為

善、無法紀秩序、無情或假愛中。 

詩歌 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八日 

讀經 約叁；靈魂興盛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

靈魂興盛一樣。（約叁 2） 

禱告 親愛主，使我們的靈魂興盛，能照著神的旨意和真理而

行，且身體健壯，好在生活事奉中擺上，愛神並愛人。 

詩歌 祝福～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日 

讀經 猶 1～25；仰望保守 

鑰節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

到永生。」(猶 20～21) 

禱告 『神啊！求你在我裏面堅定我，在我外面保護我，在我

下面扶持我，在我前面領導我，更在我後面使我不致搖

擺後退。』――邁爾 

詩歌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日 

讀經 啟一；基督異象 

鑰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祂的眾僕人。 (啟一 1上) 

禱告 主啊！我渴望明白袮的啟示。求袮將啟示錄中的奧秘向

我揭示，好叫我從這書中看見袮，更被袮光照和引導 

詩歌 復興袮工作，主～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一日 

讀經 啟二；能聽耳朵 

鑰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二 7，

11，17，29；三 6，13，22) 

禱告 主啊！袮要向教會說話，袮要尋找聽從的人。求袮開通我

的耳朵，叫我聽到並回應袮的呼召，行袮所要我行的。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二日 

讀經 啟三；神殿柱子 

鑰節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

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並我的新

名，都寫在他上面。 (啟三 12) 

禱告 主啊！求袮保守我不軟弱、灰心、退後，願我在教會中

能被堅立作中流砥柱！ 

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 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十三日 

讀經 啟四；坐寶座者 

鑰節 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

座上。 (啟四 2) 

禱告 主啊！開我眼睛，看見袮今坐在寶座上掌管一切，我可

安然敬拜並讚美袮。 

詩歌 聖哉、聖哉、聖哉～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約翰貳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真理和愛中

行事為人，並遵行真理，而不有份於異端者和他們的工作，就必

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約翰叁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按真理而行，

在愛中接待人，並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猶大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真道的爭戰上

得勝，並保守自己，而不受異端邪說和世俗潮流的沖擊，就必須

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啟示錄？】任何人若想要更多的認識基督的榮耀，

神救贖計劃的完成，和人類歷史的終結，並知道如何才能成為得

勝者，而忠心、儆醒、預備祂的再來，就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

的眾僕人。」(啟一 1上) ――啟示」原文(apokalupsis)乃揭開帕

子之意，就是使本為隱藏的事顯露出來。本書名為《啟示錄》，

是屬預言書(一 4～11)，為新約聖經最後的一卷。總觀全書所論

預言要旨，乃為榮耀基督的再來，教會聖徒的被提，末日神行公

義的審判，千年國度的統治，以及最後新天地的實現，與主永遠

的執掌王權等事。讀本書時，千萬不要以寓意式的方法來讀，這

會使我們掉入神學的迷宮中，而要從「耶穌基督的啟示」(一 1)

這一個事實來讀。因本書的中心是啟示耶穌基督的所是和所作，

所以我們要將目光集中在坐寶座的主身上，用謙卑的靈，藉著禱

告，懇求聖靈的光照，使我們的心被祂吸引，並把握機會，預備

自己，以迎接祂的再來。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在示劍留下臭名 

【讀經】創三十四 1～31。 

【鑰節】「雅各對西緬和利未說：『你們連累我，使我在這地的

居民中，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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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9-2-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oly.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o1anEFz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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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他們必聚集來擊殺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滅絕。』」(創三

十四 30) 

【鑰字】「連累我」【創三十四 30】──雅各在本節共用了五次

的「我」，可見他仍舊是以自我為中心，只顧自己利害得失的

人。對於女兒底拿的受辱，雅各最初的反應並不強烈，直到西緬

和利為要報復示劍姦污底拿，把示劍和城中的男人丁都殺死，才

開始擔心和害怕示劍同族的人起來復仇。但雅各此時心中所思念

的，乃是只關注此事件對自己的影響──「連累我」、「有了臭

名」、「我和全家的人都必滅絕」，卻沒有想到神仍會保護他

(創二十八 14～15)，更沒有顧到神的見證受羞辱和家人的屬靈光

景。然而，神仍是一步一步的對付雅各，使他學到該學的功課，

因為神要藉底拿受辱的事故，帶領他回到神心意之地伯特利。

【重點】第三十四章記載雅各的女兒底拿被姦污，引起雅各兒子

們的報仇，因而兇殺擄掠了示劍城，以致雅各在示劍留下了臭

名。 

【大綱】本章記載底拿受辱和示劍人被戮，可以分成三小段： 

(一) 底拿受玷污(1～6 節)； 

(二) 雅各兒子們設計屠城擄掠(7～29節)； 

(三) 雅各的反應(30～31節。 

【中心思想】本章所記載的可以說是一個具富有教訓，但又是一

件可悲和可恥的故事。在這場悲劇事件的記載中，完全沒有提及

神的名，只有眾人一連串的錯誤反應。在本章我們要特別注意三

件事： 

(一) 人墮落的天性── 

(1) 底拿因好奇導至受辱：她因一時的好奇，主動要與示劍地的

女子交往，卻不知道與世俗為友會帶給她終身的遺憾。她的受

辱雖是示劍的惡行，然而她自己單獨的行動和任性的行為，也

應負起一部分的責任。今天社會色情罪案之遞增，為此，基督

徒姊妹們應謹守貞潔，當有端莊的品行和穿著（提前二 9～

10），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多二 5)。 

(2) 示劍未加控制的性衝動：示劍因一時衝動，慾火焚身，以致

犯了性犯罪。他邪惡的行為，不單得罪了底拿，也得罪了底拿

的兄弟，並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帶來一場可怕的悲劇。基督徒

男女間真實的情愛，絕非肉慾之愛，而是互相信任和尊重，彼

此關心和互助。在婚约之前，願意為對方克制(加五 23)自

己，並逃避少年的私慾(提後二 22)，避免落入試探而發生性

關係，以致得罪了神且傷害了對方。 

(3) 西緬和利未因憤怒而進行報復：他們二人以惡報惡，為求目的

而不擇手段的欺騙、屠殺、搶掠示劍城的人，違反了神的公

義。然而他們二人所為，可是要付出不小的代價。因為他們的

罪行，父親雅各在臨終前，咒詛他們的怒氣暴烈可咒，他們的

忿恨殘忍可詛，以致他們的子孫要分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創四

九 5～7）。摩根說：「對於作惡的人施以報復，似乎是一件令

人心快的事，實則他們的行動是可鄙的，因為他們的行動包含

著背信和毀約。神從不以暴行表白善。人沒有權利為著公義的

理由行作不義。我們永遠不能作惡以達善，我們也不可用邪惡

的方法，刑罰邪惡的人。」 

(4) 哈抹和示劍別有用心：注意 23 節所記，他們的動機不只是單

純的求婚，而是在找機會霸佔雅各的財產。貪財是萬惡之

根，他們的貪心，以致帶來了滅亡。 

底拿受辱的這一件可悲的事，引發了一連串的罪惡，因而許多 

無辜者受到牽連；而神的名也受辱。當人憑肉體而行時，其結果

必然陷於罪中，所導致的後果可能是永遠無法挽回。所以，我們

在凡事上都不要憑自己的喜好而行，乃要學習活在靈裏，順著聖

靈而行(加五 16)。 

(二)雅各的缺失── 

(1)容讓女兒單獨出去與世俗為友(1 節)：雅各對底拿的關愛不

夠，也沒有好好教養她，以致她任性和單獨的行動。聖經上沒

有記載雅各對受辱的底拿有任何的安慰或愛的斥責。所以我們

做父母的，應該與兒女建立親密的關係，引導他們到主面前。 

(2 聽見女兒被污辱，卻閉口不言(5 節)：雅各對女兒遭受污辱，

並沒有強烈的反應。他家中遭遇到這件不體面的事，若非他深

覺失去臉面，而難以啟口；或者想息事寧人，而無奈的要把底

拿嫁給示劍。我們對事情的反應，雖不當隨便說話，但應在愛

裏說誠實話 (弗四 15)，免得被人誤解。 

(3)當家中決定重大事務，竟容讓兒子們擅出主意(13～17節)：雅

各若是能防患於未然，先處理他兒子們的氣憤，也不會導致他

們犯下大罪，而西緬和利未成為殺人者。聖經上沒有記載雅各

向神禱告，而仰望神的引導。 

(4)只顧自己在世上的名聲和性命安危：這時雅各只想到自己，卻

沒有顧到神的見證和眾人在神面前靈命的光景(30節)。 

這場悲劇，雖是他兒女招致來的，但雅各只顧辛勞工作，卻忽略

了兒女靈命上的教導和操練。為此，基督徒父母要好好教養，保

護和管教兒女，否則結果不僅使兒女蒙受了損失，也羞辱了神。 

(三)神的對付──本章的事故，正是神為著繼續磨煉雅各而有的

剝奪；藉著環境神管教他，引導他上伯特利去。神要雅各到

他父親的地方去，但是雅各沒有前往伯特利，反定居示劍

城，並且在那裏買了地，因而他的一家在示劍發生了慘劇。

但感謝神，經過這事的發生，使雅各為難了，他知道示劍不

能再久居了；而就這個時候，神叫雅各將他的家人遷到伯特

利（創三十五 1），在那裏實踐他二十年前向神所許的願

（創二十八 20～22）。 

【默想】 

(一) 底拿受辱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但雅各兒子們的報復並不能

解決任何問題，做父親的雅各竟然閉口不言，也沒有作出適

當的處理。本章完全沒有提及神，並且也沒有記載雅各因此

事向神禱告。難怪這事成了一個可悲和可恥的故事也羞辱了

神。當家庭裡發生重大事故，我們應當怎樣行呢？ 

(二) 神為甚麼允許雅各的女兒在那地受了玷污呢？因為神要管教

雅各，藉此催逼他不停在示劍，而上伯特利去。神常常藉著

環境說話，所以人在神面前越屬靈，就越能明白神藉環境所

說的話。 

【禱告】主啊，我想要，祢不是要我們受苦，乃是要我們得著那

上好——就是祢自己。求祢帶領我們，使我們更深地認識祢，更

深地經歷祢。 

【金句】「聖經要舉起鏡子，照出我們墮落的人性，指出我們的

實情。這裡是以色列——王子，與人與神較力都得了勝，然而卻

在災禍中。這是他兒女招致來的，但他首先應該負責…因為他賣

了土地，而且離開市區太近（創三十三 18）。他是一個寄居者，

不應該這樣做。如果基督徒父母與世界為伍，結果不僅羞辱神，

也使兒女蒙受損失。」──邁爾《珍貴的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