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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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2/9~ 2/15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1:45 AM 

信息交通聚會                       10:5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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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22 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福音聚會時間表: 

（1） 下午 4:30~6:00  身體健康讲座 (一): 吃得好，活得好 

（2） 晚上 6:30~7:30  晚餐 

（3） 晚上 7:30~9:00  心靈健康讲座 (二): 有神更好 

(一) 2 月 23日主日早上詩歌見證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

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月九日 

讀經 太 21:1-22；禱告的殿。 

鑰節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太二

十一 13) 

禱告 親愛主，求你潔淨我內心，並管理我的一切，使我能成為

一個禱告的人。 

詩歌 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 

二月十日 

讀經 太 21:23-46；恩典轉移。 

鑰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

的百姓。(太廿一 43） 

禱告 親愛主，不讓我輕忽所得恩典，幫助我能結果子以承受你

的國。 

詩歌 溪邊的樹 

二月十一日 

讀經 太 22:1-22；來赴王宴。 

鑰節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

已經豫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

來赴席。』(太廿二 4) 

禱告 親愛主，多謝你的邀請，我願天天來享受屬靈的筵席。 

詩歌 請來赴宴 

二月十二日 

讀經 太 22:23-46；基督是誰。 

鑰節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祂是誰的子孫呢？』他們回

答說：『是大衛的子孫。』(太廿二 42) 

禱告 親愛主，讓我與你建立起親密的關係，使我對你有更深的

認識。 

詩歌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 

二月十三日 

讀經 太 23:1-22；切忌虛榮。 

鑰節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

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

師尊，就是基督。(太廿三 9～10) 

禱告 親愛主，保守我不自滿自足，救我脫去虛榮，讓我愛而不

受感戴。 

詩歌 非我惟主 

二月十四日 

讀經 太 23:23-39；主的呼喚與傷痛。 

鑰節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

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

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太廿三

37) 

禱告 親愛主，開恩憐憫我，叫我答應你愛的呼喚，從一切偏差

的路歸回。  

詩歌 我願意 

二月十五日 

讀經 太 24:1-28；末世警告。 

鑰節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

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豫兆

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

們。』(太廿四 3~4) 

禱告 親愛主，在這黑暗世代中讓我更行事謹慎，裝備真理，保

守我不落入迷惑。 

詩歌 你的話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

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耶穌回答

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太二十四 3～4】

「預兆」(太二十四 3)──是指預表、記號、兆頭、神蹟。主耶穌

答覆祂再來的「預兆」，提到聖城與聖殿的被燬，以及那些即將發

生在聖地的災難，正是末日主來時，所將發生之事的前奏和預表。

在此「降臨」是指「顯現」、「臨在」，常是用來指「君王的駕

臨」。然而，在這裡我們看見祂首先警告門徒，「你們要謹慎！」

因此當我們讀二十四章及二十五章聖經的時候，需要時刻受這警告

的鑑戒，要提防被人迷惑。我們也可隨時對照新聞，去思想主來時

的「預兆」: (1)以色列國局勢（太二十四 1～44 節），(2)基督教

趨勢（太二十四 45～二十五 30 節），和(3) 國際形勢 （太二十

五 31～46節）。當我們看見主的話一步一步應驗時，我們就知道

主來的日子近了。因此我們對於主再臨前的種種「預兆」和跡象，

應當有敏銳的感覺。 

今天已是末世的階段，耶穌基督隨時會再降臨。我們有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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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2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9&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2Uecb58VI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0&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8ssH5BUIWE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1&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_RE5uHG9Q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2&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Oj0MPgBWE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3&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cJGpSDFr8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4&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3vEDIZ_～Y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5&Seq=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_ohvCsmr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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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祂的再來作好準備呢？ 

【創世記讀經第十四課】亞伯蘭與羅得分離 
【讀經】創十三 1～18。 

【鑰節】【創十三 18】「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

那裏居住，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鑰字】「帳棚」【創十三 18】─—在聖經裏有三個意義：(1)是隨

時可以移動的，代表我們在地上作客旅、過寄居的生活(創十三

18)；(2)是神人相會的地方(創十八 1)，代表我們與神交通、聯合

的生活；(3)是容易拆毀的，代表我們的肉身是不能永存的 (林後

五 1～4)。而「祭壇」的意義是指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

神所悅納的(創八 20；羅十二 1~2)；也是指我們敬拜神，和神交

通。本節我們看見亞伯蘭支搭「帳棚」表明他在世上是客旅，是寄

居的（來十一 9，13）；他在地上雖一無所有，但在神一切都有。建

造「祭壇」表明他活在神面前，享受與神有甜美的交通，過以神為

滿足的生活。 

【重點】亞伯蘭在迦南地所受的第二次試煉，就是與羅得分離，結

果亞伯蘭得勝了。羅得因私心為自己選擇最好的約旦河平原，漸漸

遷移直到所多瑪，最後住在罪惡之地。羅得離開亞伯蘭後，耶和華

又向亞伯蘭顯現，再次應許他和他的後裔要得迦南地。他就搬了帳

棚，在希伯崙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進入與神更深的交通。 

【大綱】【亞伯蘭與羅得分離】 

一、亞伯蘭回到迦南地 (1～4)： 

(1) 攜帶財物離開埃及(1～2)――從可悲的錯誤和失敗中轉回； 

(2) 經南地回到伯特利(3節)――又回到了神祝福之地，就是伯特

利(神的殿)； 

(3) 恢復求告耶和華的名(4 節)――重新憑信，過依靠神的生活。 

二、亞伯蘭與羅得彼此分離(5～13)： 

(1) 地容不下他們的財物(5～6)―― 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

居； 

(2) 他們的牧人相爭(7節)――各為其主，結黨分爭； 

(3) 亞伯蘭提議分離(8～9)――不可相爭，你左我右，你右我

左； 

(4) 羅得選擇約但河平原(10～11)――眼光錯、存心錯、腳步

錯，選擇了「像埃及地」； 

(5) 羅得漸漸遷移直到所多瑪(12～13)――走上錯誤的道路，住

在罪惡之地。 

三、 亞伯蘭蒙神應(14～18)： 

(1) 神的應許(14～16)――賜給所看見的一切地，而後裔多如

同地上的塵沙； 

(2) 神的吩咐(17 節)――縱橫走遍，憑信取得那地； 

(3) 搬到希伯崙(18)――過帳棚和築壇的生活。 

【中心思想】亞伯蘭一生不斷的重覆地作二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支

搭「帳棚」，二是「築壇」。本章有兩次提到亞伯蘭支搭「帳棚」與

建造「祭壇」（創十三 3～4，18）。第一次是亞伯蘭離開埃及後，回

到伯特利(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家」)，恢復與神相交，重新過已往

以信心依靠神的生活。第二次是亞伯蘭與羅得分離後，遵著神的

話，起來縱橫走遍迦南地時，來到希伯倫(原文字意是「交通」)，

更進一步地與神有甜美的交通，並且以信心過得勝的生活。亞伯蘭

在迦南地築壇的地方，是先在伯特利，然後才到希伯崙。所表明的

意義是就我們先有神的家，然後才有生命的交通；先認識基督的身 

體，然後才有肢體的交通。我們要記得，人如果要屬靈的生命更

豐富、更剛強，並且享受與神更深的交通安息，就要活出祭壇和

帳棚的生活。 

【默想】 

(1) 「帳棚」與「祭壇」印證了亞伯蘭對世界的態度以及他與神

的關係如何。我們是否也擁有在地上作客旅的「帳棚」態度

與活在神面前的「祭壇」生活呢？ 

(2) 羅得憑眼見和基於私心，竟選擇了「最好的」土地，而將次

好的留給亞伯蘭。然而他這自私的選擇，卻為他日後付上可

怕的代價。當面對選擇時，我們是否照著神的指示，來選擇

屬天的福份呢？ 

(3) 神指示亞伯蘭不只憑信要「舉目觀看」自己的產業，並且要

付諸行動「縱橫走遍」這地。我們的信心有多大，便能支取

神的應許有多大。 

(4) 亞伯蘭失去的只是一小部分，即所多瑪；但得著的是神全部

祝福之地，即北、南、東與西。他屬靈的生命邁向了更豐

富、更剛強。凡我們為著神而蒙受的損失，神必親自補償。 

【禱告】親愛的天父，求袮來鑒察我的心，在我面臨選擇的時

候，告誡我不要憑眼見和私心；求袮指示我， 並帶領我憑信過

「帳棚」和「築壇」的生活，一生與你有甜美的交通，倒空屬世

的魂生命，使袮屬靈的生命豐豐滿滿地住在我裡面。 

【詩歌】【我當如何愛我的主？】(《聖徒詩歌》318首第 1節) 

【金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種祭壇和帳棚的生活。祭壇是向

著神的，帳棚是向著世界的。」――倪柝聲 

【拾穗】金錢觀 

●一個人的富有，不在於擁有很多，而在於給予很多。 Not he 

who has much is rich, but he who gives much. ~Erich Fromm  

●財富是源自於活力與腦力。 Wealth flows from energy and ideas. 

~William Feather  

●既然我的錢財是神的錢財，我的任何花費也是一種屬靈的決

定。 Since my money is God's money, every spending decision I 

make is a spiritual decision. ~John Hagee 

●盡所能地賺錢，盡所能地省錢，盡所能地奉獻。 Ear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John Wesley 

●如果你想栽植財務上的祝福，就必須先在財務上撒種。 If you 

want to rear financial blessings, you have to sow financially. ~ Joel 

Osteen  

●神不需要我們給予祂金錢，祂擁有一切。十一奉獻實是神使基

督徒成長的方法。 God doesn't need us to give Him our money. He 

owns everything. Tithing is God's way to grow Christians. ~Adrian 

Rogers 

●金錢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東西。它和愛一樣，是人類喜悅的最大

來源；但也和死一樣，是人類焦慮的最大來源。 Money is a 

singular thing. It ranks with love as man's greatest source of joy. And 

with death as his greatest source of anxiet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金錢可以是許多東西的外殼，卻不是裡面的實質。它能帶來食

物，卻帶不來胃口；能帶來藥品，卻帶不來健康；能帶來相識，

卻帶不來友誼；能帶來僕人，卻帶不來忠誠；能帶來享受，卻帶

不來幸福的安寧。Money may be the husk of many things, but not 

the kernel. It brings you food, but not appetite; medi-cine, but not 

health; acquaintances, but not friends; servants, but not loyalty; days 

of joy, but not peace of happiness. ~Henrik Ibsen――飛揚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