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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3/16~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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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營服事交通聚會   主日晚上 7:30-9:00 PM        陈宪明弟兄家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3 月 22 日(週六)福音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

會各方面安排。 

 

 

 

 

 
 

三月十六日 

讀經 可十28～52；瞎子看見 

鑰節 耶穌說：『要我為你作甚麼？』瞎子說：『拉波尼(拉波

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見。』(可十 51) 

禱告 主啊，更多開啓袮的自己，使我們更透徹地認識袮。 

詩歌 你的靈豈非已見祂過～churchinmarlboro  

三月十七日 

讀經 可十一1～18；主要用你 

鑰節 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作這事？』你們就說：『主要用

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可十一 3) 

禱告 主啊，救我們脫離世上的捆綁，使我們全人被袮使用 

詩歌 恩主，我愛你～churchinmarlboro  

三月十八日 

讀經 可十一19～33；信心禱告 

鑰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

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十一 24) 

禱告 主啊，教導我們如何在信心裏禱告，經歷禱告中兩方面得著

的果效。 

詩歌 我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churchinmarlboro 

三月十九日 

讀經 可十二1～27；活人的神 

鑰節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可十二 27 上 ) 

禱告 主啊，保守我們常活在袮面前，享受袮作我們的生命。 

詩歌 認識祢，耶穌～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日 

讀經 可十二28～44；寡婦奉獻 

鑰節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裏

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可十二 43) 

禱告 主阿！讓我們能愛袮更深，將一切獻上。 

詩歌  是否將一切獻上～YouTube 

三月二十一日 

讀經 可十三1～13；遍傳福音 

鑰節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可十三 10) 

禱告 主啊，感謝袮再一次提醒我們，看見今天是末世了，須加

快傳揚福音。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二日 

讀經 可十三14～37；儆醒生活 

鑰節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 (可十三

37) 

禱告 親愛主，求袮帶領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好預備自己，迎見

袮的再來。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十三 10】──馬可福音第

十三章是主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所講的豫言和勸戒。解經學家把這

部分話語稱為啟示錄的濃縮版(The Little Apocalypse)。主穌告訴

門徒將來要發生的事，預先警告他們，好叫他們可以學習現在好

好地活在神面前，時刻準備好隨時見主。究竟末世預兆是甚麼

呢？過去二千多年至少有―件事已發生，就是福音傳給萬民(10

節)。福音的傳遍天下，是結束這世代的先決條件(參太廿四 14

節)。換句話說，將福音傳遍有人的每一個角落，可以加速促成

末期的來到。我們在末世首先要盡什麼使命呢？所以無論得時不

得時傳福音吧！而最好的行動就是向你的鄰居傳講主耶穌吧！ 

【創世記讀經第十七課】亞伯蘭娶夏甲為妾 

【【讀經】創十六 1～16 

【鑰節】【創十六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

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鑰字】「以實瑪利」【創十六 15】─—意思是「神聽見」，因為耶

和華聽見了夏甲的苦情。這也是神第一次為一位未出生的嬰兒起

名字。以實瑪利為人像野驢，意即他性情衝動、兇暴和不服管

轄，並且對別人懷有敵意。亞伯蘭用自己的方法，生出以實瑪

利，結果引致家庭不和，後來叫他憂愁(創廿一 11)；以實瑪利的

後裔，也給以色列人帶來許多的難處(詩八十三 5～6)。以實瑪利

是阿拉伯人公認的祖先，有十二族從他而出(創十七 20)。阿拉伯

人（以實瑪利的後代）與以色列人成為世仇，現在彼此之間的衝

突仍舊不斷。 

【重點】第十六章記載亞伯蘭因生兒子的事所受的第一個試驗。

亞伯蘭納夏甲為妾，按血氣生了以實瑪利。撒萊建議亞伯蘭娶使

女夏甲為妾。亞伯蘭聽從了妻子的話，和夏甲同房，生下以實瑪

利。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時，他年八十六歲，從這時候起十

三年之久（創十七 1），神既未向他顯現，也未對他說話。 

【大綱】 

一、娶夏甲為妾(1～3) ――撒萊沒有生育，提議亞伯蘭收夏甲為

妾； 

二、撒萊與夏甲不和(4～6)――夏甲懷孕就輕看撒萊，遭撒萊 

苦待，逃到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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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st%20Thou%20Heard%20Him.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Jesus%20I%20love%20Theea.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very%20Time%20I%20Pra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King%20Will%20soon%20come%20back%20ag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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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和華使者向夏甲顯現(7～14)――命她服在撒萊手下，應許 

後裔將極其繁多； 

四、夏甲生以實瑪利(15～16)――以實瑪利是血氣之子，而非應

許之子。 

【中心思想】亞伯蘭生兒子的用意是好的(創十五 4）。他以實瑪

利的代替方法，不僅現成而且又便當，看起來好像也是他本身所

生的。然而，神所注重的問題還不是在於事情的有無，而是在於

事情的源頭。神的兒女最得罪神的事，就是用肉體的力量去討神

歡喜，人的方法來實現神的應許。亞伯蘭的失敗就在：「不能

等」神所命定的時間，而跑在神的前頭；「不肯交」在神的手

裏，而用了人方法，去取代了神的作為。以實瑪利的出生後，給

亞伯蘭帶來許多的難處(創二十一 11)；並造成以後一連串無法彌

補的遺憾，以實瑪利的後裔，與以色列人為敵，也與神為敵(詩八

十三 5～6)。 

保羅在加拉太書第四章，用十分簡潔的話，指出撒萊和夏甲預表

兩約。撒拉預表恩典之約（新約）；而夏甲是預表出於西乃山的律

法之約（舊約）。神要夏甲服在撒萊的手下，意即律法應當服在恩

典之下；服在恩典之下的律法，就成了「基督的律法」(加六 2)。

所以恩典之約底下的人不可靠行律法來成全。並且人種的是什

麼，收的也是什麼（加六 7）；從肉身生的，仍是肉身（約三 6）。

以實瑪利預表人按著血氣由使女夏甲生的，是從人意生出來的果

子（加四 23，29)，也預表在律法之下被奴僕轄管軛制的人（加四

25，五 1）。以實瑪利就是代表肉體的結果，而亞伯蘭後裔之間的

相爭，預表肉體和聖靈的相爭。 

【默想】 

(1) 從亞伯蘭生以實瑪利，我們看見「等候」的功課是非常的重

要，因等候神是信心和順服的試金石。遺憾地是很多人在船未

到之前就已經離開碼頭了。現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什麼是正在

等候的事（婚姻、工作、孩子、…）呢？ 

(2) 亞伯蘭為生以實瑪利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因神不只關心我們所

作的事「動機」對或不對，祂更關心我們做事的「源頭」和

「時機」對或不對。 

(3) 亞伯蘭信妻子的話多於信神的話。丈夫是妻子及全家的頭，要

作屬靈的榜樣，不要聽從妻子屬血氣及肉體的建議，免得痛

苦。 

(4) 撒萊對神的應許沒有信心。自己不能生育，不求問神，反而隨

從當日風俗，藉此使亞伯蘭得後嗣，結果越幫越忙，帶來妒

忌、仇恨、苦毒、不平等惡劣的情緒，衍生家庭悲劇。撒萊以

自己的方式成就神的應許，我們是否也陷入這種試探中呢？ 

(5) 夏甲因懷孕而變得驕傲自大，埋下日後撒拉的苦待，然後以逃

避來解決問題。面臨困難時，我們是否悔改、回轉，接受神的

幫助，改變自己的態度，並且做當做的事呢？ 

(6) 「以實瑪利」的意思是「神聽見」。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神漠不

關心，其實祂「聽見」並「看見」我們的苦情，因祂是時常看

顧我們的。在苦境中，向神呼求，並得著祂的看顧和幫助吧！ 

【禱告】感謝天父，當日因為我們選擇信你而得了拯救，你是那

樣喜悅人的信心，以致不看我們的過犯，稱我們為義。「主啊，我

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可九 24）」讓我不再「不能等」、

「不肯交」，而破壞了你對我們美好的旨意！ 

【詩歌】【求你揀我道路】 (《聖徒詩歌》365 首) 

【平安的果子】 

有一年我失業，搬回家和父母同住，因看不慣妹妹的生活習慣

而數落她。我當時說話太直率，語氣也不溫和婉轉。妹妹個性

倔強，不甘示弱地回嘴，嫌我管得太多並說些難聽的話，態度

極為傲慢，讓我氣憤難消。於是我倆唇槍舌劍，一發不可收

拾，一星期互不說話。  

順服主化解衝突 

和妹妹關係鬧僵的那些天，我心裏很不好受，也沒有平安。聖

靈開始在我心裏作工，責備我的不是，讓我看到自己眼中的樑

木，即使是自己的親妹妹也不應該直接指責她的不是；說話要

有智慧，語氣應柔和才是。腦海裏也浮現出一段經文：「人的

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 (雅 1:20)；「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

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弗 4:32)  

那些日子，我晚上睡不穩妥，白天精神不濟，心情不佳。神感

動我向妹妹道歉言和。屬靈的拉鋸戰開始了，我心裏有驕傲，

不願低頭主動道歉，認為妹妹也有不對之處。但後來心想自己

是個基督徒，而妹妹還未信主，我應該做一個好榜樣，順服

神、聽祂的教誨，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面子，把自我看得太重

要、太大了。 

隔天早上，我決定主動和妹妹道歉，可是一看到她臉上還有怒

氣，恐怕我主動道歉會被拒絕，而不知如何是好，心中充滿掙

扎。最後只好來到神面前求告祂說：「神啊 ，我願意順服、聽

話，主動和妹妹道歉和好，可是妹妹還對我有怒氣，我怕主動

道歉會被拒絕，懇求主幫助我，先釋放她心中的憤怒與不滿，

醫治她受傷的心，不再被我冒犯的話語所傷！」 

靠禱告和好如初 

神是垂聽禱告的神，第二天，看到妹妹臉上已無不悅，我這時

上前誠懇地向她道歉，沒想到她竟然帶著微笑，張開雙臂和我

擁抱，並跟我說她自己也有錯。感謝神！祂重修破裂的關係，

讓我姊妹倆能重修舊好，我心中罪的捆綁已得釋放了。那一

晚，我睡得特別安穩和香甜，這真是印證了希伯來書 12:11

說：「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

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這件事上讓我感觸到：有時雖是無意與人發生爭執，雙方卻都

會受到傷害。其實真誠的道歉將會化解人之間的心結，感受到

最美好的情感。施羅得說的一句話很有道理 ：「真誠的道歉不

但不會失去朋友，反而會贏得更多的朋友與尊重。 」感謝神，

祂賜下寶貴的《聖經》話語，裡面充滿著智慧的訓誨和真理為

我們的準則，為我們帶來生命的改變與塑造。例如這件事即是

神藉著祂的話語來管教我的不是，讓我學到不要憑自己的血

氣，而要以祂的心意去愛人。――圓圓 

【以退為進】 

如果你希望在夫妻關係上不斷成長， 

有愛有尊重，就放棄無謂的爭執吧！  

當你得意於贏得一場口舌之爭時，其實你已經輸了配偶的心。  

你想在家裏贏得尊重，學習「退讓 」吧。 

在愛的天地裏，「退讓」就是給予對方一份禮物，你必得著回

報。 

讓我們以自己的「退」，成為婚姻關係的「進」吧！――飛揚雜

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