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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9/21~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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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艾東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 凉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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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廿一日 

讀經 林後十二；恩典夠用 

鑰節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 7） 

禱告 水漲船不沉，人生的苦痛淹沒不了基督徒。我們經歷過嗎？ 

詩歌 恩典夠我用～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二日 

讀經 林後十三；最美祝福 

鑰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

眾人同在。」(林後十三 14) 

禱告 親愛的主，叫我們能活在神的愛和基督的恩裏，願接受裏面

聖靈的感動與帶領，使我們在生活中彰顯袮 

詩歌 祝福～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三日 

讀經 加一；信仰挑戰 

鑰節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

惡的世代。(加一 4) 

禱告 親愛主，我們雖活在這個罪惡的世代裏，但叫們我不受它影

響，不離開袮和袮的旨意。 

詩歌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四日 

讀經 加二；與基督同活 

鑰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

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二 20)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如何在生活言行中，不再憑己意，經歷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 

詩歌 基督在我里面活- YouTube 

九月廿五日 

讀經 加三；因信蒙福 

鑰節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

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三 14) 

禱告 親愛主，以往我們因信得著了聖靈而重生；如今我們仍要因

信過得勝的生活，支取享用袮所賜的應許和褔分。 

詩歌 有福的確據-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六日 

讀經 加四；成形像主 

鑰節 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

心裡。(加四 19) 

禱告 親愛主，求袮長在我心，成形在我裡，使我滿有袮榮耀的形

像。 

詩歌 哦主！求袮長在我心 -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七日 

讀經 加五；聖靈果子 

鑰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五 22～23上) 

禱告 主啊，我們願活在聖靈的引導下，結出聖靈的果子，生活顯

出基督生命的美德。 

詩歌 那靈所結的果子- YouTube 

【為什麼要讀加拉太書？】 

 任何人若想要知道我們如何得到在基督裡所擁有的自由，並

且學習在聖靈裡過自由新造的生活，就必須讀本書。 

 對初信主的人來說，要在信仰上打好根基就必須讀《羅馬

書》；要有美好的生活見證就必須讀《哥林多前後書》；要

堅守真道就必須讀《加拉太書》。 

【本週聖經鑰句】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

被奴僕的軛挾制。」(加五 1) ──《加拉太書》的主題是「在基

督裡的自由」（二 4，五 1），也可說是我們因信「基督」而有

的「自由」。「基督」之名在本書出現有四十三次之多，「自

由」有十一次之多。「基督」乃是每一件屬靈實際的鑰匙，帶領

我們進入自由的生命，能夠叫我們過自由新造的生活。因「基

督」救贖所成功的「自由」，已釋放我們脫離了一切罪惡的捆綁

（一 4，二 21，三 22）、律法的咒詛(三 13)、舊人的生活（二

20，五 24）、世界的系統和制度(六 14)；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

分（四 4～7）、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三 14) 、結出聖

靈的果子（五 22～25）。 

【創世記讀經課程】以撒與他後裔的事蹟 
【讀經】創二十五 1～34。 

【鑰節】【創二十五 34】「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以

掃吃了喝了，便起來走了。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鑰字】「輕看」【創二十五 34】──本章結尾 34 節強調以掃

怎樣「輕看」他長子的名分。本節敘述以掃的「吃了、喝了，便

起來走了」，顯明了他所關心的只是吃、喝、玩耍，而「輕看」

長子的名分，不重視神屬靈的祝福，不以神的應許為念。以掃只

體貼自己的食欲，只因一碗濃湯，就賣了神所給他最高的福分，

就是屬於他的「長子的名分」。因此他放棄了長子的權利，不只

是包括承繼雙份的產業(申二十一 17)，以及在眾弟兄中為大(撒

上二十 29)；並繼承神對亞伯拉罕立約中的應許。在希伯來書，

作者把以掃歸類於貪戀世俗的基督徒，因他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

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就被棄絕（來十二 16～17)。當

我們在大聲撻伐他之際，不妨看看現今的我們，是否也沉緬於自

已的慾望和世上一切虛浮的事物中，而輕看了神的祝福及屬神的

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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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6.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28.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s8RNH14RBk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ed%20assuranc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7deWKA8XzQ&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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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第二十五章記載創世記中另一個重要的新轉折，就是從

亞伯拉罕轉到以撒的歷史，其中涉及到亞伯拉罕的庶子及壽終、

以實瑪利的後代，以及以撒的家族。 

1～11 節記載亞伯拉罕的最後記事。這段記述亞伯拉罕的續弦，又

娶一妻基土拉並生了六個兒子，而他們後來成為阿拉伯各部落的

祖先（1～4 節）。這段家譜為日後摩西投奔米甸祭司葉忒羅(出二

15～22；十八 1～12)預作伏筆，米甸後裔認識真神，無疑是從亞

伯拉罕傳承的。這些庶出的子孫，再加上以實瑪利的子孫，後來

也使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叫他成為多國多民之父──按字面

實際地應驗了。亞伯拉罕把財物分給他庶出的眾子，打發他們離

開以撒，而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神曾應許亞伯拉

罕要「享大壽數」（十五 15），他果然活到 175 歲，才壽高年邁，

氣絕而逝世。他的兩個兒子，以撒和以實瑪利，把他埋在麥比拉

洞裡撒拉旁邊，但以撒卻繼承了神的祝福(11節)。 

12～18節記載以實瑪利的最後記事。這段列明以實瑪利十二個兒

子的名字和他的死。他活了 137歲，有 12個兒子，他們是 12 族

的族長（16節），應驗了神向亞伯拉罕所立的應許（十七 20）。 

19～34節開始記載以撒與他後裔的事蹟。本段首先詳述以掃和雅

各的出生(19～26節)。利百加結婚近二十年，仍不生育。其後，

神垂以撒的禱告，利百加就懷了孕。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

爭，，使她感到痛苦難受，也感到困惑。她就向神求問。耶和華

對她說，每個孩子都將成為一國之父而，大的（以掃）將要服事

小的（雅各）。孿生子出生的時候，次子雅各（抓住的意思）抓住

長子以掃（有毛的意思）的腳跟而出。接着，27～28節描述以掃

和雅各的長大。他們二人外貌相異，個性相反。以掃為人外向，

善於打獵；相反，雅各為人安靜，性格內向，常住在帳棚裡。以

撒最愛以掃，利百加卻愛雅各。 

然後，29～34節記載以掃出賣長子名分。有一天以掃打獵後回

家，看見雅各正在煮湯。他急想雅各給他紅湯喝（紅湯是用中東

一種極便宜的扁豆和米混煮成紅色的稀粥）。雅各給以掃紅湯，要

他以長子的名分交換。以掃想到他將要死，這長子的名份於他有

何益處，就起誓把長子的名份賣給雅各。因為以掃輕看他長子的

名分。 

【大綱】本章記載亞伯拉罕離世，以實瑪利和以撒的後裔，可以

分成三小段： 

(一) 對亞伯拉罕的最後記事(1～11)──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

都給了以撒； 

(二) 對以實瑪利的最後記事(12～18節)──以實瑪利眾子作了十

二族的族長； 

(三) 以撒的記事(19～34節)： 

(1)雅各與以掃的出生（19～26節)──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2)以掃出賣長子名分（27～34節)──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甚

麼益處。  

【中心思想】本章有兩個重點： 

（一） 以撒繼承神對亞伯拉罕立約中的應許──本章記述了亞伯

拉罕之死。因為神埋葬了祂的工人，卻興起新的一代來繼

續其工作。亞伯拉罕死了以後，創世記的記載就從亞伯拉

罕轉到以撒和他的後代身上。然而這裡為何記述了亞伯拉

罕的庶子及以實瑪利之後裔呢？因為在亞伯拉罕所生的眾

子中，只有以撒才是應許之子，要承繼與傳遞神的祝福，

完成神的計畫。所以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5

節)，而神賜福以撒(11 節)。比起亞伯拉罕與雅各，聖經

並沒有詳細記載以撒的生平事蹟。雖然以撒的一生沒有什

麼豐功偉業，生活平淡無奇，他在神救贖的計畫中卻佔一

不可或缺的席位。 

（二） 雅各用紅豆湯換長子的名分──神一再地說，「雅各是我所

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羅九～13，瑪一 2～3)。但雅各

乃是一個狡猾、騙人的人，處處事事都要佔人的便宜，甚至

為著達到目的，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他出生時「抓住」他哥

哥以掃的腳跟；甚至乘人之危，用紅豆湯交換長子的名份。

然而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發現神愛的作為。神揀選雅各作為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一方面是顯明了神主宰的揀選；神

預知他的本性，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但仍然愛他。因這不

在乎他的定意和奔跑，乃在乎那向他發憐憫的神（羅九

16）。另一方面，是因雅各愛慕神的福分和重視神的應許，

因此我們要看見神的愛是如何帶領和對付他。雖然他藉著狡

詐與巧計奪取到「長子的名分」，但神能對付他，以後神要

用種種的環境來管教、煉淨他，使他成為傳承神祝福的器

皿。在以撒身上，我們看見神的賞賜；在雅各身上，我們看

見神雕刻的工作。  

【默想】 

（一） 神為何特別揀選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作為救贖計畫中

的三個主要人物呢？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

各的神」(出三 6，太二十二 32)，乃是給我們看見神在人

裏面的三方面工作。 

（二） 以撒愛以掃，利百加卻愛雅各(28 節)指出父母的偏心往往

出於私心，因而使子女間彼此競爭，導致家庭的不睦和衝

突。 

（三） 從以掃出賣長子名分的事件（27～34 節），要牢記一個重

要事實：以掃為肉體的一時需要，輕易地賣了長子名分，

是神所憎惡的；雅各用詭詐的方法，取得長子的名分，是

不正當的。因為失去這名分的以掃，後來為自己的選擇深

感後悔（來十二 16～17)；得到這名分的雅各，他的生命

要受到神的管教、熬煉，以改變他裏面惡劣的本質。 

（四） 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創二十五 34) 指出他缺乏

屬靈的價值觀，只顧貪戀世俗(來十二 16)包括屬靈的權利

和責任，而損失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福分。我們是否渴慕神

的祝福及屬靈的福氣，輕看世上的名利富貴呢？或者我們

是否有時也像以掃一樣，輕看神的應許，用屬靈的福分來

交換今世虛浮的事物呢？ 

【禱告】親愛的主，幫助我們建立正確的屬靈價值觀，讓我們看

重我們屬靈的產業，就是「長子的名分」。當面臨重要抉擇時，

讓我們寧願有祢，勝於地土的一切。 

【金句】「長子名分乃是一種屬靈的產業。它給予享有這名分的

人一項權利，就是使他作為一個家庭或宗族的祭司。它包括一個

特權——貯藏及傳達神的奧秘。它連結了後世的子孫，而最後彌

賽亞要誕生在這錦延下來的家族中。獲得這名分的人，有權具備

屬神和人的能力；有權承接並傳遞彌賽亞的希望之火炬；有權繼

承神對亞伯拉軍立約中的應許；有權立於屬靈貴族之列；有權作

為永恆的客旅，他不必擁有世上的產業，因為他已永遠繼承了屬

天的產業——這一切，甚至更多，都包括在長子名分中。」――

邁爾《聖經人物傳──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