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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4 年 9/2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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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邓育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萬江文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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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廿八日   

讀經 加六；只誇十架 

鑰節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

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六 14) 

禱告 親愛主，十字架是袮的詛咒、刑罰、羞辱、痛苦、棄絕的記

號，如今卻是我們的祝福、赦免、榮耀、喜樂、和好的記

號。在生活中不再是『我』，只靠十架大能。 

詩歌 近十架-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九日 

讀經 弗一；基督身體 

鑰節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 

禱告 親愛主，求袮賜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們真知道神的

旨意、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 

詩歌 詩歌：教會惟一的根基～生命诗歌 

九月三十日   

讀經 弗二；神的傑作 

鑰節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 

禱告 親愛主，教會是神的傑作，而我們竟能有份其中!我們願被

袮充滿，顯明並流露袮 

詩歌 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生命诗歌 

十月一日 

讀經 弗三；福音奧秘 

鑰節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

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弗三 6)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把歷代所隱藏的救恩向我們顯明，讓我們積

極傳揚這福音，並與眾聖徒一同經歷。 

詩歌 遇見你們～churchinmarlboro 

十月二日 

讀經 弗四；身體合一 

鑰節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一切的父，超乎一切之

上，肯乎一切之中，也住在我們一切之內。 (弗四 4～6 原

文) 

禱告 親愛主，但願我們心眼被開啟，看見這七個一的重要，並竭

力保守靈裏合一，慎防分裂。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  

十月三日 

讀經 弗五；被靈充滿 

鑰節 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

心和的讚美主。 (弗五 18-19) 

禱告 主啊，將我們倒空，使我常常被聖靈充滿，與眾聖徒彼此激

勵，同心讚美袮。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 

十月四日 

讀經 弗六；屬靈爭戰 

鑰節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六 11) 

禱告 親愛主，在日常生活中惡者時刻來攻擊，但願袮的教會在屬

靈爭戰中作精兵，靠袮大能得勝。 

詩歌 前進!基督精兵――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以弗所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教會在神榮耀計劃中

的地位，和教會如何在地上作彰顯基督豐滿的器皿，就必須讀本

書。 

【本週聖經鑰句】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 

本書鑰字──基督（一 3等，約 46次）和教會（一 22等，共 13

次）。本書啟示了神在這世代中的心意，乃是建造『基督的身

體』，就是『在榮耀中的教會』。從本書我們得知： 

(一) 神對教會的計劃和目的──以弗所書的三大主題是神的旨

意、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神的旨意關乎基督，而神對基

督的旨意需要教會來完成，教會是完成神永遠旨意的器皿！ 

(二) 教會的功用──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豐滿(一23，四

13)；一個新人（團體的新人，二15)；神的國，神的家人

(二19)；神的居所(二21～22)；基督的新婦(五24～25)；戰

士(六10～13)等。 

(三) 教會的建造──神在此時代中心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基督的

身體， 即教會。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命是為了產生教會

(五25)；賜下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人和教師，是為了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即教會(四11～

12)；更要教會倚靠神的大能，作剛強的人，穿上神所賜全

副軍裝，以抵擋仇敵，成就神的旨意和計劃(六10～20)。 

【創世記讀經課程】以撒挖井 
【讀經】創二十六 1～35。 

【鑰節】【創二十六 25】「以撒就在那裏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

名，並且支搭帳棚；他的僕人便在那裏挖了一口井。」 

【鑰字】「挖了一口井」【創二十六 25】──以撒的一生和挖井分

不開，並且他不因著環境受攔阻而停止挖井。在創世記二十六章裡

面，以撒一共挖了四口井，位置從基拉耳到別是巴一帶地方。第一

口井叫埃色（相爭，爭吵，爭論的意思)（創二十六 19，20)；第

二口井叫西提拿（為敵，敵對，仇待的意思)（創二十六 21)；第

三口井叫利沙伯（寬闊的意思)（創二十六 22)；第四口井是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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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78.htm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19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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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巴（盟誓的意思)祭壇旁的井（創二十六 25)。前二口井是以撒

重挖他父親被非利士人所填塞的井。因基拉耳的牧人與他的牧人相

爭和敵對，他都退讓給對方；後來他的僕人又挖了第三口活水井，

人就不再來爭競了。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在

這地昌盛。這說出以撒是一個不和人相爭的人，也是一個堅忍持久

的人，直到他挖到一口仇敵所不能佔有的井。至終神帶領他到寬闊

之地，使他能充分享受神的祝福。因有神的同在、祝福，以撒的僕

人在別是巴又挖出活水井。挖井是尋求活水泉源，其屬靈的意義是

指基督徒要追求又新又活的屬靈供應，如讀經、禱告、聚會、傳福

音…等等，因而自己每天領受神一切的豐富，也能供應他人的需

要。 

【重點】第二十六章記載以撒蒙神祝福的經歷，其中涉及到神二次

向他顯現，並與他堅立給亞伯拉罕的誓約；神暗中保護利百加未被

人侵犯；以撒挖井；以撒與亞比米勒立約。 

1～5節記載神第一次向以撒顯現。迦南地有饑荒，以撒遷往基拉

耳。神向以撒顯現，要他不要下埃及去，要留在迦南地，神必與他

同在；然後，神向以撒堅定祂向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6～11 節記載以撒稱妻子利百加為妹。以撒重蹈其父的覆轍，因為

利百加容貌俊美，他怕為她的緣故被人殺害，所以就謊稱自己的妻

子是妹妹。後來，基拉耳王亞比米勒發現真相，就責備以撒險些陷

別人於罪中，並且下令眾民不可侵犯利百加。 

12～22節記載神祝福以撒和他一再地挖井。以撒蒙神賜福，耕種

竟有百倍的收成；他不斷昌大，日增月盛，非常富有。但非利士人

因此嫉妒，亞比米勒甚至下令他離開該地。他於是便離開，在基拉

耳的溪谷支搭帳棚，住在那裡。當以撒的僕人挖了一口井，基拉耳

的牧人為這井爭競，以撒稱那口井為「埃色」，就是相爭的意思。

當以撒的僕人又挖得一口井，基拉耳的牧人又為這井爭競，故以撒

稱該井為「西提拿」，就是「相對」、「互為仇敵」之意。最後，

以撒遷離那裡，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再為這井爭竟了，他就給這

井起名叫利河伯（寬闊的意思）。 

23～25節記載神在別是巴向他第二次顯現。以撒搬往別是巴，耶

和華又向他重申祝福的應許。以撒就在那裡築了一座壇，求告神的

名，又支搭帳棚，並在那裡挖了一口井。 

26～33節記載撒跟亞比米勒立約。亞比米勒和他的朋友、軍長，

見到神與以撒同在，賜福給以撒，就主動要求和他立約，以撒答應

了他們。以當天，以撒的僕人就得了水，他就給這井重新起名叫示

巴。 

34～35節記載以掃娶兩個赫人女子為妻。以掃 40歲時娶了兩個赫

人女子──猶滴和巴實抹，她們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裏愁煩。這段

是對以掃傷感的評論，顯出他不配得長子的名分。 

【大綱】本章記載以撒的事蹟，可以分成六小段： 

（一） 神第一次向他顯現(1～5節)； 

（二） 以撒稱妻子利百加為妹(6～11 節)； 

（三） 以撒在基拉耳挖井(12～22節)； 

（四） 神第二次向他顯現(23～25節)； 

（五） 與亞比米勒立約(26～33節)； 

（六） 以掃娶赫人女子為妻(34～35 節)。 

【中心思想】在本章我們要特別注意兩件事： 

(一) 以撒與神的關係──根據於亞伯拉罕與神的關係和效法他父

親順服神的話。 

(1)神二次的顯現(2，24節)表明以撒承繼了神對亞伯拉罕所應許

的福，都因亞伯拉罕聽從神的話，遵守神的吩咐、命令、律例及

法度。神第一次向他顯現，是以撒遭遇饑荒，南遷至基拉耳。那

時，神命令他要住在迦南地，並且應許他得福。神向以撒再次堅

立亞伯拉罕之約。然後，以撒順從神的話語，住在基拉耳。後

來，神第二次在別是巴向以撒顯現，與他堅立給亞伯拉罕的誓

約。以撒為回應這些恩典的應許，做了四件重要的事：(1)築

壇，(2)求告神的名，(3)支搭帳棚，(4)挖井。以撒之所以一生

蒙恩，乃是因神的顯現，而敬畏神、敬拜神、信靠神；並且他絕

對順從神的話，而始終住在應許之地，從未片刻稍離。 

(3)神的同在(3，24，28節)表明神祝福的明證。以撒得神暗中的

同在，而保守利百加未被亞比米勒娶去；並且以撒得神明顯的同

在，連亞比米勒也能看得出來。 

(4)神的賜福(3，12，24，29 節)說出神的顯現和人的順服，必帶

來祝福。以撒因著順服神的指示，停留在迦南地，就大蒙祝福，

耕種豐收，昌盛起來，成了大富戶(12～13節) 。 

 (二) 以撒與人的關係──雖然個性軟弱，但謙卑柔和，不與人

爭。 

(1)以撒的軟弱(6～11節)。以撒忘了神與他同在的應許，因為怕

被人殺害，竟對外謊稱利百加為自己的妹子。後來，亞比米勒發

現真相，公開指責以撒。顯然，他的懼怕，使他在人前失去見

證。 

(2)以撒的得勝(12～22 節)。以撒沒有自恃得著神祝福他而與反

對他的人衝突，他相反他謙卑柔和，儘量與人和睦。神祝福以

撒，卻招來亞比米勒的嫉妒而被趕走，但以撒就到較遠的地方。

為挖井之事，以撒的僕人與當地人爭執(20~21節)，但以撒一再

地退讓給對方，直到挖了利河伯井。他見證了：「耶和華現在給

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昌盛。」人的逼迫將以撒帶到寬闊

之地，外面的爭競擴大了以撒裏面的度量。 

(3)以撒的見證（26～33節）。由於神與他同在，得到人的尊敬，

以致亞比米勒對於這一位明顯有神同在的人，生出畏懼的心，就

主動與他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撒把握這次機會，化敵為友，與

他們和平共處。 

【默想】 

（一） 本章為何神向以撒堅立誓約？是基於什麼？内容是什麼？

以撒的回應是什麼？ 

（二） 以撒謊稱利百加是妹妹指出他信心不足，才有懼怕，但事

實證明他的恐懼是多餘的。在遇到壓力時，我們要倚靠神

(詩五十六 3)，才不致於跌倒犯錯。 

（三） 挖井是以撒一生的特點，說明以撒一生與神的關係。我們

是否像以撒一樣，一再地挖出活水井來，天天不斷地尋求

活水泉源，享受屬靈的供應和追求更新的經歷呢？ 

（四） 在面對衝突時，以撒採取的解決方案是不爭競，不爭搶，

不還手，只退讓，似乎是懦夫的行徑，但這是他蒙福的原

因。以撒為人處世的態度給我們什麽功課？在生存競爭激

烈的時代，我們是否肯給、肯讓、而不與人相爭，因而使

周圍的人因我們的見證而蒙福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願出代價，在祢的同在中，不斷地把

我生命中的泥沙、廢物都挖出來，除去堵住活水江河的一切事

物。讓生命的河，喜樂的河，流進我們的心窩。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