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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1/1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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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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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月 31 日(週六下午 5:00 PM ) 健康讲座和福音聚會，請全體

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一月十一日 

讀經 太 6:19-34；不要憂慮  。  

鑰節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太六 34節) 

一月十二日 

讀經 馬太七 1～12；建立與神和與人的正常關係。 

鑰節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

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太七 7～8) 

一月十三日 

讀經 馬太七 13～29；正確的抉擇。                         

鑰節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太七 21】 

一月十四日 

讀經 馬太八 1～13；王的權能——祂肯、祂能！ 

鑰節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祂，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

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

吧！』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太八 2～3) 

一月十五日 

讀經 馬太八 14～34 ；彰顯君王的權能！ 

鑰節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祂代替我們的軟

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太八 17) 

一月十六日 

讀經 馬太九 1～22；主耶穌的事工。                       

鑰節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

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

穌。」(太九 9) 

一月十七日 

讀經 馬太九 23～38；主所行的三件神蹟。                         

鑰節 「衪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

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祂的莊稼。』」(太九 36～38) 

【本週聖經鑰句】 
「牧人」(太九 36)和「莊稼的主」(太九 38) ──主一面用牧人

和羊來比喻祂與人的關係(約十 14），一面也把祂和人比做莊稼的

主和莊稼(啟十四 15）。羊和莊稼都是有生命的東西，羊需要牧

養，莊稼需要收割。牧養和收割都是作主工。在這地上，主需要

人與祂同工(賽六 8）。然而這裡有一最大的屬靈原則，主雖有意

要打發工人，但仍須我們為此禱告，祂才差遣工人。禱告就是為

神的旨意鋪軌道，叫它可以行駛。 

《馬太福音》自九章 36節起，說到主耶穌要差遣祂所召來的門徒

去作使徒，開始擴展祂的職事，祂不僅是要得著全家(八 14～

16）、得著全城、全鄉(九 35），更是要得著以色列全地(十

36）。主的工作乃是從需要起首。所以九章 36～38節，主首先說

到牧養和收割的需要，藉此主用牧人和莊稼的主來比喻祂與人的

關係。羊需要牧養，莊稼需要收割。然而在這裏有一個最大的屬

靈原則，雖然主有意要打發工人，但仍須人為此禱告，祂才差

遣。這就是說，主在地上的工作，需要人與祂同心、同工(賽六

8)。可是我們是否與祂同心呢? 我們若是看見了祂所看見人失喪

的光景，定會與祂一樣生出憐憫的心，因而答應祂的呼召，向祂

呼籲，打發工人出去，收取祂的莊稼。藉著這樣的禱告，主會先

改變我們，我們若不能被改變，主就不能改變我們所禱告的人。

而事實上，首先被主打發的先是我們自己，否則不能盼望主差遣

別人。而我們是否願與祂同工呢? 讓我們預備好，受祂差遣，在

憐憫中與祂一同把受罪、病、魔所困的人，帶進天國的實際裹。 

【收割的工作】馬丁路德一有位朋友，在基督的信仰上，有一致

的看法。這位朋友也是位修士，他們彼此立約，路德要參加宗教

改革的熱戰，他的朋友留在修道院，用代禱支持路德的工作。於

是他們就這樣開始。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做了一個夢，看到一片

像世界那樣廣大稻田，只有一個人孤單地在收割──這實在是一

件不可能、令人痛心的工作，他一眼看到收割者的臉，竟是路

德，在一剎那，他明白了主的呼召：『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

少。』因此他離開了他虔誠的隱居之地，也參加了收割的工作。 

關於傳福音，《馬太福音》有兩個命令：(一) 「你們當求」(太

九 38)；(二) 「你們當去」(太二十八 38)。光有代禱而不去作福

音的工是不夠的。今天許多人已經預備好把他們的生命交託給基

督，只等有人把他們帶到主面前。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被裝

備起來，與主一同出去，收莊稼吧 !。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也不必等待你有興奮的心情

才傳福音。── Osward Chambers 

【創世記讀經課程】作夢的約瑟 

【讀經】創三十七 1～36。 

【鑰節】【創三十七 19】「彼此說：『你看，那作夢的來了。」

(創三十七 19) 

【鑰字】「那作夢的」(創三十七 19)──約瑟是個「作夢的」人 

(創三十七 19)。他一生的經歷都和他所經過的六個夢有關。在舊

約時代，神常用異夢和異象來向人啟示祂的心意(伯三十三 14～

16)。在聖經中，夢是代表神的異象和啟示。所以約瑟是個有異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1月31日福音聚會禱告。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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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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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1&D=11&Se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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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啟示的人。聖經說約瑟的夢乃是神的話試驗他，直等到祂所

說的應驗了(詩一百零五 19)。雖然約瑟因他做的夢，遭父親責備，

哥哥們的輕視、忌恨和謀害，然而他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也

不尤人，始終如一地服在神主宰的手中，直等到十三年後，他的夢

應驗了。親愛的，我們是否也是一個作夢(有異象、有啟示)的人

呢？那我們的夢又是什麼呢？是否與成就神的旨意有關連呢？那我

們如何實現這個夢呢？  

【重點】從第三十七章開始，創世記的焦點轉到雅各兒子們的事

情，而約瑟是此記錄的中心人物。創世記共用了 14章的篇幅記載約

瑟的一生。本章 1～11 節詳述了約瑟為哥哥們憎恨和嫉妒三個的原

因：(1)他把哥哥們做的惡行向父親報告；(2)父親偏愛他，勝過其

他的兄弟；(3)他對家人說他出兩個被高舉的夢，顯示出親人要拜

他。接着，12～28節記載約瑟被哥哥們出賣。約瑟奉父命去示劍，

看哥哥放羊的狀況，他直走到多坍才找到哥哥們。他的哥哥們從遠

處望見他時，就同謀要殺害他；流便要救他脫離他們的手提議把他

丟在野地的坑裡，卻不可下手害他。約瑟的哥哥脫下約瑟的外衣，

將他之丟在坑中，當他們吃飯的時候，見一群以實瑪利商人路過，

猶大就提議將約瑟賣給這一群商人。於是他們以二十塊銀子，把約

瑟賣給這些以實瑪利人。然後，29～35節記載雅各被騙。約瑟的哥

哥為了隱藏真相，就把他的彩衣染了羊血，送到雅各那裡，讓雅各

誤以為約瑟被野獸吃掉。於是雅各辨認後，就撕裂衣服，腰間圍上

麻布，為約瑟悲哀了多日。最後，36 節記載約瑟被以實瑪利人帶到

埃及，後來被轉賣給法老的內臣波提乏為奴。 

【大綱】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 約瑟被哥哥們恨惡(1～11節) ── 

(1)因他報告哥哥們的惡行(1～2節)， 

(2)因他的父親偏愛他(3～4節)， 

(3)因他告訴他們他的夢(5～11節)； 

(二) 約瑟被哥哥們所賣(12～36節) ── 

(1)他奉父命往哥哥們處表達關懷之意(12～17 節)， 

(2)哥哥們同謀害他將他丟在坑裏(18～24節)， 

(3)哥哥改變主意，將他賣給以實瑪利人(25～28節)； 

(三) 雅各受騙，相信約瑟被野獸撕碎了(29～35節)； 

(四) 約瑟被帶到埃及，轉賣給波提乏為奴(36 節)。 

【核心啟示】本章記載約瑟被賣為奴，去了埃及，證明了神的主

權，也顯明了祂美意的安排，乃是為日後他一家人逃避旱災，預先

作好的準備。在這裏我們看見神利用各種積極和消極的人物，甚至

邪惡的謀殺計畫，還有偶然的事件如以實瑪利商人正巧經過，把約

瑟帶到埃及，乃是為著是成就祂的救贖計畫；並且為著應驗祂在創

十五 13～14 節中有關以色列人下埃及和出埃及的預言所作的安

排。因為神總是掌管一切的環境使之與祂的計畫和旨意相合。 

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神在約瑟和雅各生命中的奇妙工作： 

(一) 約瑟作夢──本章提到約瑟作了二個夢：(1)有十一捆禾稼向

第十二捆下拜(6～7 節)和(2)太陽、月亮與十一個星向他下

拜(9 節)。很顯然的，太陽和月亮分別代表雅各和利亞(拉結

已逝世)；十一個禾稼和星即代表約瑟的兄弟們。約瑟開始作

夢時是十七歲，因這兩個夢，使他一生經歷苦難，而不喪

志；直等他三十歲坐上宰相寶座時，他的夢終於應驗了(創四

十二 6)。約瑟第一個夢的禾稼和禾捆是代表生命的供應，第

二個夢的太陽、月亮和星是代表屬靈的掌權。這表明神讓約

瑟連續作的兩個被高舉的夢，乃是出於祂的命定，包含著祂 

給約瑟的使命和託付，叫饑餓的得飽美食；也是祂對以色

列人的計劃，保全雅各一家人的性命(創四十五 5，7～8

節；五十 20)。 

(二) 約瑟預表主耶穌──約瑟的生平是聖經中最引人入勝和富於

教訓的記載；並且他也是舊約預表主耶穌基督最美麗的人物

之一。曾有人列出一百二十一處約瑟與主耶穌相關之處的經

節。本章約瑟的受苦其實正是主耶穌在世上的預表：(1)他

是父親所鍾愛的(3節；太三 17；約三 35；五 20)；(2)他是

牧羊人(2 節；約十 11)；(3)他揭發兄弟的惡行(2節；約七

7)；(4)他被弟兄所憎惡(4節；約十五 24～25)；(5)他順從

父親的差遣(13～14 節；腓二 8)；(6)他被同胞設計謀害(18

節；太二十七 1；約一 11)；(7)他的衣服被剝(23 節；太二

十七 28)；(8)他被出賣(28節；太二十七 4)；(9)他被交在

外邦人的手裏(36節；太二十七 2) 。可見約瑟最能完全地

預表那位女人的後裔(創三 15)，和彌賽亞預言的應驗。 

(三) 雅各被騙──雅各一生都活在騙人和被騙當中。雅各曾經

用羊皮騙過以撒，現在他的兒子們以帶血的彩衣同樣欺騙

他，使他以為約瑟已經死了。雅各說「約瑟被撕碎了」

(創三十七 33)，其實是他的心被撕碎了。因為神在他身

上的管教一直沒有放鬆過，藉著約瑟的事件，神要在雅各

身上一步一步的減除，一步一步的剝奪，把他磨成合用的

器皿。雅各雖然蒙神祝福，也經過了神的許多對付，生命

漸漸的進步，性格也漸漸的改變。直到他的晚年，差不多

有四十年之久，仍然要遭遇不少的傷心事，經過許多的磨

煉，神要使他變成一個生命成熟，滿有愛心的人了。 

【默想】 

（一） 約瑟作的夢是什麼夢呢？他的夢對他和他一家人有何影

響呢？我們是否也是一個有夢的人呢？  

（二） 約瑟為要實現他的夢，需經苦難的煎熬。約瑟的彩衣變

成了一件血衣(創卅七 31)。這血衣說出了他的被賣、被

棄絕了，同時也撕碎了他父親的心。因此，每當讀到約

瑟的時候，我們能不想到主嗎？ 

（三） 神將約瑟兄弟們將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這件事，轉變成

祂的救贖計畫和應許的實現。我們是否明白神是我們生

命的主宰，掌管我們人生中每一件突發的事件呢？我們

是否為所身處的任何環境，也能感謝著領受(太十一 25～

26) 呢？ 

（四） 昔日雅各曾經殺了羊、用其羊皮騙過以撒，而現在他的

兒子們也同樣為之。這是神又一次對的付雅各，為要使

他變成柔軟、溫柔、有愛心的人。我們是否知道，一切

的際遇和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是出於神的美

意，為要使我們的靈命得著益處(羅八 28) 呢？ 

【禱告】神啊，感谢袮從千萬人中揀選並救贖了我。求袮將異

象向我開啟並抓住我。我願一生完全受袮的啟示，袮的異象所

支配。求袮保守我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無論是艱苦或順利，

無論是貧乏或是富足，低微或富貴，都能站住，不至失腳。 

【金句】「照神的方法，為了實現祂的救贖計畫，要差遣一位救

贖者來到世界。為此祂揀選並訓練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做預

表。這裡所看到那位約瑟並不是與神的救贖計畫不相關，在聖

經的故事中沒有其他人的特點比他更能預表耶穌，並註解耶穌

的各方面。」――史考基《聖經救贖史劇綜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