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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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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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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主日下午 1:00-2:00PM，姊妹成全聚會，在曹波姊妹

家，請姊妹們出席。 

(二) 2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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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月一日 

讀經 太 17:1-13；只見耶穌 

鑰節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太十七 8)  

二月二日 

讀經 太 17:14-27；凡事求問。 

鑰節 但恐怕觸犯他們，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

起來，開了他的口，必得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

我的稅銀。(太十七 27)  

二月三日 

讀經 太 18:1-15；回轉像小孩。 

鑰節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

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太

十八 3~4) 

二月四日 

讀經 太 18:16-35；無限饒恕。 

鑰節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 (太十八 33) 

二月五日 

讀經 太 19:1-15；尊重婚姻。 

鑰節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

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太十九 6) 

二月六日 

讀經 太 19:16-30；在神都能。 

鑰節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十九 26) 

二月七日 

讀經 太 20:1-19；切莫閒站。 

鑰節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你

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呢？』(太二十 6) 

【本週聖經鑰句】 
「在人」與「在神」「(太十九 26) ──人要進入天國，不止那

少年財主覺得不能(22節)，門徒也覺得不能(25 節)，連主耶穌

也印證說，「在人」這是不能的。然而「在神」，祂凡事都能，

因祂能將人所不能的，轉變為可能。所以，祂將自己給了人，

在人裏面加力，使人也「凡事都能作」(腓四 13)。 

在這段(太十九 16～30)裡，我們看見『一個少年人』來見主耶

穌。如果參考路加十八 18，我們得知他也是一個『官』。雖然

這少年官知道他所應當做的，心中也非常愛慕天國，但他卻揀

選了世人的道路，結果憂憂愁愁地走了。我們可以從這少年官

身上，看到進人入天國的攔阻與途徑。 

(一) 進入天國的攔阻： 

（1） 「靠我」的攔阻(16 節)──對於少年財主官而言，他

羨慕天國，追求永生；但他盼望「靠我」做善事得永

生。然而人不可能「靠我」得救；也不可能在金錢的

使用上只願「為我」，而不願善待祂的小弟兄，而得

國度的獎賞。 

（2） 「錢財」的攔阻(22〜23節)──攔阻每一個人進天國

的不盡相同，而這位少年財主面對的是錢財的攔阻。

財富本身並不是一罪惡，但它卻會把人的心束縛在今

生的事上。我們若看重物質享受過於靈命的追求，最

終只會失去永恆的福份。 

（3） 「在人」的攔阻(26 節)──我們的主不是說，「對人」

這是不能的，「對神」凡事都能。祂所用的前置詞

「在」字，有特殊的價值。「在」人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一個人若單單活在人的境界中，

與神毫無接觸，單靠自己的意志，憑自己的決心，決

不能進入神的國。 

(二) 進入天國的途徑： 

（1） 變賣所有(21 節)──我們的『所有』往往是『跟從』

主的障礙。人若要得著屬天的，必須先撇下屬地的。 

（2） 在神凡事都能(26節)──當人把「我」全然放下，完

全靠主時，進入天國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我們得救

以後，還要每天依靠神的『凡事都能』去行 (弗二

10)，才能真正活在天國的實際裏面(彼後一 10～11)。 

【我不能，神能】二 00七年是馬禮遜從英國來中國傳福音二百

週年。在二百年前，他不能直接從英國到中國，必須先到美國

然後再到中國。當他在美國西岸上船時，船長看到這個大概二

十來歲的青年人，就與他交談。當船長知道馬禮遜要去中國傳

福音時，就以為他在開玩笑，說：「就憑你這個年輕人，能夠

到古老、偏見、拜偶像的中國嗎？你能夠改變那裡的情形嗎？」

馬禮遜回答說：「我不能，神能！」 

【創世記讀經課程】約瑟解夢 
【讀經】創四十～四十一。 

【鑰節】「酒政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創四十 23) 

「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為他說：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給次子起名叫以

法蓮(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

昌盛。』」(創四十一 51～52) 

【鑰字】「竟忘了他」(創四十 23)──雖然約瑟曾要求酒政記念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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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1&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3&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4&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5&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6&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7&Se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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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官復原職的酒政竟然完全忘記約瑟的請求。人雖會忘記我們，

但神卻不忘記我們(賽四十九 15～16)。因神做事有祂的時間表及方

法。此時，酒政若設法為約瑟求情，而使他之釋放出獄，後來恐就

沒有機會，為法老解夢的 (四十一 14)。人的記念或不記念，都是

出於神；只有神能控制並安排發生於我們身上的事情。二年之後，

神帶約瑟出監，為他成就比酒政可能安排的更好的際遇，證明神沒

有忘記他。 
「瑪拿西」(創四十一 51) 和「以法蓮」(創四十一 52)──瑪拿西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而以法蓮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約

瑟十七歲被賣到埃及為奴，在埃及作了十一年的奴隸，兩年受誣陷

與坐牢。從約瑟給他二個兒子的命名上，我們看到際遇坎坷的約瑟，

明白了只有神才能使他忘記了一切痛苦的經歷和對家人的怨恨，也

唯有神才能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因為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羅八 28)。 

【大綱】本段可分成二部份： 

(一)約瑟為酒政和膳長解夢(四十章)； 

(二)約瑟為法老解夢並受命治理埃及(四十一章)。 

【核心啟示】本段我們看見約瑟這十三年的苦楚是接受神嚴格的訓

練和裝備他的時期，好使他能擔當大任。約瑟治理埃及的時候年三

十歲(46節)。推算起來，約瑟十七歲被賣到埃及為奴，他被賣至這

時已有十三年(創三十七 2)，他在埃及作了十一年奴隸和兩年囚犯。

當神將一切條件預備，而約瑟在苦境中學會了服事神和服事人，神

就使約瑟被高舉，讓神能使用他，使法老知道神管理萬有，不僅拯

救多人脫離饑荒的苦，並且包括他父親全家的人(創四十二 7；四十

三 27，30)，因此而應驗了神向亞伯拉罕所應許的話(創十五 13)。

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 約瑟被誣下監的時期──他學習了忍耐、謙卑、順服、捨己、

對人的體貼與同情；並學習不依靠人，而完全信靠神。加爾

文講的好，「神遲遲不讓約瑟回復自由，目的是要考驗他的

耐性。」因為神總是利用各樣患難，來訓練、裝備、磨練我

們(申八 1～7，16～18)。 

（1） 約瑟對人的關懷──由於他自己經歷了牢獄之災的痛苦，

就關心別人的難處和需要，願意聽人訴苦，並且熱心地

幫助人。因為他既得著神的安慰，就會同情人、安慰人。

然而，就在他安慰別人的時候，自己反得了安慰。親愛

的，當我們點燃別人心中的火，自己的心也會得著溫暖。 

（2） 約瑟把握機會為神作見證──約瑟主動為酒政和膳長解

夢時，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來顯示自己的能力，而是尊

主為大，強調「解夢不是出於神麼？」(創四十 8)此時

約瑟乃是作神的代言人，把眾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神的能

力上，為神作有力的見證。 

（3） 約瑟向神的信心──約瑟的遭遇非常曲折，艱難，但神

的「同在」，對他總是那麼的寶貴和真實。因此，他仍

充滿信心，並學習以禱告、盼望、等候，為未到的機會

作好準備。二年之後，神為約瑟安排了更好的境遇。接

下來的四十一章就可以證明，他的禱告沒有落空，他的

盼望終得以實現，他的等候並非虛度。 

(二)約瑟人生的轉捩點──約瑟的生平可從他穿各式不同的衣服，

說出他人生各樣不同的經歷：  

（1） 彩衣(創三十七 3)說出他父親對他獨特的鍾愛，遠過於

眾子，故被兄長嫉恨；  

（2） 血衣(創三十七 31)說出他被眾兄長出賣，故使彩衣被染成

了血衣；  

（3） 僕衣(創三十九 16)說出他被出賣為奴，替人作奴工，故穿

上奴僕的衣服；  

（4） 囚衣(創三十九 20)說出他被誣告，坐在監牢中，故沒有自

由的被套上了囚衣；  

（5） 細麻衣(創四十一 42)說出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坐在高位上，

故穿上了細麻衣。 

這些衣服正說明約瑟一生的經歷，過程裏面充滿了愛、恨、苦、

冤、榮的滋味。約瑟從彩衣變血衣，從僕衣變囚衣，說明了他所

遭遇的苦難。最後，他被高舉，穿上了細麻衣，說明了他經過苦

難而得的榮耀。約瑟被高舉，預表主耶穌經過苦難而得榮耀。 

【默想】 

（一） 約瑟的一生經歷過許多的夢。他不但是一個作夢的人，更

是一個解夢的人。「解夢不是出於神嗎？」(創四十 8)顯

明了約瑟解夢的恩賜和才能，乃是出於神。因約瑟是與神

親近的人，深信神會給他啟示，所以他有勇氣去替人解夢。

我們能否使用神的恩賜去幫助別人，而榮耀神呢？ 

（二） 酒政官恢復原職，「卻不記念約瑟，忘了他」創四十 23)，

因為時機未到。因此，約瑟靜靜等待了二年，完全服在神

的手下，接受神的安排，終於在最適當的時機，出現在法

老王面前，為神作更高的見證。當我們覺得被人忽視、輕

看、或是被人淡忘的時候，千萬不要失望。我們應當像約

瑟那樣──信靠神、仰望神、等候神，在逆境中學習該學

的功課，好在要來的日子，讓神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三） 神為何使約瑟在獄中等了兩年之久？因約瑟每一個際遇，

都是神訓練、塑造他的機會，並且一切事情的發生都由神

掌握著時間和過程。四十一章我們看見約瑟在信心中忍耐，

學習了單單依靠神而不再求人(14 節)。當我們生涯規劃

遇到困難時，最需要學習的是甚麼呢﹖ 

（四） 約瑟把他解夢的恩賜歸於神，並且一再高舉神的名(16、

25、28節)，剛強為神作了美好的見證，以致法老從約瑟

身上能看到神的靈(38～39節)。我們雖然未必會有很大

的恩賜，但是我們的親友、朋友、同事、鄰居，有否因為

我們的言行，看見神在我們裡面？有否因為我們的見證而

認識神呢﹖ 

（五） 約瑟提出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的方案，而是神的靈動工，

給他智慧，設計積穀防饑的計畫，以至埃及全地的百姓度

過數年饑荒的危機，並且包括了他父親全家的人。我們是

否也認識並將神的計畫變為實際的行動呢﹖ 

（六） 從約瑟給兒子取名的解釋來看，他忘記了傷痛，但沒有忘

根。我們有否因為體會到神的看顧和祝福，使我們忘記種

種的苦楚，而心中不懷苦恨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因祢的計劃美好，祢的作為

奇妙。讓我們在每一際遇中，認識祢掌管萬有，經歷祢行奇事。

教導我們忍耐的等候，並信靠祢的時間和方法。 

【金句】「約瑟經歷過許多試煉，但他從未改變對他列祖的神的忠

誠。他在法老的面前，一再的宣告說，「這不在乎我，神...神已

將所要作的事...」難怪在眾多不同的試煉中，耶和華都一直與他

同在。」―― 摩根《話中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