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1 

【本週聚會】2015 年 2/1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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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张凉姊妹家 

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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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月十五日 

讀經 太 24:1-28；末世警告。 

鑰節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太廿四 4) 

二月十六日 

讀經 太 24:29-51；主必再來 

鑰節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太

廿四 42) 

二月十七日 

讀經 太 25:1-30；好僕人 

鑰節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

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

的快樂。』(太廿五 21) 

二月十八日 

讀經 太 25:31-46；善待弟兄 

鑰節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

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廿五

40) 

二月十九日 

讀經 太 26:1-25；一件美事 

鑰節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

候，澆在祂的頭上。(太廿六 7) 

二月二十日 

讀經 太 26:26-46；照父意思 

鑰節 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

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太廿六 39) 

二月二十一日 

讀經 太 26:47-75；想起主說的話 

鑰節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

就出去痛哭。(太廿六 75) 

【本週聖經鑰句】 
「『良善』又『忠心』」【太二十五 21】──『良善』是指好的

存心和動機，而『忠心』是指信實，可靠的表現。馬太二十五 21

和 23 節重複了兩次忠於主所託負的結果。雖然這兩個僕人所得

的恩賜不同，工作的果效也不同，但主的稱許都是一樣的──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所得的獎賞也是完全一樣的

──『...我要委派你管理許多事；進到你主人的快樂裏』﹝原

文直譯﹞。這表示主人所看重的是他們的『良善』與『忠心』，

而不是工作成果的多少。所以我們所得的恩賜可以不如別人，但

我們的『良善』與『忠心』卻不能落於人後。主不提他們收益的

數字，卻說他們是在『不多的事』忠心盡職。這說出我們今天為

主無論作了多少事，乃是「不多的事」，而是為著在天國的實現

裏膺負更重大的責任(「許多事」)，且能與主同享喜樂。所以千

萬不要讓數字來迷糊我們的心思，因此就可以推辭說：「沒有恩

賜，就可以不必交賬，不必服事。」主既然將恩賜賜給我們每一

個人，我們就有責任好好地善用祂所賜給我們的一切包括時間、

金錢、才能、環境、機會和其他資源，去服事神、幫助人。無論

我們多麼忙碌，都不應該找藉口而埋藏所擁有的。 

【啟示】我們可以從這三種僕的比喻的功課，來學習如何坦然迎

接主的再來？試問我們如何運用神的恩賜(太二十五 14～30)？─

─要作良善與忠心的僕人，得主的稱讚和天國的獎賞，應殷勤並

充分運用主所賜的一切，忠於主所託付的事，切勿荒廢主所賜給

的時間、機會、才能、恩賜、環境和其他資源。本段「銀子」象

徵我們蒙恩得救後，從主所得到的屬靈恩賜(林前十二 4～11)；

「作買賣」象徵我們各人運用主量給的恩賜；「賺得的銀子」指

事奉的结果。每一個僕人都有恩賜，問題在乎是否忠心作工。所

以，問題並不在乎擁有多少，成果大有多少，乃在於我們怎樣運

用神所賜給我們的一切。因為天生我才必有用，人的「無用」，

是因「不用」；「不用」遲早會變成「無用」和「又惡又懶」的

僕人(26，30 節)。在國度時期，受到主的懲治。讓我們算一算，

按照目前的情況，我們每天為主做了些什麼﹖做了多少﹖ 

【默想】三種僕人的比喻 (太二十五 14～30)注重的是各人的服

事，指出我們是否忠心，關鍵在於是否有善用神的恩賜。所以，

切勿將一生荒廢在世界裏，以至掘洞埋沒恩賜！因為不在乎我們

擁有多少，乃在於是否積極運用所交付於我們的一切，作個「良

善又忠心」的好僕人。 

【創世記讀經課程】雅各在埃及 
【讀經】創 46：1～47：28；雅各為法老祝福和扶著杖頭敬拜神。 

【重點】本段(創四十六～四十七)記載雅各全家人遷到埃及定居，

約瑟在飢荒時實施饑荒救濟計劃的事蹟。《創世記》第四十六章

1～4節記載以色列到別是巴獻祭，神向他顯現。下埃及是雅各一

生中最大的轉捩點。雖然雅各說要去見約瑟一面(創四十五 28)，

但是那時他心中畏懼，擔心下埃及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他來到

別是巴獻祭求問神。耶和華在這裡曾經向以撒顯現(創二六 23，

24)；如今，神第七次向雅各顯現，在異象中對他說話，鼓勵他

下埃及去，要他不要害怕。在此，神給雅各四重的應許：(1)

「成為大族」；(2)「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3)「也必定帶你

上來」；(4)「約瑟必給你送終安葬」。於是，雅各率領全家七

十人往埃及去(5～7 節)。8～27節記載跟隨雅各和他家庭成員下

埃及的名字。這裡是根據雅各的妻子來計算：(1)卅三個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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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德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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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6&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7&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8&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19&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0&Seq=1
http://www.churchinhk.org.hk/B_Text.asp?Y=2013&M=2&D=21&Se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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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代(8～15節)；(2)十六個是悉帕的後代(16～18節)；(3)十

四個是拉結的後代(19～22節)；(4)七個是辟拉的後代(23～25

節)。跟雅各一同到埃及的家庭成員有六十六人(26節)，還有約瑟

一家人共有七十人(27 節)。28～34 節記載雅各跟約瑟在歌珊聚首。

闊別了二十年，當約瑟在歌珊地看見雅各，就伏在父親的頸項上

哭了許久。接著，約瑟為安頓他的家人在埃及地，預先策劃應對

之道。他提醒家人怎樣和法老說話，才可以居留在歌珊地。 

第四十七章記載雅各的家人在埃及。本章集中記載三件事，就是

(1)雅各家在約瑟的安排下居住在歌珊地，(2)約瑟在饑荒期間的

行政處理，與(3)雅各死期臨近的遺命。1～12 節記載約瑟帶家人

去見法老。約瑟挑選五弟兄去見法老，法老問他們以何事為業，

他們回答，他們以牧養牲畜為生，並求容許住在歌珊地，於是法

老就答允他們所求。然後，約瑟將父親雅各帶到法老面前，雅各

對法老說他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並兩次給法老祝福。約瑟安頓

家人在歌珊地定居，用糧食奉養他父親和他弟兄，並供應他們一

切的需要。13～26節描述了約瑟實施饑荒救濟計劃。埃及饑荒甚

大，約瑟用糧食首先換得埃及地和迦南地人的所有的銀子，其次

一切的牲畜，最後他們的田地。這樣法老得了一切，眾民也成了

他的僕人。隨後，約瑟給他們種子種地，而他們要把土地出產的

五分之一納給法老，五分之四留下。27～31 節記載約瑟領受雅各

的遺命。雅各在埃及住了十七年，已是一個一百四十七歲的老人。

他知道自己死期近了，就叫約瑟起誓應允不將他葬在埃及，而要

把他的骸骨從埃及帶回迦南地。約瑟就照他所說的話起了誓；於

是雅各在牀頭上，扶著杖頭敬拜神。 

【鑰節】「神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

害怕，因為我必使你在那裏成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

必定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終 (原文作將手按在你的眼睛

上)。』」(創四十六 3～4) 

「雅各說：『你要向我起誓。』約瑟就向他起了誓，於是以色列

在床頭上(或作扶著杖頭)敬拜神。」(創四十七 31) 

【鑰字】「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創四十六 4)──神曾命令以撒

不可下埃及(創二十六 2)，雅各怕自己下埃及會錯，所以他選擇在

別是巴獻祭，尋求神的旨意。神在異象中，應許他：「我要和你

同下埃及去」 (創四十六 4)。知道神要與他同在，這就夠了，其

他的細節已經無關緊要了。有神的同在，他哪裏都可以去；若沒

有的神同在，他哪裏都不該去。 

「以色列扶著杖頭敬拜神」(創四十七 31原文)──這是一幅何等

美麗的圖畫！「杖」是雅各一生受神的帶領，是他蒙神憐憫的記

號。雅各年少離家時，他以「杖」過約旦河(創三十二 10)；壯年

時，他為生計而依「杖」奔波；離開毗努伊勒時，他瘸腿，從此

靠「杖」而行；臨終時，他扶著「杖頭」敬拜神，敬拜神在他身

上所作的，沒有一件不是最好的。 

【大綱】本段(創四十六～四十七)，可分成二部份： 

 (一) 雅各全家來到埃及(創四十六章)； 

 (二) 雅各的家人在埃及(創四十七章)。 

【核心啟示】本段(創四十六～四十七)讓我們看到神是歷史的主

宰。二百多年前神曾經向亞伯拉罕預言──他的後裔必寄居埃及

(創十五 13～16)，如今實現了。因此，在約瑟和法老的邀請下，

也在神的保證和囑咐下，雅各才舉家遷往埃及。本段也特別描述

了雅各晚年的事，顯出生命成熟的雅各，而說出神在他身上已經

作成了祂的工作，使他成為神所用，可祝福他人器皿。本段值得

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 雅各決定下埃及去見約瑟(四十六 1～4)──在那時候，

雅各不敢輕易下埃及去。他的害怕不是因為下埃及，而

會遭受到神的刑罰，乃是因著他想到神的應許、神的約，

怕神的旨意受攔阻。去埃及之前，神向雅各顯現，告訴

他不要害怕，還給他特別的應許：(1)因神的旨意，神必

使他在那裡成為大族；(2)有神的同在，因神要和他同下

埃及去；(3)有神的應許，因神必定帶他上來。這實際上

是雅各在以色列去埃及之前，神再次堅立亞伯拉罕之約。

有了神話語的保證，知道神必成全祂的應許，他才敢從

別是巴起行，下埃及去。 

（二） 雅各給法老祝福(創四十七 10)──雅各站在當時世上最

富有，且最有權勢的法老面前，沒有要求任何的東西，

反倒為他祝福；並且是一見面就祝福，離開前再祝福。

雅各受神不斷的對付之後，他從一個「抓」祝福的人，

變成了一個「給」祝福的人。 

（三） 雅各對法老的回答。雅各用「又少又苦」來形容自己一

生的年日。他的一生真是苦多樂少：為避開哥哥的怒氣，

而隻身遠赴異地(二十七 42～43)，受盡舅舅拉班的剝削，

餐風宿露(三十一 40)，而在自己的家裏，又遇妻妾相爭

(三十 8)，女兒底拿被辱(三十四 1～2)，兒子西緬和利

未殺人惹禍(三十四 30)，愛妻難產而死(三十五 19)，長

子流便污穢他的床(三十五 22)，愛子約瑟被眾兄出賣(三

十七 31～35)，最後又遇饑荒，險失西緬和便雅憫(四十

二 36)，真是滿了辛酸苦痛的生涯。可是，神以祂奇妙的

手，把雅各一切的辛酸變成了祝福。 

（四） 雅各扶著杖頭敬拜神(創四十七 31)──當雅各旅世的程

途將到終點的時候，他扶著杖頭敬拜神。此刻，一面他

沒有忘記神給他的應許，他在信裏預見子孫歸回神所應

許之地(來十一 13)；另一面，雅各「扶著杖頭」，表明

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神牧養了他的一生(創

四十八 15)。所以，雅各敬拜神。 

【默想】 

（一） 第四十六章說出雅各在還沒有見到約瑟之前，他曾先去見

了神。神再一次的向雅各啟示，使他知道神要與他同在，

並且眷顧他。在我們作重大的決定之前，是先去見誰呢﹖ 

（二） 第四十七章說出雅各一生的經歷，所給予我們最寶貴的教

導是：無論我們有怎樣的性情和脾氣，而我們的天然生命

也是一無可取，可是神能對付我們；祂會一步一步地作工

在我們身上，並且藉著各種各樣的方法、為難的環境，使

我們生命終至成熟。祂永不失敗！因為祂是雅各的神！祂

也是我們的神！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敬拜祢的旨意，祢在凡事上引導我

們；我們敬拜祢的信實，在漫長的人生道路，祢供應了我們一

切的需要；我們敬拜祢的道路，祢在我們身上所作的，沒有一

件不是最好的。 

【金句】「雅各當他旅世的程途將到終點的時候，求約瑟不要將

他的骸骨埋在異地。他這個請求，並不純全出之於天然情感的因

素。雅各深知，在神的旨意中，埃及並非他們永遠安居之所。所

以不論此刻環境如何，他沒有忘記神給他的應許，他信靠神，在

信裏預見子孫歸回神所應許之地。」―― 摩根《話中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