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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5 年 4/5~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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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任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高春华姊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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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4月25日(週六)晚上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

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二) 今年的福音营仍将在国殇节长周末(五月23日礼拜六上午

11:30～ 25日礼拜一上午10点)。地点：宾州的青山基督徒营

地(Blue Mountain Christian Camp)。请大家多为福音营各方面

事工祷告，并邀请弟兄姐妹和渴慕真道的朋友们参加。请将福

音營报名表送交陈宪明和王艾东。 

 

 

 

 
 

 
四月五日 

讀經 路四1～30；勝過試探 

鑰節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路四 13) 

四月六日 

讀經 路四 31～44；禱告得力 

鑰節 天亮的時候，耶穌出來，走到曠野地方。眾人去找祂，到了祂

那裏，要留住祂，不要祂離開他們。(路四 42) 

四月七日 

讀經 路五 1～26；應主呼召 

鑰節 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路五 11) 

四月八日 

讀經 路五 27～39；跟從耶穌 

鑰節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路五 28) 

四月九日 

讀經 路六 1～26；信而順從 

鑰節 祂就周圍看著他們眾人，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

一伸，手就復了原。(路六 10) 

四月十日 

讀經 路六 27～49；遵行主話 

鑰節 凡到我這裏來，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像甚

麼人；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

上；到發大水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不能搖動；因為

根基立在磐石上。 (路六 47～48) 

四月十一日 

讀經 路七 1～17；主的同情與憐憫 

鑰節 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她，對她說：『不要哭。』於是進前

按著槓，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

來。』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

(路七 13～15) 

【本週聖經鑰字】 
「走到曠野地方」(路四 42) ──主耶穌工作至深夜，次日天方

破曉的時候，就獨自走到「曠野」，和神禱告交通(可一 35)。這

說出無論如何忙碌疲累，都不能影響祂與天父之間的交通；無論

工作上有多大的成就，都不會奪取神在祂身上的地位。哦！這就

是祂能力的來源，作工有果效的秘訣。早晨天未亮的時候是親近

神最好的時間；那時，不只環境最安靜，並且心境也最安祥合適。

所以主耶穌清早起來到曠野地方就是為著禱告。主作為一個

『人』，連祂都需要藉著常常禱告，和父神保持交通連結，並從

父神汲取能力。我們的主都須如此，更何況我們就更需要禱告，

好好地親近神，保持與祂親密的交通。千萬不要因著繁忙的生活，

而忽略了單獨與神單獨會面的時間。 

【先調正中音】一位神的仆人問一位調音師：「這樣的大風琴，

上面琴子如許之多，你怎樣調音，能使他們和諧呢？」修琴人回

答說：「我先將最中間的『C』音調到正确，然后再使其他的琴子

都与它調和。」信徒必須早起，与神親近，同他調至和諧，然后

才能在一天中和所接触的人、事、物和諧。戴德生也說過：「哪

有先開音樂會，然后才調和樂器呢？每天讀經、禱告、先与神調

和，然后再与人見面辦事。」 

【家訊信息】雅各的祝福和預言 
【讀經】創 48：1～49：33。 

【重點】本段(創四十八～四十九)記載雅各為约瑟二子和眾子祝

福。《創世記》第四十八章記載約瑟攜二子見雅各並得祝福。有

人告訴約瑟，他的父親病了。約瑟就連忙帶著兒子瑪拿西和以法

蓮來到父親床邊(1～2節)。雅各首先重申了神的應許，並且要把

以法蓮和瑪拿西當成自己的兒子對待(3～7節)。雅各這樣做，乃

是紀念他的愛妻拉結，而拉結是在伯利恒附近死去的。此時，雅

各老邁，眼睛已經昏花，看不清楚，但吩咐約瑟把兩個兒子領到

他跟前，要給他們祝福(8～12 節)。之後，雅各不顧約瑟反對，

把右手放在以法蓮(年幼的)的頭上而不是瑪拿西(年長的)頭上；

並且他預言說，以法蓮將比瑪拿西大(13～20節)。然後，雅各重

申神必會按所應許的，帶領他的後裔返回迦南；又祝福約瑟，使

他比眾弟兄多得一分產業(21～22 節)。 

第四十九章記載雅各臨死前給眾子說預言並留遺言。雅各召集兒

子們到他床邊，他很清楚自己要傳達的遺言是「預言」(1 節)，

也是祝福(28 節)；並且他說的預言，日後都要一一應驗。3～27

節記載雅各預言論他的眾子。關於流便的預言(3～4節)，由於他

雖為長子，卻因放縱情欲，與辟拉同寢，污穢了父親的床，就喪

失了長子的名分和地位。關於西緬和利未的預言(5～7節)，由於

他們濫殺示劍的男丁，故沒有基業，被分散在以色列境內。關於

猶大的預言(8～12節)，他必得到弟兄們的讚美，要作他兄弟們

的領袖；他如獅子要戰勝仇敵，無人敢惹他。權柄之杖必不離開

猶大，直等細羅(彌賽亞)來到，萬民都必歸順。猶大的後裔將享

安定繁榮。關於西布倫的預言(13 節)，他將住在海岸邊，得享昌

盛。關於以薩迦的預言(14～15節)，他如強壯的驢，成為服役于 

【禱告事項】 
◆ 為2015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4月25日(週六)福音聚會和國殤節福音營(五月23～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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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曹波姊妹，张凉姊妹的母親，上海张建伟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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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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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僕。關於但的預言(16～18 節)，但的支派必判斷他的民；但

他的後裔被比喻作毒蛇，被撒旦所得著並利用，使以色列人偏離正

路(士十八 2～31)。關於迦得的預言(19 節)，他必被敵軍追逼，卻

有力量加以還擊和得勝。關於亞設的預言(20節)，他的食物必定肥

甘；他必預備出君王爽口之物。關於拿弗他利的預言(21 節)，他如

被釋放的母鹿，口中也出嘉美的言語。關於約瑟的預言(22～26節)，

他首先要像葡萄樹多結果子的樹枝，祝福從他的邊界流出，直達遠

處有無數的後代。其次，當人要苦害他時，因雅各的大能者——以

色列的救者，以色列的磐石(彌賽亞)必保護和援助他。最後，他要

蒙受神特別的祝福：天上所有的福，地裏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

的福。關於便雅憫的預言(27 節)，他如一隻兇猛的豺狼，善於戰鬥

(士五 14；代下十四 8)。28～32節記載雅各論及他的身後事。而後，

雅各吩咐眾子把他葬在希伯侖的麥比拉洞，就是他祖父亞伯拉罕向

赫人以弗侖買來作墳地的地方；囑咐眾子已畢，就把腳收在床上，

走完了他在地上的路程。他的遺囑表明他深信後代必會按神的應許

重返迦南地。 

【鑰節】「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

所事奉的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創四十八 15) 

「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這也是他們的父親對他們所說的話，

為他們所祝的福，都是按著各人的福分，為他們祝福。] (創四十

九 28) 

【鑰字】「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創四十八 15)──雅各回

顧自己的一生，乃是都蒙神的憐憫。雅各自己一生是牧羊人，所以

他也能深深體會到神給他照顧和餵養的恩惠。神怎樣負責「牧養」

雅各的一生，祂也必照樣帶領、供應、保護我們的一生。 

「都是按著各人的福分」(創四十九 28)──雅各本是一個攻於心

計、討價還價、狡黠、籌謀、易變、畏縮、自私、不信的人，但在

神多年的管治和組織之下，現在他在信心中、聖潔中，把尊貴的福

分傳遞給下一代。雅各為他的眾子祝福，乃是按著他們各人的性情

及所作的事，而在耶和華面前所得的分祝福他們，並且提醒神在他

們身上的計劃。雅各提到他們以往的行為有的是乖僻，甚至污穢，

他也提到他們的前途不一定都是光明的。但是，他還是滿了慈愛地

宣告神命定的旨意，表明了他的心仍記念神的應許。 

【大綱】本段(創四十八～四十九)，可分成二部份： 

(一)約瑟攜二子見雅各並得祝福(創四十八) ； 

(二)雅各臨死前給眾子說預言並留遺言(創四十九)。 

【鑰義】本段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 雅各的見證(創四十八 3，15，16)──雅各和神的關係是何

等真實。他回顧一生的年日，並想到神為他所做的一切，故

此他見證神是： (1)「全能的神」乃是全豐、全足、全有的，

向他顯現，賜福與他(創四十八 3)；(2)「我祖亞伯拉罕和我

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創四十八 15上)，和(3)「一生牧養我

直到今日的神」(創四十八 15 下)，以及(4) 「救贖我脫離一

切患難的那使者」(創四十八 16)。雅各回顧了自己蒙神憐憫

的一生，因此深深體會到神的看顧和餵養。並且他認識並經

歷了神是有智慧的，是有恩典的，是有忍耐的，必要在他的

身上作成祂自己的工。 

(二) 雅各的決斷(創四十八 13～20)──此時，雅各要給約瑟的兩

個兒子祝福，他的肉體十分衰弱，外面的眼睛雖然花了，但

靈裡卻剛強透亮，知道自己所作的是甚麼。他對兒子說：

「我知道，我兒我知道」(創四十八 19)。他因著信，對將 

(三) 來的事有確實的把握(來十一 21)。他與神有交通到一個地

步，因此清楚神要立以法蓮在瑪拿西以上，神要大的服事小

的。雅各在一生的經歷中，學會親近神，明白神的旨意；所

以他肉身的軟弱，不能影響屬靈的決斷。 

(四) 雅各的預言(創四十九 1～27)──這是聖經中偉大的預言，

他將他的每一個兒子每一個支派將來的事都說出來，他憑著

信心和順服說的，後來都一一應驗。雅各給眾子的預言可以

分為四段，每三支派為一段：(1)對流便、西緬和利未，說

到人天然敗壞的光景；(2)對西布倫、以薩迦和但說到神雖

祝福，然而他們尚可能背道；(3)對迦得、亞設和拿弗他利，

說到救恩的效力；(4)對猶大、約瑟和便雅憫，說到基督的

得勝。雅各對他兒子們最後的話，讓我們看到，他對他兒子

們的觀察入微，說出兒子們以往的情形，並很準確地預言他

們的前途。因為他兒子們的過去，影響他們的現在和未來。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乃是他明白一切都是在神的計劃之下，

因此他滿了慈愛和誠實，把神所要作的事告訴他的兒子們。 

(五) 雅各的結局(創四十九 28～32)──雅各的一生雖然坎坷，

充滿愁苦和憂傷。但是，他臨死的時候，不是悲悲慘慘，充

滿遺憾，而是光明和圓滿的。雅各晚年經歷神極深的破碎，

因此他最末了的人生不只是成熟，並且是透明了，如同箴言

四章十八節所說：「義人的路，好象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默想】 

(一)第四十八章，雅各一生幾經風暴：哥哥追殺、流落異鄉、

舅父欺壓、女兒被辱、愛妻早逝、長子亂倫，又以為約瑟死

於非命，但雅各仍認定「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創四

十八 15)，以及「救贖我脫離一切患難的那使者」(創四十

八 16) 。雅各認識並經歷神的人生，說出他的人生真是有

福。雅各說神牧養他、救贖他，也成為他事奉的對象，而我

們認識並經歷神有多深呢？ 

(二)第四十九章，雅各人生最末了的路程是光明和美麗的。從

前的雅各是一個工於心計，什麼都抓的人，但由於神不斷的

賜福與他(創四十八 3)，使他終成一個為人祝福的人。他見

法老時，兩次為法老祝福(創四十七章 7，10)。他也為他的

眾子祝福。他提到他們的前途不一定都是光明的，也提到他

們以往的行為有的是乖僻，甚至污穢。但是，他還是滿了慈

愛的宣告神命定的旨意。今天神也要得著我們，在我們的身

上繼續作工，成為祂合用的器皿，叫人因我們而得福。我們

是否像雅各一樣，將最適合的祝福分給我們的孩子，他們在

神的計畫中各自各精彩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願有人今日從我得祝福。 

【詩歌】【使我成祝福】(《聖徒詩歌》634首副歌) 

使我成祝福，使我成祝福，願主榮光從我四射； 

使我成祝福 ，這是我禱告，願有人今日從我得祝福。 

視聽――使我成祝福～churchinmarlboro 

【金句】「雅各對他兒子們最後的話，說出他對他兒子們的觀察

入微。而最重要的點，乃是在他對兒子們的認識中，他發覺這一

切都是在神的管治之下。他所論到他們的話，並不是對於他們在

自己裏面自然發展的描寫，而是神對於他們的旨意。因此，最後

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個人對於神的計劃和能力有奇妙的異象。這

誠然是他信心所得著最高的報償。」―― 摩根《話中之光》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63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