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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1/10~ 1/16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馬太福音讀經課程          11:00-11:30 AM 

交通聚會                          11:3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黄志杰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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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月 30 日(週六下午 5: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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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日 

讀經 創二十五～二十六；以撒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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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一日 

讀經 創二十七～二十八；雅各離家出走。 

鑰節 創二十八 12～13】「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

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

以上(或譯：站在他旁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

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 

一月十二日 

讀經 創二十九～三十；雅各投奔母舅拉班。 

鑰節 【創二十九 25】「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亞，就對拉班

說：『你向我做的是甚麼事呢？我服事你，不是為拉結

嗎？你為甚麼欺哄我呢？』」 

一月十三日 

讀經 創三十一～三十二；雅各改名以色列。                         

鑰節 【創卅二 28】「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

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一月十四日 

讀經 創三十三～三十五；雅各往伯特利築壇。 

鑰節 【創卅五 1】「神對雅各說：『起來！上伯特利去，住在

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掃的

時候向你顯現的那位。』」 

一月十五日 

讀經 創三十六～三十八；約瑟早年在家中。 

鑰節 創卅七 19】「彼此說：『你看，那作夢的來了。」 

一月十六日 

讀經 創三十九～四十；約瑟的得勝。                       

鑰節 【創卅九 21】「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

司獄的眼前蒙恩。」 

【本週聖經鑰字】 
「以色列」(創三十二 28)──字義是「神得勝」或「與神搏

鬥」。這個複合詞中的以色列(Israel)，字首的(Isra)意為「奮

鬥」或「統治」，字尾的(el)是「神」的意思。聖經之中有許多

人被神改名，象徵神改變了人的生命。在雅各與神摔跤的過程

中，神將「雅各」改名為「以色列」，表明神現在看雅各不再

是「奪取者」，而是「與神較力者」。他抓住了神，也被神抓

住了。「以色列」還有一個意思是「神的王子」，表明騙子雅

各以前是與人相爭；現在是與神一同治理的王子。 

【雅各的轉變】──雅各在毗努伊勒的經歷，是他屬靈的轉機：

(1)雅各從求屬世的福轉變為求屬靈的福(26 節)；(2)「雅各」被

神改名為「以色列」(28 節)，使他從一個詭計多端的人，變成

為神的王子，並從與神搏鬥，變成與神一同治理的人；(3)雅各

清楚知道自己面對面見了神(30 節)；(4)雅各腿瘸了，因他的肉

體受了神的對付(31 節)。雅各的大腿筋被神一摸，結果身上留

下被對付的記號。從那一天起，他的大腿就瘸了。之後，他每

走一步路，就知道自己的不行，知道自己是一個受神對付過的

人。創世記二十八章 11 節說：「太陽落了」，雅各在騙取父親

祝福之後，他開始過著屬靈黑暗的生活。直到二十年之後，當

雅各離開毗努伊勒的時候，三十二章 31 節才說：「日頭剛出

來」，他開始過著有屬靈陽光的生活。 

【金句】「『雅各」意即『抓腳跟』，因此他屢次計謀攫

取。而『以色列』之意為『蒙神管治』。這是雅各那一夜所

發覺的。雅各的一生曾多次與人爭戰較力，他無不得勝，這

使他竟忘了是由於神在管理並安排他的一生，纔能有這些得

勝。那一夜，神使他成了瘸腿的人，讓他認識到他自己的軟

弱，為要教他知道得能力的秘訣。神使他挫敗，為要使他得

勝。」―― 摩根《話中之光》 

《馬太福音第十四章》──王繼續施憐憫 
【讀經】馬太十四 1～36。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君王救主與其先鋒雖被人棄

絕，但祂滿有憐憫和能力，繼續向人施恩。 

【主題】《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主題說到：(1)施浸約翰之

死(1～12 節)；(2)主耶穌給五千人吃飽(13～21 節)；(3)主

耶穌履海(22～33節)；(4)主耶穌治好革尼撒勒地方的病人

(34～36節)。 

【特點】我們特別看見，主啟示了祂與世人和我們的關係：

(1)被世人棄絕的基督(1～12 節)；(2)滿足人需要的基督(13

～21節)；(3)升天代禱的基督(22～23節)；(4)超絕和及時

挽救的基督(24～33 節)；(5)權能醫病的基督(34～36節)。 

【鑰節】「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魚。』耶穌

說：『拿過來給我。』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

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

遞給眾人他們都喫，並且喫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太十四 17～21) 人雖棄絕主，但主始

終對人以憐憫為懷。主分餅叫五千人吃飽，表明祂豐滿的供

應，滿足人了生命的需要。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穌那裏去；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買地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 1月 30日福音聚會禱告。求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接受福音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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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著說：主阿，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 

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太十四 29～31) 人雖「小信」，

但主的帶領和保守，何等全備，何等穩妥！正常時，主有話帶領

(『你來罷』)，可憑以往前；軟弱時，主會「伸手拉住」，可足以

投靠。 

【鑰字】「祝福」(太十四 19)── 原文為 eulogeo，指對神讚美

稱頌，對人祝福施惠。主耶穌使五千人吃飽的神蹟是四福音書中

惟一共同記載的神蹟(太十四 13～21；可六 30～44；路九 12～

17；約六 1～14)。由此可見，這項神蹟對我們應具有深遠的意

義。這事件特別表達了不在乎人手里有多少餅，乃是在乎有沒有

神的「祝福」。有一個弟兄說：「神要行一個小神蹟，就把我們擺

在艱難的情形中；神要行一個大神蹟，就把我們擺在一個不可能

的情形中。」當我們認識自己的無有、無能時，才會轉而信靠那

「叫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羅四 17) ，因而經歷神豐盛的

「祝福」。這神蹟同時說出，我們雖然微不足道，手中所有的，也

極其有限，但只要我們把自己完全交託在祂的手中，祂能使用我

們，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倪柝聲弟兄說得好，「在神的工

作裏，當我們失去了神的祝福，就一切都完了。如果我們真認識

『神的眷顧』這事的嚴肅，對於我們的言行以及全人的一切，都

要強烈地加以約束。因為『對』，不是我們的目標；『對』或

『錯』不是我們受衡量的準則，唯有神的祝福才是準則，且是唯

一而永恆的準則。」 

「害怕」(太十四 30)──原文為 phobeo，指驚恐，懼怕某人或某

事。「害怕」使人信心動搖，結果總是叫人「沉下去」。亞歷山大

帝在少年時，他的父親買了一匹難馴的馬，就是頂會練馬的馬師

也是無法管牠。但亞歷山大卻能對付牠，一點也不覺得困難。有

人問亞歷山大說：「你的秘訣在那裏？」他說：「我細察此馬何以

難馴，因牠怕見自己的影子。所以我先解除牠的懼怕，叫牠面向

太陽，看不見自己的黑影。」許多基督徒所以懼怕、灰心、軟

弱，就是太看自己艱難的環境，太想自己不幸的遭遇。若是抬起

頭來仰望主，單單看祂，就必剛強壯膽。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五餅二魚的神蹟──藉主耶穌使五千人吃飽的神蹟，讓我們

看見人得着神祝福的過程和結果： 

(1)「拿過來給我」(18節)──要將自己先奉獻給主。不可以自

我中心，只見人的有限、殘缺；交在主手中，必經歷豐足無

限！ 

(2)「坐在草地上」(19節)──要先安息「坐」在主腳前(路十

39)，而不要急忙到東到西！ 

(3)「望著天祝福」(19節)──要仰望神的祝福，而不求「人」

憐，不看「自己」而嘆息，只尋求「天」上的祝福和供應！ 

(4)「擘開」(19節)──要接受主十字架破碎。被主擘得愈多愈

碎，越能把祝福傳給愈多的人！ 

(5)「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19節)──要成為神祝福的

管道，故要傳「遞」主的供應，不要扣「留」在自己手中！ 

(6)「他們都吃，並且都吃飽了」(20節)──要使人人都有份，

享受祂而得着飽足，切勿獨享、獨樂！ 

(7)「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20節)──不可糟蹋主的恩典，

要愛惜零碎時間，把握零碎機會，見證主豐富的供應！ 

(8)「裝滿了十二個籃子」(20 節)──要見證神的榮耀與豐 

富，將基督測不透的豐富供應給別人！ 

戴德生先生有一次被一窮人請到家裏，看見那窮人的妻子病 

得可憐，家中的情景真是需要錢財的幫助。那時他的袋子裏 

只有一塊硬幣，是他那時所有的錢，也是他明天中午吃飯要

用的錢。他想，若他袋子裏的錢是零散的，他可以送那窮人

一部份，留下一部份明天中午用。但他所有的是一整塊硬

幣，沒法分送。若是全送，明天中午吃飯就成了問題；不

送，他裏面又不能過去。在這情形之下，當他想要安慰他

們，告訴他們說，天上有一位慈愛的神的時候，他裏面就責

備他說，你告訴他們天上有一位慈愛的神，你自己卻不肯將

一塊硬幣交給他，自己倚靠那位神。後來他讓神得勝，就把

那塊錢送給那窮人。送出以後，他心裏滿了喜樂！第二天早

飯尚未吃完，他就接到一封不知來處的信，裏面隻字未提，

只有一部分錢，有他昨晚送出的三倍之多。他這樣學了順服

神的功課，所以他以後能成為神祝福的管道，應付在中國那

麼大的工作的需要。 

(二) 彼得履海──從彼得在海面行走的故事，讓我們看見

如何面對人生的風暴： 

（1）我們人生的路上，不會是一帆風順，難免會遇見試探、

苦難、攻擊與攔阻。當我們環境越是黑暗──「夜裏四

更天」(24節)的時候，也就是我們遇見主的時候(或說

主來遇見我們)。 

（2）祂是走在風浪之上的主(25 節)，因祂掌管萬事，主宰一

切(弗一 21～22 。自然，祂能夠帶領我們超越一切風

波，勝過世界、罪惡、死亡、鬼魔等。 

（3）在一切逆境中，只要祂對我們說「是我，不要怕」(27

節)，就能夠叫我們得著安慰、鼓勵。 

（4）彼得失敗的經歷告訴我們，我們可能會有下沉的危險。

因為如果我們的眼睛轉離主，專專注視周圍的環境時

──「見風甚大」，信心便開始動搖──「就害怕」，結

果總是往下沉 (30節)。其實風浪大並不可怕，可怕的

乃是我們失去信心，發生懷疑，因而失望、屈服，那時

就要被撒但所興起的風浪吞吃掉(彼前五 8)。所以，當

主在水面上叫我們「來罷」(29節)的時候，我們因得著

主話的保證，就不要疑惑，應專心地注视、仰望祂，以

致我們能在風浪中靠祂，歡歡喜喜地住前行。 

（5）僅管有時我們會与彼得一樣，落到幾乎仆倒，即將「沉

下去」的地步，千萬不要絕望、放棄，仍應向主祷告：

「主啊，救我！」(30 節)。這雖是最短的禱告，卻是蒙

主垂聽。祂必立刻伸出祂的手，及時地引領我們度過難

關。 

（6）這次的經歷，彼得永遠不會忘記主的「拯救」和「信

實」。同樣，在我們身上的一切作為，尤其是在我們信

心軟弱、失敗的時候，都是為叫我們更多且更深地認識

基督。 

【金句】「你現在是否正被患難、試煉、危險所包圍呢？這些

都是神為你安排的器皿，為著盛滿聖靈用的。如果你懂得神

的用意，它們就會作你得到新祝福和新拯救的機會；這種祝

福和拯救，除此以外，別無他法可得。把這些器皿拿過來給

神，用信心和禱告帶到祂面前來。安靜罷，停止你自己的活

動，除非祂有所吩咐。不要作祂所沒有吩咐你作的事情。給

祂一個機會去作罷！這樣，使你害怕的患難、試煉、危險，

都要變作神彰顯祂恩典和榮耀的機會了。」──宣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