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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1/24~ 1/30 
主日早上 因為暴風雪，本週主日聚會暫停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陈宪明弟兄家 

福音愛筵聚會 週六晚上 5:0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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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愛筵聚會時間表: 

(1) 下午5:00~6:00 身體健康讲座 (一): 我们关心你 

(2) 晚上6:30~7:30 晚餐 

(3) 晚上7:30~9:00 心靈健康讲座 (二): 神关心你 

願雅比斯的禱告──「甚願祢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

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成為我們的禱告，而將神

的祝福，分享給一切需要神的人。 

 

 

 

 

 
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出九～十一；神在埃及降災的目的 

鑰節 【出十一 7】「至於以色列中，無論是人是牲畜，連狗也

不敢向他們搖舌，好叫你們知道耶和華是將埃及人和以

色列人分別出來。」 

一月二十五日 

讀經 出十二～十三；出埃及 

鑰節 【出十三 21】「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

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 

一月二十六日 

讀經 出十四～十五；過紅海 

鑰節 【出十四 13～14】「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

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因為，你們

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耶和華必為你們

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一月二十七日 

讀經 出十六～十八；神賜嗎哪 

鑰節 【出十六 35】「以色列人吃嗎哪共四十年，直到進了有

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 

一月二十八日 

讀經 出十九～二十；神賜十誡 

鑰節 【出二十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

愛，直到千代。」 

一月二十九日 

讀經 出二十一～二十二；民事律例 

鑰節 【出二十二 31 上】「你們要在我面前為聖潔的人。」 

一月三十日 

讀經 出二十三～二十四；守節 

鑰節 【出二十三 14】「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 

【本週聖經鑰句】 
「愛我、守我誡命的」(出二十 6)──這句話顯明了「十誡」的

本身就是愛的表示。神一切的要求，都是根源於祂的愛和人對愛

的反應。「愛」字就是「十誡」的總綱！「十條誡命」原來的意

思是「十句話」，是整個律法的基礎，共分成與神的關係（一至

四條）和與人的關係（五至十條）兩大部分。前四誡是要我們

「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神」(太廿二 37，可二十 30)，是

人對神當盡的本份，後六誡是要我們「愛人如己」(太廿二 39，

可二十 30)，這是盡人的本份。然而人能順服律法，遵守神的誡

命的關鍵在於先『愛神』。 

「神阿，我感謝祢。因為有一個命令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何受恩教士 

【雅比斯的禱告】 

【讀經】「雅比斯比他眾弟兄更尊貴，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

斯，意思說：『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

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代上四 9～10) 

在歷代志上四章 9至 10節，我們讀到雅比斯是一個禱告的人。

毫無疑問，他有為別人禱告；但這兩節經文特別強調的是他為自

己禱告。為自己禱告並不是自私，因為只有在自己得到祝福時，

我們才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雅比斯祈求真正的昌盛，而耶和華

也應允那個禱告時，他才可以成為別人很大的祝福。細心研究雅

比斯的禱告，讓我們看到它包含四個特點。 

1. 雅比斯明智地禱告。經文告訴我們，他「求告以色列的

神」——也就是說，那立約的神，那又真又活的神。頗為明顯的

是，雅比斯接受過怎樣禱告的教導，因此他的禱告是有見識和明

智的。很多禱告都是愚昧，並因而是無益的（例如路十八 11 – 

12 那個）。禱告的基本條件是，我們必須認識神是我們慈愛的天

父——參馬太福音六章，並比較第 6 和 9節。 

2. 雅比斯懇切地禱告。留意他禱告的強烈程度。從他求告神可

以看到這點。他並非只是說：「主啊！祝福我。」而是說：「甚

願你賜福與我……！」我們一定能夠感受到這個向神發出的懇切

呼喊中的真實和熱誠。這肯定必須挑戰我們，因為我們的禱告往

往是無感情、半心半意的。這些禱告不能到達施恩寶座，又有甚

麼奇怪呢？——參創世記三十二章 26節，並比較路加福音十一

章 5至 10節和路加福音十八章 1至 8節。 

3. 雅比斯確定地禱告。他知道自己想得到甚麼，並要求自己想

得到的。他的禱告沒有任何隨意之處。他的禱告經過深思熟慮，

而當他要提出自己的請求時，他能夠清楚地以確定的話說出來。

我們禱告時，明確是多麼重要啊！——參撒母耳記上一章 10 至

11 節。 

4. 雅比斯有效地禱告。雅比斯禱告時，「神就應允他所求

的」。這些話給人很大的鼓勵，因為雅比斯的神也是我們的神。

正如神應允他的禱告，祂也承諾會這樣對待我們——閱讀並比較

耶利米書三十三章 3節、馬可福音十一章 24節、約翰福音十五

章 7節和雅各書四章 2 節。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參加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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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在病中陆维德弟兄和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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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四個就是雅比斯為自己獻上的奇妙禱告的特點。現在從雅

比斯這個禱告，留意怎樣祈求神賜給你真正的昌盛。第 10 節告訴我

們，雅比斯祈求四件事情。聖經清楚提出這四件事，我們最好依從

雅比斯的榜樣，好像他那樣禱告：- 

1. 我們應該祈求恩典。雅比斯禱告說：「甚願你賜福與我……！」

他這個要求是甚麼意思？每個信徒都已經得到美好的祝福（弗一

3）；但雅比斯肯定祈求神祝福，令他可以成為神希望他成為的人—

—參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0 節所說的話。我們只有靠著神的恩

典，才能夠成為祂希望我們成為的人；因此，讓我們祈求恩典，而

恩典會大量供應（林後九 8）。歷代志上四章 9節暗示雅比斯需要

特別恩典，可能是因為他名字的意思是「哀傷」。或許他的出生包

含某些隱藏的悲劇，但無論那是甚麼，他都需要恩典，而他也當然

得到恩典，正如我們得到我們需要的恩典一樣（林後十二 9）。 

2. 我們應該祈求成長。聽到雅比斯向神說：「甚願你……擴張我的

境界！」是多麼美好啊！——比較彼得後書三章 18節。很多基督徒

都滿足於停留在屬靈嬰孩的階段（林前三 1 – 2）。我們需要祈求

耶和華擴張我們的境界，增強我們的能力，加深我們的信仰，燃起

我們的愛，給我們更多機會，令我們更可以為祂所用，使我們更有

祂兒子的形像（羅八 29）。要求耶和華擴張你的境界需要付出很大

的代價，因為那無疑表示會有考驗，因為我們是透過考驗成長。沒

有考驗，我們只會仍然個子矮小，只會仍然軟弱和無效；但如果耶

和華要令我們變得強壯，我們便必須接受考驗（彼前一 7）。 

3. 我們應該祈求引導。雅比斯禱告說：「讓你的手與我同在。」神

的手代表永活神在行動中的能力（拉七 9），並比較詩篇一三九篇 5

節。神希望我們過受引導的生活（詩三十七 23）。祂給我們的生命

供應，讓我們的生命「有秩序」，正如惠蒂爾（Whittier）很美地表

達那樣：- 

「滴下你那安靜的露珠，直至我們一切的努力停止； 

從我們的靈魂中除去張力和壓力： 

讓我們有序的生命承認你的平安多麼美好。」 

當努力、張力和壓力都從我們生命中除去時，那是多麼榮耀。而由

於耶和華的手和我們一起，並放在我們上面，我們能夠過有序的生

活，經驗祂的平安的美好，那是多麼榮耀啊！ 

4. 我們應該祈求敬虔。雅比斯求神使他遠離邪惡，「保佑我不遭患

難」或者「它不會破壞我的生命。」這是一個多麼好的禱告！它令

我們記起提摩太後書四章 18 節，而且感謝神，耶和華能夠救我們脫

離邪惡，令我們過榮耀祂的生活，有純潔、聖潔和像基督的生命！ 

第 9節形容雅比斯是神「尊貴的」人。為甚麼？成為神尊貴的人有

甚麼秘訣？秘訣是——禱告，更多禱告，更多禱告——參帖撒羅尼

迦前書五章 17節。——《生命之道》 

【默想】歷代志上四章 9至 10 節，短短的兩節介紹雅比斯的生平

事蹟，並不是他的豐功偉業，而是他禱告蒙神應允的事。雖然雅比

斯的名字意為：「他給人痛苦」，但他藉著禱告建立與神親密的關

係，並藉著禱告改變了他名字的意義，不但未對他人造成痛苦，反

而成了他人的祝福。他的禱告包含了四方面：（1)賜福與他，（2 擴

張他的境界，（3)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與他同在，（4)保守他不遭患

難、不受艱苦。 

雅比斯誠心的呼求、懇切地禱告，他禱告的內容對我們有什麽屬靈

意義呢？在我們一生的禱告中，有什麽是蒙神應允的呢？ 

【神的祝福才是準則】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應該是滿了祝福的。

他所該殷勤儆惕的，就是嚴防這祝福的泉源被堵塞。如果祝福停

頓了，那必定是有原因的，但我們必不能從外在的環境找到答

案。有一次，我看見一位事奉主的工人，與另一位同工意見不 

和，我聽見這位事奉主的工人據理力爭，聲言他是對的，並且他

所作和所說的也實在是沒有錯。那時我在暗想：弟兄，你也許完

全是對的，但如果我們的對而缺少了主的祝福，那有甚麼益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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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曠野的筵席》 

【在苦難的環境中學會禱告】雅比斯是禱告之子，可能雅比斯經

常在苦難中，可能從小就在這苦難的環境中，可能他從小就會禱

告。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舒服的環境，對孩子未必有好處，

 

有一個人，他幾個孩子都很會禱告，為什麼？原來他們的父母在

戰時帶領他們流離顛沛，痛苦飽嘗前途茫茫的戰亂中；他們禱

告，禱告，從小就這樣，從患難痛苦的環境中產生出來。雅比斯

在苦難中禱告，情詞懇切，最合神的心意，神就應允了。這禱

告，對我們靈性上是大有好處的。 

雅比斯一生，有神賜福，有神同在，有神保守，他是以色列人，

向「以色列的神」（四 10）禱告。我們屬主的人，向自己的主禱

告，不要憂傷像無盼望之人一樣。人生途程上有一條禱告的路，

也是今日每個遭遇患難的人可走的路。我們要抓住神的應許，這

是患難中的出路，患難生忍耐，患難生禱告，對人生靈性是大有

造就的。── 曾霖芳《歷代志上家譜精義》 

【藉我賜恩福】讀經時，我們常跳過歷代志上的前九章，因為裡

面只是些人名。但從裡面，我們可以不時發現一些有趣而富有價

值的訊息。那兩節關於雅比斯的經節，就是個好例子（4：

9~10）。 

《歷代志》的作者告訴我們這人“比他眾弟兄更尊貴”（9

節）。他為何會如此尊貴呢？我們無法確定，但是我們可以從他

的名字以及他的短禱告中找到一些線索。 

雅比斯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他引起痛苦”。有誰願意取這樣的名

字呢？可能他母親為他取此名是因為她在生他時受了很多痛苦。 

雅比斯不怨恨，也沒有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愛”或“平安”，而

是求助於神。他祈求神賜福給他（10 節）。聖經學者們將第 10

節的最後一部分翻譯成雅比斯的禱告，是為自己免除痛苦或不至

於給他人帶來痛苦的禱告。我相信雅比斯是尊貴的，因為他向神

尋求幫助，使他能活得正直而不將痛苦帶給他人。 

無論名字是什么，你都可以成為尊貴的人。今天就請求神賜福於

你，也使你成為對別人的祝福。 

藉我賜恩福！藉我賜恩福！ 

藉我生命榮耀主名； 

藉我賜恩福，救主聽我求， 

藉我賜恩福，使他人得救。 

神賜福於我們，所以我們也要祝福他人。──《生命雋語》 

※  如果神將祂子民的眼淚存在袋子裏，祂怎能不聽他們的禱告

呢？―― 倪柝聲 

※   暫緩不是拒絕。許多禱告上批著：「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神

有規定的旨意，也有規定的時間。─ 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