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訊

 “愛的呼召; 禱告特會” (7/14, 21, 28, 8/4)

 將我們對神的愛化成禱告的行動!

 Daniel & Deborah Mun文在烘夫婦

浸礼 (8/10, Sun)

 浸禮/會員班 (Fellowship Hall)



家訊

 姐妹會 7/31 (週四) 9:30am-1pm

 身心靈健康講座: 教會交誼廳

 有幼兒看顧+午餐

 邀請親朋好友參加!!

真道神學院: "浸信會信仰特色與制度“

 講師: 張達吉牧師. 9/9開始, 每週二晚
7:30-9:45pm教會(十週)

 請向 执事 Jose 報名



主里合一的盼望 (诗 133)
教会会章的表决

•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事奉我们的主.
我们团结就能闪耀,我们联合就有力量.

•请为教会会章祷告.于7月27日和8月
3日来参加投票.您的投票将验证神的
旨意.

•愿圣灵引领你对教会会章的表决.



SCRIPTURE

讀經



創世記 32:22-32

(pp. 51-52)



22 他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
女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雅博渡口。 23
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去
， 24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
摔跤，直到黎明。 25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
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
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 26 那人
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
：「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27 那人說：「你名叫什麼？」他說：「
我名叫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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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
告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
」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 30 雅各便給
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說：「我
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31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毗努伊
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32 故此，以色列
人不吃大腿窩的筋，直到今日，因為那
人摸了雅各大腿窩的筋。





SERMON

信息

7/20/14



“瘸腿冠軍A Limping Victor”

(創世記 32:22-32)

邓牧師



行过黑暗死荫的幽谷 (诗篇 23:4)?

公司: 一通电话 (弟兄)

 Sep 11th, 2001: 一通电话 (父女)

医生: 一席谈话 (三姊)

 MH370 & MH17: 一条新闻 (亲友)

創世記 32章: 面对以扫 (雅各)

 創 32: 6-7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 说
: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四
百人, 正迎着你来.’ 7 雅各就甚惧怕, 而
且愁烦…”



創 32章: 雅各面对以扫: 人生死荫的幽谷

 創 32: 6-7 “. .你哥哥以扫 . .他带着四百人, 
正迎着你来.’ 7 雅各就甚惧怕, 而且愁烦…”

想当年 . . . 二十年前 . . . 

 創 27:36, 41 “以扫说: ‘他名雅各, 岂不是正
对吗? 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他从前夺了我
长子的名分, 你看, 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 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 到那时
候, 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殺身之禍; 赶尽杀绝



創 32章: 雅各面对以扫: 人生死荫的幽谷

 預備 1 (vv. 7-8):化整為零, 分成兩隊

 雅各的禱告 (vv. 9-12): 慈爱诚实; 谦卑恳求

 V. 11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因为
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預備 2 (vv. 13-21): 五波重禮, 息怒解恨

 V. 20 “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
然后再见他的面, 或者他容纳我.”

“Perhaps 或者”: 人的尽头

2015 福音收割

禱告 (特会) 2014 預備 (hoikos)



雅各的禱告 (vv. 9-12): 慈爱诚实; 谦卑恳求

 V. 11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因为
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垂听祷告？

通宵达旦, 摔跤肉博战 (vv. 22-32)

 vv. 22-24a  佈局 (夜間, 雅博, 一人)

 vv. 24b-25  肉體的摔跤

 vv. 26-30  言語的摔跤

 vv. 31-32  結局 (日頭, 瘸腿以色列, 以扫)



“雅博渡口, 与神面對面”: 摔跤战 (vv. 22-32)

神的主動 (22-24a節)

 “夜間起來 . . . 只剩下雅各一人”

 死荫的幽谷: 黑沉沉, 赤裸裸, 孤零零

 “有一個人來”: 神的同在

 “这是神的军兵, . . 起名叫玛哈念” (vv. 1-2)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
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
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创 28:15)

 “. . 行过死荫的幽谷, . . 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雅博渡口, 与神面對面”: 摔跤战 (vv. 22-32)

神的觸摸 (25節)

 “有一個人來, 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v. 24)

 攻擊雅各! -- 全力以赴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 . .” [全能的神!!]

 “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
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

 “癱在那裏, 一無是處!” --新的得勝生活!

 “雅博渡口摔跤”: 雅各 (“抓”) 一生写照!

 二十年流亡生涯; 死荫的幽谷 – winning?

 你我一生写照?



“雅博渡口, 与神面對面”: 摔跤战 (vv. 22-32)

雅各的抓住 (26節)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 . 你不給我祝福, 我
就不容你去.”

 腿是瘸了, 眼却亮了: 言语的摔跤

 只被打伤, 不被医治: 紧紧抓住神

 中国的 “雅各”: 伤痕累累!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 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软弱, 破碎中: 得胜 祷告中: 蒙福



“雅博渡口, 与神面對面”: 摔跤战 (vv. 22-32)

神的祝福 (27-2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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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名字: 新生活, 新能力, 新归宿!

 “以色列”: 意思 – “神争战!”

 靠己的 “雅各” 靠神的 “以色列”

 得胜的应许:

 血气的争战 言语/祷告的争战

“我要把我的教会 [以色列国, 罗 2] 建造在这
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雅各與以色列人的記念 (30-32節)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 意思說: 
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雅博渡口 毗努伊勒 (神的面)

 与神面對面: 必死无疑 (出 33:20)

 打破我头 轻摸一把!

 弃我不管 大大祝福!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窩的筋, 直到今日. . .”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 神的觸摸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 . . .”

 “成功骗子”雅各 “瘸腿冠军”以色列



“雅博渡口, 与神面對面”: 摔跤战 (vv. 22-32)

基督的 “翻轉” (客西馬尼/十架上)

 耶穌的心情

 耶穌的禱告

 耶穌的孤獨

 耶穌的结局 雅各的结局

(置於死地? 赛 53) (得以存活)

 “三日後, 當黎明來到, . . .”

“复活冠军”救世主(钉痕 ) “瘸腿冠军”以色列

我们以吃喝来纪念: 主的桌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 基督的十字架

黑暗死荫的幽谷



“雅博渡口, 与神面對面”: 摔跤战 (vv. 22-32)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基督的十字架

我三姊的翻转

 邓家的 “雅各” 神家的 “以色列”

 大学毕业: 病得医治 (伯特利遇见神)

 十五年作浪女 (流亡亚兰地)

 最后五年: 得癌症 (雅博渡口)

 软弱, 病痛: 却刚强, 得胜 (“瘸腿冠军”)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20 年人生死荫的幽谷: 感谢神”

毗努伊勒: 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59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寧”



1)

有時享平安, 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悲傷來, 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我心靈, 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2)

撒旦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
我有主保證, 在我心，

基督深知我, 無依靠之苦境，
甘流血, 救贖我, 賜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3)

回想我眾罪, 已全釘十架上，
罪擔得脫下, 心歡暢，

我要常思念, 主慈愛，主恩情，
讚美主，我心靈, 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4)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成眼見，
雲彩將捲起, 在主前，

號筒聲吹響，从天上, 主降临,
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