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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6/27~ 7/3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45 AM 

信息聚會                          10:45-11:15 AM 

成全聚會                          11:20-12:15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陳憲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李景譯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下午 4:00-8:0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下 

一. 請參與 7 月 5 日(週一)烤肉相調活動。時間：上午 11 AM 至下

午 3PM，地 點：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二. 7 月 17 日(週六)青少年福音愛筵聚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

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時間：下午 5 AM 至晚上 8 PM，地 

點：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提後第一章要點】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提摩太後書是保羅臨殉道最後的一封書信，囑咐親愛的兒子提

摩太經歷基督精兵的種種爭戰。本書主要信息就是論到要為主福

音忍受苦難，作基督精兵，為善道而爭戰，如何在末世悖謬不

信，背道行惡的時代中，盡職忠心傳道，作一個無愧的工人，得

將來的賞賜（一 8；二 3，15；三 1～8；四 2，5，7，8）。 

本書第一章中，論到用清潔的良心事奉神，為福音受苦，不以

為恥，要用在基督裡的信心和愛心，靠著聖靈，常守純正話語的

規範與善道。保羅是因著神的旨意，照著在基督裏生命的應許，

作基督耶穌的使徒；且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事奉神（一：1－

3）。他宣稱神救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

按著祂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如今藉著救主耶穌的顯現才表明。

祂把死廢去，藉著福音將不能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保羅為這福

音被派作傳道者、使徒和教師，為此他受苦難，但不以為恥，因

他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守所託付的，直到那日（一：9

－12）。基此，保羅提醒提摩太要憑著他裏面已擁有無偽的信；

神所已給的恩賜和不膽怯、剛強、仁愛、謹守的靈，與祂為福音

同受苦難，不以給主作見證為恥（一：5－8）。並要在信和愛裏

持守那純正的話語；在聖靈裏牢牢守住所交託給他的善道（一：

13－14）。 

本章可分成四部份： 

  一、神的旨意是要我們為福音受苦(1~2 節) 

  二、神的恩賜是我們在受苦中的出路(3~7 節) 

  三、神的能力是我們能為福音受苦的力量(8~12 節) 

  四、在受苦中靠信望愛和聖靈守住所交託的福音(13~18 節) 

默想：本書信記載有很多集體性的失敗實例，包括顯著的偏离真

道和真理。這些怎樣影響信徒個人呢？他是否因此要找藉口，不

持守真理和不過敬虔的生活呢？提摩太后書堅決的答案是：不！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 

【家訊信息】以利亞的秘訣 
（經文：王上十六 28–34；十七：1；雅五 17–18） 

以利亞是大能的先知----某程度上，他更是摩西以後、施洗約翰以

前最偉大的先知（太十一 11）。雖然他生活在 3,000 年前，而且他

事奉的時間比較短，但人們並沒有忘記他----讀瑪四 5；太十一

14；二十七 47；路一 17；約一 21。我們研究他的生平和事奉時，

聖靈會給我們寶貴的教訓，讓我們能夠更有效地為主而活，服事

主。 

 以利亞突然在聖經的舞台上出現，始於他向亞哈作出那個驚人的宣

告----讀王上十七 1，並比較雅五 17–18。不過，在更仔細研究這個

傑出人物之前，讓我們提出幾種會特別受到這個系列吸引的人。 

 首先是那些感到自己在相當困難的環境事奉的人。如果你正是這樣

的人，以利亞的故事會給你很大的鼓勵。 

 其次，是那些感到自己正在孤軍作戰的人。這些人很容易好像以利

亞一樣，受到誘惑說，「只剩下我一個人。」這?會給他們鼓勵。 

 第三，是那些忍耐力受到嚴格考驗，又看不到自己的努力有多少成

果的人。以利亞明白這一切。他的耐性、堅忍以及最終的成就會鼓

勵我們「堅持下去」。 

 第四，是那些感到自己無力在這個背叛基督教的時代發揮影響力的

人。以利亞也不能有甚麼作為，但他實際上卻做了很多事----參雅

五 17–18！我們也同樣得到「凡事禱告」這件武器。 

 第五，是那些失敗了的人。（又有誰從未失敗過呢？）以利亞的故

事包含一件令人難過的事件（王上 19），但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多麼

大的幫助！ 

1.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我們傾向將好像以利亞、摩西、但以理等和舊約其他傑出人物看為

身處我們不能攀上的高峰。但以利亞是甚麼人呢？雅五 17 告訴我

們：他的本質與你和我都沒有分別。他是凡人，不是天使；他是一

個曾經一敗塗地的人。他的確是一個偉人，但在本質上郤跟我們沒

有任何分別。 

2. 聖經沒有提及以利亞早年的生活，以及他如何成長 

聖經形容他為「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亞」。他名字的意思是

「神是我的力量」。這可能表示他有敬虔的父母。不過，我們可以

肯定，神從他早年開始便一直在裝備他。要謹記，神帶領我們經歷

的每一個經驗，都是為了預備我們將來做祂要我們做的工作。等候

的時間永遠都不會白費。 

3. 以利亞活在一個靈性衰微和反叛神的時代 

以色列連續由七個邪惡的王統治，包括：（1）耶羅波安（王上十

二 28–33）；（2）拿答（十五 25–26）；（3）巴沙（十五 27–

28）；（4）以拉----酗酒和謀殺別人（十六 8–9）；（5）心利——

犯了背叛罪（十六 20）；（6）暗利（十六 25–26）；和（7）亞哈

（十六 28–33），還必需提及他那聲名狼藉的惡毒妻子耶洗別。那

時已經停止了敬拜真神；巴力崇拜成了國教。只有七千個以色列人

心?仍然忠於神，但他們都很害怕，沒有公開見證神（王上十九

18）。拜偶像、迷信和邪惡的浪潮衝擊全國。神喜愛的國家從沒有

在靈性和道德上這樣墮落。 

4. 以利亞受神委派執行一些非常艱苦的任務 

這些任務包括：（1）向亞哈宣佈將會有旱災（十七 1）；（2）在

迦密山挑戰亞哈和巴力的先知（十八 1–41）；（3）在有關拿伯的

葡萄園事件中，向亞哈和耶洗別宣告神公義的審判（二十一 1–

29）。我們今天多麼需要好像以利亞這樣勇敢的人啊！ 

5. 以利亞一生都與圍繞著他的邪惡完全隔離 

以弗所書五 11（和林後六 14–16）會是他生平一句很好的座右銘。

以利亞怎能與以色列那些背叛神的領袖交往呢？他毫不妥協地與圍

繞他的邪惡隔離----讀來十三 13。 

6. 以利亞的事奉包括很多超自然事件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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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神在以利亞身上，並透過他施行的大能；（1）在溪旁由烏

鴉供養（十七 1–6）；（2）寡婦源源不絕地得到餅和油（十七 8–

16）；（3）她兒子死而復生（十七 17–23）；（4）火從天上降下

來（十八 36–38）；（5）由天使供應食物（十九 5–7）（6）有更

多火從天上降下來（王下一 9–12）；（7）分開約但河的水（王下

二 8）；（8）乘旋風進到與神同在的極樂中（二 11）。 

7. 以利亞自覺地活在神的同在中，並倚靠神的力量 

參王上十七 1：他的神是永生神；是守約的神（「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是「我所事奉」的神（作為祂的僕人----比較王上十 8 和

路一 19）。現在讀賽四十 28–31 和提後四 17。 

 以利亞的秘訣是甚麼？他不是藉與神交通和禱告真正認識耶和華

嗎？但願我們都效法這位偉人！――摘自生命之道 

【南丁格爾見證】對護理的回顧 
晚年的回顧 

一個女人，沒有丈夫，沒有兒女，沒有什麼家產，五十五年(1856

～1910 年)長期的臥病在床，這種人活著有什麼快樂？有什麼意義

可言？這個女人就是南丁格爾，她生命中最偉大的地方，不是她為

護理革新了什麼，不是她為全世界千萬個病人造福了什麼，而是她

默默的走過生命裏這一切的殘缺。對她而言，再好的歌功頌德也無

法彌補這些殘缺，再厲害的攻擊誤會，豈能在她的破碎、殘缺上增

加什麼損失？ 

當南丁格爾逝世時，在她的日記簿中夾著一首詩箴，是一個不知

名的作者寫的： 

「曾經真實的做過， 

曾經努力的呼喊過， 

這是正確的工作， 

帶出實際的功效， 

失敗──不自憐， 

成功──不自傲， 

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如今，我必須由留戀的工作崗位上離開， 

期待獲得賞賜的雙手， 空空的垂下。 

多少的辯論與懷疑， 也漸漸的消失無蹤。 

我帶著一顆尋求被神稱義的心， 

再踏上那一段從未走過的路。 

什麼是真實的工作？ 

不是我的揀選，而是神的命定。」 

護理是一條十字架的路 

南丁格爾寫道：「基督教的信仰讓我體會最深的是『神啊！我願

照著你的意思行』這一個禱告。因此，護理是我跟隨基督走上的一

條十字架的道路。」她晚年的時候寫道：「我擔心近代的護理，已

經是太多的技術性，太少神聖的呼召。」 

呼召是什麼？一種宗教上的神秘經驗嗎？一種四處無人時的自言

自語？一種良心的催促？南丁格爾始終沒有解釋。她寫道：「一個

優秀的護士，是三種動機的組合。第一種是『天然的動機』，天生

喜歡照顧人，因這動機，可以站在重大手術房，不會因發抖或昏倒

而放棄。我不認為『宗教的動機』可以抹煞這種『天然的動機』，

把原本不喜歡，因為宗教的緣故，硬講成喜歡。第二種是『專業的

動機』，因這動機而願意把一件事情做好，並為此接受更多的教育

裝備，即使是在工作上處逆境的時候，仍不斷的自我教育，與人討

論。『天然的動機』對於病人的同情，無法取代『專業的動機』；

一個人祇強調天然的傾向，不講專業中的訓練，是不負責任的作

法。第三種是『宗教的動機』，因這動機，工作不是為著成功，而

是為著神，自己所做的是與神同工，沒有這種心態，護理專業會使

人失望，長期下來會使護理人員以愈來愈剛硬的心對待病人。成為

一個上好的護理人員必須要有這三個動機。」南丁格爾沒有用自己

年輕時所經歷的「神的呼召」，要求後來的護理人員仿效，她沒有

把個人的經驗套在別人的身上。她一生走過護理的路，回過頭反從

人心的「動機」來看護理。 

護理的真諦 

南丁格爾每年都會給「南丁格爾護士學校」的學生一封公開信。

晚年時，她在一封公開信上寫道：「護理不祇是一種技術，而是生

命，你所做的是你所是的。這種護理對病人的影響，是遠超過護理

人員所能想像的。所以護理是什麼？護理是來自神的呼召，值得一

個人一生的投入。護理人員如果沒有這個天上來的呼召，沒有信

仰，護理會成為一種機械式的工作，每天為固定的工作事項匆忙、

焦慮，逐漸失去那起初的目的。護理是什麼？護理是一種藝術，幫

助人生命健康的法則。 

護理人員最大的偏差是在知識上自滿與驕傲。如果有人自認為是

最懂護理的人，那麼他完全不懂護理。護理是一生的學習，每一

年、每一月、每一天的向前進。護理是什麼？護理是一種倫理、高

度的冷靜與責任感。 

三十多年來，我回顧這麼多畢業生，為什麼在一樣的教育訓練

下，有些護士做得那麼好，有些卻是那麼差？為什麼有些人的生命

是那麼的滿被祝福，有些人卻是一無是處？我發現這種差別的關

鍵，在於一個人是否認識自己生命裏的黑夜面。在生命的黑暗面

裏，人有自私、欺騙、偏執、鬆散、虛浮、空幻、易怒、縱慾、頹

廢、不思長進、自我放棄、自傲而不與他人配合。人必須先認識自

己，才能管理自己，管理自己才能管理別人。當我們管理別人而碰

到問題時，其實是看到人生命的問題。 

我們的頭腦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一個人愈依自己的喜好去思想，

他的頭腦就愈不能思想。因此人生的真正標竿不是我們眼目所看

的，而是在我們的心中成為一個護士就如同成為軍人，守住一個重

要的崗位，我們的敵人就是威脅人生命的病魔與死亡。當我們的總

司令需要我們時，我們不能說：『不！為什麼要找我呢？不是還有

其他的步兵或炮兵嗎？』當我們的總司令要我們獨自向前搜索時，

我們不能說：『不！你沒有看到我的崗位嗎？那種事情不是我這個

軍種的人幹的。』…… 

我認為一個女人，最難控制的是她的脾氣，而控制脾氣最好的方

法，是經常思想什麼是最正確的職責，很多難以控制的脾氣，是來

自看不清自己職責的時候。護理不是犧牲，護理並不是浪漫，護理

更不是強迫自己，定罪自己，老是以為自己永遠搆不上護理人員的

完全形像。我一生是個護士，我的一生是一場學習。我每天做我該

做的，我得到過很多的稱讚，其中我最珍惜的一個稱讚是：『你是

如何保持這麼清潔的？』除了神賜給人的聖潔之外，清潔是一個護

士第二個聖潔。清潔是最符合我職責的要求。因此，我不會在與我

職責無關的事，有太多情緒上的波動。 

護理是單純的，不為更高的薪水，不淪為一種商業上的交易，在

工作上去愛人如己，服事神與服事別人。」――摘自張文亮「肢體

交通公元 2009 年 4 月刊」 

＊ 蠟燭不是用來燃燒還能做甚麼？What were candles made for 

but to burn? ――Matthew Henry 

＊ 事奉是豐富靈修生活滿溢出來的結果。Service is the overflow of 

superabounding devotion. ――Oswald Chamben 

http://www.cctraining.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48&Pid=2&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