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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7/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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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肉相調活動 
週一上午11 AM至下午3 PM 

地 點：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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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上 8:00-9:30 PM   譚力琛弟兄家 

 
 

 

 
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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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第二章要點】作貴重的器皿 
重點: 提摩太後書第二章中，保羅勉勵提摩太當在恩典上剛強、如

基督的精兵、得冠冕的競賽者、勞力的農夫（二：3－4）；又當

作無愧的工人，按正意（或‘正確、正直’）分解真理的道（二：

15）；還要自潔、脫離卑賤的事，作貴重的器皿；同那清心禱告

主的人追求公義、信、愛、和平（二：20－22）。本章論及合乎

主用的人的七個特徵: 

一.  作主的好管家（1－2）──啟示從主來！ 

二.  作精銳的部隊（3－4）──無纏累！ 

三.  作出色運動員（5）──有節制，按規矩得勝！ 

四.  作勞力的農夫（6－7）── 勞苦耕耘，盼豐收！ 

五.  作無愧的工人（14－18）── 熟讀主話，按正意分解真理！ 

六.  作珍貴的器皿（19－22）──自潔，追求！ 

七.  作忠勇的奴僕（23－26）──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鑰節:「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

潔，合乎主用。」（提後 2：21） 

提要: 在神的家裡，也有貴重和卑賤的器皿之別，有金器銀器，也

有木器瓦器。有些人抱怨神沒有看重他，使用他，使他有光彩，

而是將他丟在一邊，不加理睬，不甚愛惜，而對另外一些人卻愛

護備至，極為重視，十分重用，給以尊榮，這是什麼緣故呢？這

問題乃在於自己是什麼樣的器皿，就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如果將

木器瓦器放在華美的台子上，盛高貴的香膏，是很不相宜的。照

樣，將金器銀器丟在牆角下，盛粗劣之物也很不合適，所以不能

怪神怎樣對待自己，只要自己改變，並且有質的改變。 

聖經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可以作貴重的器皿」。

因為人常作卑賤的事，常與卑賤的東西混在一起，就使自己成為

卑賤了，不但行事，就是多聽、多看、多想那些事，也會使自己

成為卑賤。這些卑賤的事進入他裡面與他結合在一起了。什麼是

卑賤的事呢？按本處上下文，也可以看出，勸勉人要離開不義

（19 節）逃避少年人的私慾（22 節）無知的辯論（23 節）與人爭

競（24 節）等，那也就是說一切屬肉體、情欲、世俗、不義的，

都是卑賤的事。什麼是貴重的事呢？這裡提到熱心禱告，追求公

義，信德，仁愛，和平，都是貴重的事，那也是神的事，屬靈的

事，像主的事是貴重的事。 

如果能脫離卑賤的事，不看不聽，不想不作，而專追求聖潔敬虔

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合乎主用，不但在今世，也在來世，

神的國裡得尊榮。 

默想：保羅形容提摩太是：（1）兒子（1 節）；（2）精兵（3，4

節）；（3）在場上比武的（5 節）；（4）農夫（6 節），（5）

工人（15 節）；（6）器皿（21 節）；（7）僕人（24 節）。以這

七特徵來衡量自己是被被神所召嗎？ 

【愛得華滋的誓詞】 

三百年前，引發美國大覺醒的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

58) ，曾在兩年內寫下七十條決心誓詞為要戰勝世界、肉體與邪

惡。他寫這些誓詞時年僅十九歲，雖然他當時與其他和他一樣年

紀的孩子都面對世俗的誘惑，但他卻顯得相當成熟穩重，十二年

後，大覺醒就在這位屬靈的偉人手下展開。以下摘錄其中十條最

短的誓詞： 

1. 決心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好好活著。 

2. 決心即使生命只剩最後一小時，也不作任何使自已遺憾的事。 

3. 決心在感到痛苦時就想想殉道者所受的苦。 

4. 決心留意尋找愛心、慈善幫助的對象。 

5. 決心不作任何報復行動。 

6. 決心不向不講理的人花一絲一毫的脾氣。 

7. 決心時時刻刻按良心過活。 

8. 決心在飲食上保持高度的節制。 

9. 決心排除任何對信心有礙的事物。 

10. 決心在言語上保持誠實。 

【家訊信息】作主手中合用的器皿 
大戶人家有各種各樣的器皿，如果你把大戶人家看作教會的話，

你也許會看到在一些聚會裏有很多的博士、碩士、或者是醫生、工

程師、或大老板。你說這些就是金器皿、銀器皿！有一些沒有那麼

高學歷的，學位的，工作也是一般的。這就是木器、瓦器。你可以

這樣看，但這裏不是說這件事。這裏說的是什麼呢？我們必須把整

段的話看清楚，你是金器皿、銀器皿或木器，瓦器都好，問題不在

你的本質，問題是在你的功用。你的功用準確不準確？如果功用不

準確，那金器皿也沒有用處。你拿金器皿去給作狗食的用具，你可

以向人炫耀說「我多利害，盛狗食的器皿都是金的，家裏給貓進食

的器皿也是銀的。你看我多闊啊！」弟兄姐妹們，這是人的看法。 

作貴重的器皿 

神的話不是說這些，神不是看你是金、是銀、是木或瓦，聖靈在

這裏給我們注意的乃是功用準不準確。因為下文就給我們看到，說

到這些器皿，在人看來有貴重的，有卑賤的。在底下馬上就說「人

若自潔」，你要自我約束，自我要求，要把自己放在神眼中的潔淨

裏，「脫離卑賤」。我們中文聖經加上「卑賤的事」，其實加上去

不防礙，但不加更準確。只要你脫離卑賤，什麼叫做「卑賤」？你

就先要看神怎麼來看，什麼在神眼中是貴重的？什麼是卑賤的？ 

我們弟兄姐妹都能懂，在神眼中貴重的只有一件，就是祂懷裏的

獨生子。一切不在祂獨生子裏面的都不是貴重的，不在神兒子裏面

的，在神眼中看來都是卑賤的。不管你是金的，是銀的都好，如果

不在基督裏，神看就是卑賤的。人是這樣，事也是這樣，生活的內

容仍然是這樣，如果不能放在基督裏的都是卑賤的。因此，弟兄姐

妹們就能領會到主在這裏說話的意思。「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21 節）結果呢？「就必作貴重的器皿」（21 節）。貴重不

是你是金或是銀，是木頭還是瓦器，而是根據是否脫離卑賤。如果

你脫離卑賤，就成了貴重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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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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用的器皿 

貴重在什麼地方呢？貴重就在這裏，「成為聖潔」（21 節），

成聖像神，「合乎主用」（21 節），放在主手裏是很稱手的，不

會覺得這個碗太大了，拿不起！也不會說「這碗太小了，不曉得

如何拿起！」不，剛剛好，放在主手中非常合用。弟兄姐妹們，

上面所說的整個焦點就是「合用的器皿」。不在乎你的出身是

金、銀、木頭或泥巴，而在乎這些器皿在神眼中有沒有神的性

質，有沒有脫掉與基督無關的事。如果是的，神說「這個器皿像

我！我可使用它，並且使用時，非常的合用！」 

弟兄姐妹們，「合乎主用」這一段話的焦點也是和上文接連起

來的結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被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我們讀「以弗所書」的時候，已經特別提到這事，這是神

眼中看為美的，不是人以為修橋補路的那些事。當然，我們說這

在人中間是好事，但能在神眼中看為美的，這個才是我們該留意

的。 

追求合乎主用的路 

底下就指出如何去追求作合乎主用的器皿的路，非常明確地給

我們指出「逃避少年人的私慾，同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屬靈生命

裏的豐盛。」（參 22 節）我們追求的不是外面給人的稱讚，也不

為自己能有的誇耀，乃是與清心禱告的人去追求裏面生命的豐

盛。 

然後，底下就有很具體的生命，工作的指導。特別是忍耐，有

溫柔，能接納人，在這些事上的操練。（參 22～26 節）弟兄姐妹

們，我們最難學的就是接納人，因為我們很留意外面的觀察，就

給人下結論說「這人不可能有前途了！」這樣的輕看神的作為，

神不可能拯救他的。但主的話在這裏提醒我們，我們忍耐，能有

溫柔，接納人，不只是生命裏的流露，而是因為在信心裏摸到了

這位全能的神。我們不能的，祂能，我們作不來的，祂能。因為

摸到這位全能的神，就算我們對任何人都失望，我們不得不承

認，我們對人是失望的。但主給我們看見，祂的能力能改變我們

眼見的光景。 

這裏的話不是說你等 看神怎樣去改變他，這裏是叫我們看神怎

樣改變我自己。我讀到這個地方就自然地想起倪柝聲弟兄說過的

話很有意思，他說「我們事奉神不是為神工作，乃是讓神工作。

一個不會讓神工作的人，他就不能為神工作。」這是對的，我們

看見的是那全能的神帶 我們在一切的事上去生活，操練，去作

工。也許這個人敵擋神敵擋得利害，但神能叫他悔改。至於這個

人給魔鬼捆綁到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但神一動工，神在他裏面

點一下，他裏頭就亮了，就醒悟過來了，他就會拒絕仇敵的欺騙

和捆綁，就能脫離仇敵的網羅。 

弟兄姐妹，這些都不是我們能做的，是神自己做的。但我們如

果願意在主面前去完成主給我們的呼召或托付。我們必須憑神的

憐憫去看神是能，因為只有這位能的神，才能成就祂所定規要作

的事。 

話又說回來，神作工有一個法則，就是祂必須要有人與祂配

搭。什麼時候，神得 人，神就作工，什麼時候神沒有得 人，祂

就等。神在這裏向提摩太說，「你要做合用的器皿」。現在不合

用，神就等。等到合用時，神就用。神得到提摩太，就要藉 提摩

太作祂要作的。對我們也是同樣的話，我們必須追求要在主手裏

成為祂能用又合用的。弟兄說的話說得太清楚，太寶貴了，我們

要學習讓神來作，不會讓神來作的，就不能作神的工。 

聖靈在這裏提醒提摩太的也是一樣。感謝主，祂提醒提摩太的

話也是對我們說的話。感謝主，主給我們看見非常非常讓我們得

安慰的事，我們的出身，背景也許都不好，我們不是金器皿，銀

器皿，不過是木器、瓦器，但感謝主，祂的憐憫和恩典並作為，

叫我們脫離卑賤，祂要把我們造成祂合用的器皿。我們稱頌我們

的父！ 

從前有個主的老使女在神面前的禱告，很摸到我的心，直到現

在都沒有忘。她說「主啊！我不求 叫我做金器皿，也不求 叫我

做銀器皿，只求我在 手中作合用的器皿。」弟兄姐妹們，我想這

個禱告也該成為我們的禱告。主恩待！── 王國顯《提摩太後書讀

經劄記》 

【詩歌欣賞】中國的早晨五點鐘 
一   中國的早晨五點鐘，傳來祈禱聲， 

祈禱帶來復興和平，帶來合一得勝。 

中國的早晨五點鐘，傳來祈禱聲， 

人人都獻出真誠的愛，五湖四海皆弟兄。 

二     中國的早晨五點鐘，傳來祈禱聲， 

飛越了萬水千山，融化了冰冷的心靈。 

再沒有捆鎖，再沒有戰爭， 

帶來了祝福，扭轉了命運，今年是好收成。 

這首詩歌是呂小敏姊妹所作。她所寫的詩歌，不但在中國農村 ，

也在海外華人基督徒中廣為流傳。這首詩歌寫實地敘述了每日清晨

五時，在國內有許多的弟兄姊妹同時同心向神呼求。在探訪國內的

教會時，自己也親臨其境，清晨與一群弟兄姊妹一同跪在地上，情

詞迫切地為教會復興與增長禱告。盼望眾聖徒都有負擔 ，舉起聖

潔的手， 在禱告的行列中有份，好叫主的復興之火在各地點燃。 

詩歌見證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希腊文：信入

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里去。你

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榮耀。」 約翰

福音十四章 12~13 節 

倫敦城的一處窮人區內，有一間小房子，這房子就是早年戴德生

先生的住所，也是中國內地會的發源地。那時戴德生先生不過是二

十多歲的青年，在他房間的牆壁上，掛著一幅中華全國大地圖，戴

先生每天用幾點鐘的時間，跪在地圖前面禱告。那時中國還有十一

省沒有福音傳去，也沒有一個人去為主作見證。戴先生沒有錢，也

沒有差會，肯和他到中國去的朋友也不多。只有幾個朋友每禮拜來

一、二次，和他一同跪在那地圖前禱告。那時，他的心裏有一遠大

志向，要將福音傳遍中國內地。截至 1933 年止，受洗的約有十五

萬人。這樣大的工作，都是由於那一個青年人的志向，和他的禱告

而來。 

【神應允的禱告】神應允的禱告， 

            不像數字：不管它有多少； 

            不像詩詞：不管它有多美； 

            不像幾何：不管它有多長； 

            不像音樂：不管它多動聽； 

            不像邏輯：不管它多有系統； 

神也不計較我們用甚麼方法，或在甚麼場合禱告； 

祂要看的，是我禱告時心裏是不是逼切火熱，為著祂的國和祂

的義而呼求。── 羅威廉 

※    要培養你自己的心靈。當你良心無虧，心中充滿聖靈的時候所

說的一句話，比由罪與不信所發出的一萬句更有價值。要記

住：得榮耀的不是人，必須是神。─ 麥克世 

※    一切偉大的復興運動，無不起自肯跪下禱告的人。─ 慕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