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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8/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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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育明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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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8 月 15，22，與 29 日主日早上聚會地 點，將改在杨震孙弟兄

家。時間：10:00-12:00AM；地 點： 2  Palomino Way, Marlboro  

【提後第四章要點】美滿的結局 
重點:提摩太後書第四章中，論到務要專心傳道，凡事謹慎，忍受

苦難，盡到職分。保羅以他年老一生為主盡職之身，明作見證，

他已打完了美好的仗，跑盡了所走的路，孚住了所信的道，從此

以後，有公義冠冕為他存留，到主來臨審判之日，也要賜給凡愛

慕他的人，這是極為美好而激奮人心盼望的一章，為信徒與主僕

所要常以自勉的。本章看到一個作主精兵的人的的一生： 

一.  隨時準備，傳遞永恆福音(1-5) ──勝利的呼喊，有頭有尾，

跑完當跑的路！ 

二.  隨時預備，離世得主賞賜 (6-18) ──美滿的結局，歸宿是冠

冕、榮耀！     

鑰節: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

叫外邦人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裡被救出來。主必救我脫離諸般

的兇惡、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提後 4：17~18)  

提要:今日的經文乃是保羅在羅馬監獄裏，等候殉道時所留下最後

的話語。由於羅馬政府對基督徒的逼迫非常厲害，以致於無人敢

幫助這位忠心直言的使徒，他只能孤單地為自己在法庭上申訴。

保羅為此深感失望，覺得被眾人棄絕；然而，主卻站在他旁邊，

加給他力量，使他不致跌倒（提後四 15～17）。  

保羅為的一生，從世人的標準來看，顯然是悲慘而失敗的，卅

年來，他為基督丟棄萬事，得到的不過是同胞的逼迫和憎惡。他

所建立的教會，有不少人背離了他和使徒的真道（提後一 15）。

而今卻在羅馬監獄中等死，除了路加之外，所有的朋友都離他而

去（提後四 11，16），從當時的情況判斷，他對外邦人的使命好

像明顯失敗了；然而在內心深處，他確信自己的事奉蒙主悅納，

他從沒有後悔自己忠心的跟隨（提後四 6～8）。  

果然兩千年後的今天，保羅對福音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神國度

中的任何人；這位禱告的勇士，一生都在為別人禱告，包括他的

朋友、教會、眾信徒、神的國度，甚至是他的敵人。像基督與司

提反一樣，保羅求主善待這些苦待他的人（提後四 16），他深信

「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進祂的天國。願榮耀歸給

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後四 18）面對死亡，他的心仍

舊充滿讚美，他的靈早已得勝並且安息在主裏面了。親愛的，保

羅的祈禱對你有什麼啟示沒有？深願那感動啟示保羅的聖靈，同

樣能感動啟示你。 

默想：保羅在寫他最後一封書信時，正面臨孤單和死亡，然而 

從信中，我們發現，他只想到別人，而忘了自己，在這短短幾章

的親密分享中，他提到 23 個人的名字，你能找出他們的名字，他

們跟保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你能仔細查考，這些人都是

他福音佳美腳蹤的見證人，在保羅到過的三十幾個地點，向多少

萬人傳過福音﹖作過見證﹖主啊！保羅晚景雖寂寞，但滿有聖靈

的同在永不孤單，他的心中充滿對人的關懷。願我們效法保羅一

生忠心跟隨主。 

【家訊信息】耶穌基督精兵的結局 
我們從「提摩太後書」第四章裏看到一個作主精兵的人的結

局。好多的人看一個這樣跟隨主的人，他們的路是非常艱難。裏

裏外外都可以叫我們擔上重擔。感謝讚美我們的神，因為在神的

揀選裏，祂從來沒有應許我們說，祂的道路是容易走的，但祂卻

確實給我們看到祂的道路是可以走上去的。現在保羅走到他最末

了的日子，如果我們要算算保羅身上所經歷的痕跡，我們用遍身

傷痕來形容也不過份。 

感謝神，他看見自己的路彷彿到了盡頭，他自己也說了「我現

在被澆奠了，我離世的時候到了。」他已經看見他在地上的盡頭

了，但他裏面沒有黑暗，而是有一個非常的喜樂，是什麼的喜樂

呢？他看到神在他身上作的安排，他都沒有空白的帶回到神的面

前。他可以說美好的仗他打過了，那個仗的美好是什麼？美是這

個仗的起頭是神，是神永遠的旨意調和在這個屬靈的爭戰裏。既

然這個仗與神永遠的旨意發生關連，所以這場仗是非常的美。因

為這仗打過了以後，在成就神旨意上有一點的功用。 

美好的仗打過了 

弟兄姐妹，我們是怕在神面前白佔地土，我們怕在神面前天天

浪費恩典。感謝神，保羅在這裏非常清楚地說出，他沒有浪費主

的恩典，也沒有浪費主給他的年日。他所走過的路，所接受的爭

戰，完全是連接在神永遠的旨意裏，所以他說「那美好的仗我已

經打過了」，美是美在這個仗是與神的旨意聯接在一起。這個爭

戰不單是美，而且是好，當然美好是中文翻譯出來的詞，但也確

實說出這個爭戰又美又好。好在什麼地方呢？好在這爭戰是完全

神自己負責，神自己作供應，也是神自己顯明得勝。 

弟兄姐妹，除非我們不留意到聖經裏說的爭戰，如果我們留意

在聖經裏記載的爭戰。不管在地上發生的，或者靈界裏發生的，

我們都看到一件事，得勝不在乎人這方面，得勝的根據乃是在神

自己。在地上的爭戰，你得勝了，但也必須付上不少的付價。我

記得中國有名的軍事家孫子，前幾年波斯灣戰爭的統帥也要用

「孫子兵法」來對付伊拉克。他的兵法裏說，「一場戰打過了，

你得勝了，敵人死了一萬人，但我們自己呢？也要死三千！」好

像那句話是說「彼損一萬，己折三千」。這就是地上的戰爭，不

可能說你得勝了，而沒有任何損失。弟兄姐妹回頭來看神在聖經

裏記錄下來祂所帶領的戰爭，好多的記錄都說明，神的百姓在爭

戰得勝以後就是沒有損失。耶利哥城的爭戰是一個例子，以色列

人快要過約但河以前，神告訴他們去攻打摩押，他們也去了。那

次爭戰也把巴蘭殺掉了。後來，軍長在戰爭後數點軍兵的時候，

他們來到摩西面前說「我們的軍兵沒有損失一個人。」弟兄姐

妹，這是在人類戰爭史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在神的帶領戰爭裏， 

神就顯明這樣的記錄。 

為什麼能有這樣的記錄？因為是神負責爭戰，人只是在享用神

爭戰的果實。在保羅滿身傷痕的經歷裏，他看見一件事，我雖然

是神的得勝成了我的得勝。他說這個仗實在是好，所以他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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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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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主的目的去爭戰。目的是對的，能力的泉源也對了，所以整個仗

打下來的時候，保羅就說那實在是美好。 

弟兄姐妹們，我們也是天天在面對這個屬靈的爭戰，但問題就

在我們爭戰的目的是否明確，爭戰的能力供應是否準確。如果我

們不能抓緊神的一切就是我們的一切，那我們就不是在這一場美

好的仗裏站在神那邊。 

跑了當跑的路 

保羅不僅是說美好的仗他打過了，當跑的路他也跑盡了。什麼

叫當跑的路？那就是神定規讓他走的路。他走過許許多多的路，

但沒有一次他走的路是出於他自己。主要他走的路，沒有一條他

沒有走上去的。主不要他走的路，他也實在不甘心走上去。當

然，弟兄姐妹們，我們也讀過「使徒行傳」，我們都覺得有一次

保羅走的路不太準確，那就是他最末了一次上耶路撒冷。的確那

一次他不是走在主的命定裏，他只是走在神的允許裏。 

前的甦醒和降服，那一次不太準確的起頭，仍然使他在神面前承

受很高的屬靈祝福。神在那段時間裏給了他「以弗所書」，「腓

立比書」和「歌羅西書」，還有「腓利門書」，這些都是在啟示

持他自己，他接受神對他的管治，神要成就在他身上的還是成就

了。所以他能坦然地說，他當跑的路也跑盡了。 

孚住了所信的道 

還有，他信的道，他也孚盡了，這個在保羅身上是明顯不過

了。我們剛才說他滿身都是傷痕，那些傷痕從那裏來的呢？就是

示，所以就引動撒但對他的攻擊，也引動人的怒氣在他身上發

作。保羅如果要逃避這些，有沒有條件呢？如果別人有條件，那

他當然也有條件，因為那條件是非常簡單的，你放棄主所托付

的，那你什麼事情都沒有，你就平平安安，喜喜樂樂地度過你的

年日。 

但保羅看這樣的路不能走，因為他知道他所持孚的不是他自己

腦子裏想出來的，也不是人間的遺傳給他的規範，乃是主給他明

明的啟示。主既然這樣的給他啟示，他只能作一件事，我怎樣也

必須謹孚主托付的，所以他在最末後的時候，能坦然地說「所信

的道我已經孚住了，我沒有更改神所托付給我的，一點點也沒

有。我也沒有疏忽神給我的，那怕是只有一點點，我全都孚住

了。」 

我們感謝神，他實在是一個精兵，我們看第二章開始時，他勸

勉提摩太要作基督耶穌的精兵。現在你就看到一個精兵是怎樣的

樣子，他的年日到了盡頭時，他能說「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要信的道我已經孚住了。」啊！弟兄姐

妹們，這是一個精兵的顯明。我們感謝讚美神，所以當他走到他

自己路程的終點的時候，他裏面沒有控告，沒有黑暗，也沒有一

點的愁苦，更沒有好像覺得我這一生就完了的感覺。── 王國顯

《提摩太後書讀經劄記》 

【金句格言】屬靈領袖 

※   三種因素造成一位教會的好領袖：祈禱、默想、試煉。─ 馬

丁路德 

※   所有屬靈的偉人，都與我們一樣是有性情的「常人」，但他們

之所以有不平常的成就，就在於他們有「不平常」的信心。

── Oswald Sanders 

※   聖經的傳記最忠實，不渲染屬靈偉人的成功，亦不粉飾他們的

缺點與弱點。聖經描述神如何對付他們的短處，如何帶領他

們一步步的向前，聖經人物實在是個借鏡。神知道我們人人

都有缺點，問題在於我們肯否讓祂對付、讓祂領導？── 

Oswald Sanders 

【詩歌欣賞】來罷，憂傷的人 

一   來罷，憂傷的人，隨帶你煩惱， 向著施恩寶座虔誠屈膝；  

來陳你心創痕，來訴你困擾， 地無一個憂傷天不能醫。    

二   孤單中的喜樂，迷途的光照， 痛悔者的希望—祂永不變；  

保惠師正在此柔聲的說道： 地無一個憂傷天不能遣。    

三   這是生命的餅，滋養又甘甜， 這是生命的水，流自寶座；  

來赴主的愛筵，心中常思念： 地無一個憂傷天不能脫。  

詩人介紹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第 506 首)的第一、二節是穆爾（Thomas 

Moor 1779-1852 )所作。第三節由美國詩歌作家海斯汀（Thomas 

Hastings , 1784 – 1872）加寫上去，並稍改前二節，以符合教會之

用。這首感人的詩歌撫慰了許多受傷的心靈，引導人來到施恩寶

座面前，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四 16】 。  

穆爾的一生非常傳奇。他是一個愛爾蘭人，出生在都柏林，一

家都是羅馬天主教徒。穆爾就讀於都柏林三一學院，後赴倫敦學

習法律，但他的詩歌成就，使他決定以寫作為生。1804 年， 他去

百慕達（Bermuda）為英國政府工作。但是，他很厭棄單調的海事

註冊業務，於是將其工作交於他的助理，而自己到處在美國旅

遊，並返回英格蘭。然而他的助理卻捲席了一船 30 萬美元的貨款

潛逃。他幸得友人的資助，清償了債務，而了結該案。 

由於著名的詩歌評論家杰弗瑞(Jeffrey)曾嚴厲地評論穆爾的作

品，穆爾就向他挑戰決鬥。警方及時阻止，但發現他們其中一個

人的手槍竟沒有子彈。後來杰弗瑞和摩爾很快成為好朋友。他雖

藉寫作致富，但因不善理財，以致晚景淒涼；又因一連失去了幾

個他心愛的兒女，而精神崩潰，幸有他妻子悉心照顧。  

海斯汀對創作詩歌有很強的使命感。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作

有六百首詩歌和一千多首曲譜。他作品的風格是簡單，易使用和

莊嚴。他的兒子見證他是一個虔誠的和認真的基督徒；就是在他

的安息前 3 天，仍未曾停筆寫作。 

詩歌感想 

「祂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詩篇第 147 篇 3 節】 

詩人說的這一句話是值得我們思考。「 傷心的人」在此可譯為

「心裡被打碎的人」。然而在這節裡有兩個動詞：「醫好」和

「裹好」，這是何等安慰、鼓勵的應許。 

當年紀愈長，愈覺得人生的無常，自己的渺小；而且在人世間

裡，甚至在教會中，接二連三的風波曾不斷的撕毀了我們的願

景，使我們的心靈受到了嚴重的傷害，有時我們以為自己陷入了

絕望的深淵，而成了一個心裡被打碎的人。另一面，在已往的數

十年的歲月中，外面的人、事、物曾多次的叫我們失望，但裹面

愈過愈覺得全能主的信實。每次來到祂的施恩寶座面，承認自己

的傷痛、無助和絕望時，祂那溫柔慈祥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親自

的「醫好」、「裹好」我們的傷處。哦，祂的旨意絕不改變！祂

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也絕不停止！祂對我們的應許也絕不落空！人

(我們)會錯，但祂永不會錯！人會失敗，但祂永不會失敗。所以無

論我們所受的傷是多嚴重、多厲害 ，我們可以仰望那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來十二 2】，因為地無一個憂傷天不能醫，地

無一個憂傷天不能遣，地無一個憂傷天不能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