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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9/12~ 9/18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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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英杰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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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提多書第一章。 

二、 下週主日第三堂【我愛作個唱詩人】──你是我異象。 

三、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羅馬書特點和鑰義。 

【上週主日信息】基督徒生活的要素：信、愛、望 

讀經：帖前一 3 ；三 10；三 12~13；五 8；五 16~18 

一、 信、愛、望的重要性和相關性 (羅五 1~5；林前十三 13；加五

5~6；弗四 2~5；西一 4~5；帖前一 3；五 8；來六 10~12；十

22~24；彼前一 21~22) ──  新約聖經有十次將信、愛和望三項有

關基督徒生命的標誌相提並論，可見它們的重要性和相關性。 

二、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見證(帖前一 3) 

1. 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2.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 

3. 因盼望所存的忍耐 

三、基督徒生命長大的指標(帖前三 10；12~13)  

1. 信心補充、成全 

2. 愛心增長、充足 

3. 盼望堅固、持守 

四、基督徒生活爭戰的軍裝(帖前五 8) 

1. 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 

2. 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 

五、信、愛、望的實行(帖前五 16~18) 

1. 任何境遇要常常喜樂──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 

2. 任何時刻都要不住的禱告── 保持與『基督』的正常關係(約

十五 7) 

3. 任何人事物都要凡事謝恩──順服『神』的美意 (羅八 28) 

【提多書第一章要點】將未辦完的事辦妥 
摘要：提多受保羅差派到革哩底作「善後」的工作。由於革哩底

的特殊環境和牧養的艱難，信中保羅對提多的事奉給予鼓勵，提

示他關於教會的治理，並且留意當日的異端。提多書第一章中，

提到保羅留提多在革哩底為將未辦完的事辦理妥當，其首要是在

各城設立長老，治理當地的教會，堅守真道，教導純正（或「正

確」、「健全」）的話語，以抵禦消除不良的影響，並平息紛亂

的局面（一：5，9－14）；被設立作長老的人，重在他屬靈情形

和為人的品格，過於才幹或恩賜。 

重點：本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段如下： 

一、 服事主的依據 (1~4 節) ——我如何領受神的託付，在共信之

道上与聖徒豐富的成長？ 

二、 長老的設立 (5~9 節) ——我願意看見教會中更多弟兄被 

興起，投身建立神的家嗎？ 

三、 異端的對付(10~16 節) ——我如何儆醒防備那些傳異端教訓

人的虛謊敗壞，違背、離棄真神，污穢不潔？ 

鑰節: 「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

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我從前留你

在革哩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

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多 1:4~5) 

提要:  保羅第一次在羅馬被囚獲釋之後，提多曾陪同他前往革哩

底島(現在的克里特島)傳道。後來保羅離開革哩底時，把提多留在

該島，繼續完成一些事工，代他鞏固那裡新教會的運作，提多遵

照保羅的囑咐，在各城設立長者。(多一 5) 革哩底與哥林多兩地的

教會都是困難大而問題頗多的教會，當時革哩底人都不服約束，

新生的教會遭假教師的侵擾(多一 10，16)。在新約時代，革哩底

的道德水準墮落到可悲的地步，是眾所週知的。(多一 12) (事實

上，世界上有那里不是「革哩底的重演」中。) 提多面對又饞又

懶，如同惡獸的社會，受保羅差派作「善後」的工作。福音的工

作，開拓固然重要，但維持和善後也是必要的。「善後」需要愛

心、耐心和信心，然而提多沒有辜負保羅對他的信心和期望，他

忠心勇敢地去面對這項挑戰，並且再度圓滿達成這項艱巨的任

務。 

默想：提多和保羅之間親密的關係，乃是建立在「共信之道」

上。人間所有的關係，無論是夫妻、朋友、同工等等，若沒有這

「共信之道」，肯定這些關係的基礎是脆弱的。若有聖靈在我們

中間，這個關係才能持久、甜蜜而真實。 

【家訊信息】美滿人生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

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九十 10) 

神創造的人，乃是個有高級生命、有智慧、有活力的生物，每

個人也都該有個美麗健全的人生。神把人造好之後，安置在伊甸

園中，就是象徵他們人生的快樂。 

人犯了罪之後，不但被趕出伊甸園，而且也失去了神。人失去了

神，人之為人就起了大改變。不必說人犯罪帶來罪的痛苦，在人生

上，也產生幾種特別的現象，是其他任何動物所沒有的。 

短暫與不足 

第一，人感覺生命極其短暫，無論東方西方，許多哲人學者，都

有人生短暫的嘆息。中國古人就有人生如白駒過隙之說。摩西在神

面前有篇祈禱，記在詩篇九十篇，也有同樣的慨嘆:他說：「我們

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

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人的年日又

好像火車向著目的地，一站一站的飛跑。一想到人生的終點站快

到，不覺氣餒，但是沒有人能越過這個大限，都想如何能長生不

老。 

第二，人生還有個不滿足感，無論得到多少，總是覺得不夠。有

首詩歌說，世界雖大，我心雖小，大者難使小者足。似乎世上沒有

一樣東西，能以填滿人欲望的心。人得了還要得，有了還要有，高

了還要高，升了還要升，永無止境。  

主耶穌稱人這種現象叫作口渴。約翰福音第四章記著一個女人，

已經有五個丈夫，現在所有的也不是她自己的。這說出那個女人多

麼乾渴，一個一個的丈夫都不能使她解渴，不能叫她滿足。當她中

午出來打水的時候，耶穌在井旁遇到她，向她要水喝。在這問答之

中，主就指點她說，凡喝這水的(就是世界之水)還要再渴，人若喝

我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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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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所賜的水就是生命之靈，得到生命之靈的，人生才得真正的

滿足。 

主所賜的滿足，也不是古人所說的知足。知足是說我看開一點

吧，不要強求了，雖然不夠，但總比沒有好。滿足不是這樣，乃是

我要有的東西我有了，我滿意了，我足夠了。得到主耶穌的人，才

能說我滿足了。 

不安與虛空 

第三，人生也感覺不安全，沒有保障，一生常在恐懼、驚慌、緊

張、抵抗的光景中，因此人不得安息、安寧。人先要保衛自己，鞏

固自己，再擴大到保護並鞏固家庭。又要保護財產和所有的，保護

地位，保護利益，保護團體…一面是加強保護，實際內心中永不安

全。 

有了主的人，就有了真保障、真安寧。有主作倚靠作保護，你得

到了穩固的人生。大衛是一個多多經歷神的人，他作詩篇說，耶和

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

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所以人生的安

全和穩固，仍舊在於基督作生命。  

第四，人生如夢，虛空，如捉影，如捕風。這種感覺，幾乎每個

人都可以體驗得到。世上的事，好像是真實，好像是美麗，吸引你

去追求，去得著。你若得不著，就怨恨、嘆息、悲觀、灰心。若是

你追到了，得著了，發現也不過是這樣，又叫你懊悔、失望，覺得

太浪費。最後你發現說，一切都是虛空。傳道書五章十五節說：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

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在中國北方，有人用驢子推磨，磨芝麻作麻油。把驢子套上磨的

時候，驢子不甘願拉這沉重的磨石。主人先把驢眼蒙起來，再用一

把芝麻醬往驢鼻子上一抹。驢子聞到芝麻香味，雖然眼睛看不見，

卻知就在前面一步之遠，因此精神抖擻，情願拖著沉重的石磨盤，

大步向前而行。 

驢子走了一段時間之後，也許心中有懷疑，為何還未吃到美食，

所以再舉起頭來，把鼻孔朝前一煽一煽，吸幾口氣，確定知道，美

食就在前面不遠，又肯拖著重擔，繼續向前，直到把芝麻磨完。似

乎是走了一大段路程，其實何曾邁出磨房一步。只有磨房的主人，

一面得意，一面還笑驢子愚蠢。 

哥林多後書四章四節說：「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之神弄瞎了

心眼。」就把虛幻的當作真實的，把飄浮不定的，當作永遠的。為

著前面一點模糊的理想，背負著重擔，耗費上生命，爬山越嶺，涉

水渡川，為要尋找那個渺茫的理想。總有一天發現，你所尋求的，

無非是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都是

捉影而已。 

美滿人生 

人得著基督，並非得著一篇道理，也不是聽了另一種學說，因為

道理學說還是屬於虛空，仍然對你無益。基督是生命，基督是真

理，得著基督，你生命改變，你認識真理，才生活於真理。人生滿

足，安全、有意義、有目的、積極、有活力，並非來自道理和方

法，乃是一位活的基督，活在人裡面而有的自然結果。 

何況基督還帶給你無比的、永遠的愛，這愛又是世上找不到、金

錢買不到的。這愛不僅溫暖你冰冷的心，滋潤你枯乾的靈。基督的

大愛要澆灌在你心中，你能隨時向天感激的說，我得到了個美滿人

生。──《真理號聲》香港教會書室 

【拾穗】難忘的功課 

「施比受更為有福」一天，一個年輕的大學生跟他的教授在外 

散步。教授很仁慈，他身邊的那年輕學生也是他的朋友。 

在散步的時候，他們看到路旁有一雙舊鞋子。原來有一個人把鞋

子留在那裡，每天他工作完畢，就會回來找回他的東西。眼看下

工的時間快到了。 

年輕學生突然和教授商議，想要跟那窮人開個玩笑。他提議把這

雙鞋子藏起來，看看鞋子的主人回來，找不到鞋子時會有怎樣的

反應。 

教授回答：「我們不要以捉弄窮人為樂。你可以換個方式，為這

人做一點好事，例如放些錢幣在每一隻鞋子裡，再看看他發現鞋

子時將會如何。」那學生決定照著教授的話去做，然後他們躲在

樹林後，觀看那窮人會有甚麼反應。不久那窮人下工了，他回到

路旁找到他的東西。 

他一面穿上衣服，一面把腳穿進第一隻鞋子裡。他立刻覺得有東

西在鞋裡，待彎腰一看，發現有一枚銀幣在那隻鞋子裡面。他臉

上顯出驚愕的表情，又把銀幣翻來覆去，看了又再看，同時又左

右觀看，是否有人惡作劇。但發現四周無人，於是他把銀幣放在

口袋裡。 

他繼續穿另外一隻鞋，竟又發現了另一枚銀幣，他臉上第二次出

現驚喜的表情，高興之餘，便馬上跪下感恩禱告。他謝謝神知道

他的妻子生病，家裡也沒甚麼食物，他更感謝神，藉著不知何人

的手使他絕處逢生。 

那人離開後，年輕學生站在教授身旁，心中很受感動而淚水盈

眶。教授便問他：「你覺得你後來所做的，是不是比先前那壞主

意更有意義？」 

那年輕人答道：「是的，我上了一生難忘的寶貴功課，更學習到

我從不明白的真理──施比受更為有福。」 

「施比受更為有福」小弟坐在客廳的一角，手裡拿著一支筆，以

及一本爮爮剛收到不久的詩歌本，我知道他準又闖禍了﹗  

當爮爮走進來，小弟有一點的畏縮。從遠處看，小弟把爮爮那詩

歌本的一頁畫得亂七八糟。他一看到爮爮心裡很害怕，知道處罰

就快來了，可是爮爮的反應讓我們學習到人生最深的功課。 

爮爮是個擁有幾個學位的牧師，他一向很珍惜他的書本。我們心

想弟弟這次一定會被好好地處罰和責罵，沒想到，爮爮拿起弟弟

手上的筆，靜靜地坐下，然後翻開弟弟亂畫的那一頁，默默地在

上頭寫上：「約翰 1959 年兩歲的作品。凝望小約翰那張稚嫩的臉

蛋，和那雙純真閃亮的眼睛，為父的我無法不為那塗鴉在那詩歌

本上的孩子感恩。」 

嘩！我想，這就是處罰嗎？爮爮這舉動實在太不尋常了！在歲月

的流逝中，我們一家人經歷了許多人生的喜怒哀樂和得失。然而

那放置在琴邊的詩歌本，卻不時地提醒我們──爮爮的關愛。每

次翻開這詩歌本，看到弟弟所畫下的雜亂筆跡，我們的心就被重

新激勵起來！ 

爮爮這般的言行，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命，我們學到一個寶貴的

功課：凡事要從好的、正面的角度去看。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

的生命會被這雙「小手」而感動。 

人生最緊要的是「人」，不是物質；是忍耐，不是定罪；是愛，

而不是動怒。 

現在的我已為人父，像爮爮一樣，我也是擁有幾個學位的牧師。

與爮爮不同處，是我不會讓孩子有機會悄悄地在我的書本上塗

鴉。而是為我的孩子準備一本畫簿，讓他們畫畫和寫字簽名。 

每當看到他們的作品，就會讓我聯想到爮爮的教導，那是一個愛

的功課；我並且想輕輕地說聲：「爮爮，謝謝您！」──鍾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