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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9/19~ 9/24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王艾东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8:30-9:30 PM    赵春明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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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書第二章。 

二、 下週主日第三堂【我愛作個唱詩人】──你是平靜秘密之源。 

三、 下週主日第三堂【聖經知多少】─哥林多前書特點和鑰義。 

【提多書第二章要點】活出美好的見證 
摘要：革哩底的社會是以虛假、兇殘、逸樂、敗壞見稱的（一

12）。基督徒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如何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見

證？「免得神的道被毀謗」呢(5 節) ？且在凡事上「尊榮神的道」

(10 節) 呢 ？在提多書第二章，保羅提醒提多，當怎樣勸導教會中

不同年齡、性別和地位的聖徒，過正確、敬虔的生活。保羅對此

提出了具體的教導： 

一.    勸長者 (1~4 上節) ——活出尊榮、純全，顯出長者風範！ 

二.    勸青年 (4 下~6 節) ——顧家、正直、正派！ 

三.    對提多自己(7~8 節) ——以身作則，活出真理的榜樣！ 

四.    勸僕人 (9~10 節) ——順服、忠誠、可靠！ 

然後，十一至十四節，保羅論及救恩豐盛的內涵。因神全備的

救恩，使我們棄絕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

虔度日；並且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榮耀的顯

現。接著，十五節保羅勸勉提多，要善用權柄勸戒人、責備人。 

鑰節: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除去不敬虔的心和

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

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他為我們捨了

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

熱心為善。」（多 2：11~14）  

提要:  本段經節不長，但在新約圣經里面，卻是最受人注意的救

恩真理的袖珍縮影。十一節的「顯明」和十三節的「顯現」在希

臘文都是一字根 epiphany，前者是動詞，後者是形容詞，意思是

照耀。11 節是恩典的照，13 節乃是榮耀的照耀。這是說出基督的

兩次顯現——降生與再來，乃是基督徒活出美好見證的基礎： 

一. 生活的動力——來自主捨命的恩情和神恩典的工作。當讓神的

恩典在生命中掌權，教導我們怎樣敬虔度日！ 

二. 生活的目標——全心忍耐等候「有福的盼望」（被提），並迎

接主榮耀的顯現（再來）。度一日就近一日，這是何等的鼓舞

和喜樂！ 

默想：萬物的結局近了，我當如何預備自己，迎見主耶穌基督的

再來？ 

【家訊信息】主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

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六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一 8）(詩九十 10) 

人是最軟弱的動物。別的動物，生下來大都可以照顧自己，只有

人卻需要花費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時間，才可以自立。對於環境的遷

易，病菌的侵襲，氣候的變化，人的適應力、抵抗力又是最軟弱

的。在道德方面更加不必說了，「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

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羅七19），以這樣敗壞，軟弱的人，

怎能完成基督所託付的使命，到地極去作見證呢？ 

感謝主！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羅五5），祂救我們脫離了罪惡的權勢。不但如此，祂又應許升

天後要賜下聖靈來，賜給我們同在的力量。祂說：「我要從父那裡

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

證。」（約十五26）。所以說這卷使徒行傳，並非使徒在那兒作什

麼，而是聖靈在那兒作什麼，可謂之為聖靈行傳，是基督藉著聖靈

繼續施行祂所行、所訓的。因此，作者路加醫生一動筆就寫：我已

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路加福音所記載

的不過是一個開頭，自後，一直到今日，耶穌仍在世繼續祂所行、

所教訓的。就是聖靈使用教會來施行祂的救恩，遵行祂的教訓。說

真的，人能做什麼呢？保羅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

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7） 

離了主，什麼都不能 

當主耶穌復活後，四十天之久向使徒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使

徒們以為復興以色列國的時候到了，大家磨拳擦掌地準備好好幹一

番。可是主吩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

的。」臨升天前又說：「但聖靈隆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能

力。」使徒們以為自己愛主的熱誠，跟主的經驗，守主的教訓，已

足夠負起主所託付的使命，殊不知人離了神，便不能做什麼。沒有

聖靈，便沒有工作；沒有聖靈，便沒有教會；沒有聖靈使人知罪，

便沒有人悔改；沒有聖靈的能力，便沒有人會受感動。人所能做的

是什麼呢？只有等候在耶路撒冷的小樓房上，同心合意的恆切禱

告。倒空自己，省察自己，懇切祈求，忍耐等候那從上頭來的能

力，充滿在這空淨的器皿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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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 

當日士師基甸引以色列人出去爭戰時，用的是空瓶裝火把戰勝仇

敵。 

先知以利沙顯神蹟，倒出那不止息的油時，需要空的器皿來盛

滿。 

可惜，今日的教會太注重人才，儘量把一切屬世的知識、學問裝

進腦子裡，儘量把嚴密的計劃組織滲進教會裡，空的器皿沒有了，

聖靈的油只好止住，可憐不可憐！我們看初期的教會，他們等候被

聖靈充滿後，是怎樣的情形呢？ 

彼得勇敢證道，一日領三千人，五千人歸主； 

司提反的為道殉身，震撼萬世； 

保羅的忠誠跋涉，將福音傳遍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歐洲。 

正如以西結所看見的異象，凡河流所到之處，苦水變甜，百物滋

生，葉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結四十七1～12） 

聖靈充滿。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若不奉神的名講論，他便心裡覺得似乎有

燒著的火，閉塞在骨中，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廿9）。因此我

們可以看見使徒行傳，每一章都充滿了使徒見證的記錄：他們用言

語作證，用行為作證。勇敢作證，清除內奸外仇，專心祈禱傳道，

不惜流血捨命地為主作證。在逼迫中，向外邦人，在亞西亞，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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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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在希臘，在哥林多，向巡撫、向君王傳講。旅途中，帶著捆

鎖，最後保羅在羅馬乃用文字來作見證。同時我們可以看見聖靈的

手如何親自帶領他們。使徒行傳第一章：首先聖靈的應許，接著是

聖靈的降臨，聖靈的醫治、權能，聖靈的託付，聖靈的審判，聖靈

管理教會，激發佈道精神，引導信徒，聖靈的預言，聖靈施行救贖

工作，擴展教會，差派工人，與他們同在同工，一直到本卷書的結

束。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會是怎樣呢？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

用……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裡……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他們在生命上的聯合勝於組織上的團

聚，到後來，在現實上需要組織時，他們也是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因此，當逼迫來到時，教會只有更加

擴展，更加興旺，在卅三年短短的時間中，教會將福音傳遍了猶太

全地，撒瑪利亞，直到歐洲。 

待續的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寫到第廿八章，算是結束了，可是聖靈的工作並沒有就

此結束，祂已領導馬丁路德、李文斯敦、載德生、司布真、慕迪等

繼續寫下了使徒行傳的第廿九章，第卅章…。今日，天使仍在永世

的史冊上記錄著，你是否預備成為聖靈所使用的器皿？你的工作是

否值得記錄在天上？主說：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摘自大光出版「新約講章寶庫」 

【詩歌欣賞】主啊，我深愛你 

一〃主啊我深愛你，甚願我永屬你，願你居我靈裏，永不分離。  

二〃在天我還有誰？在地亦無所愛，惟願掬我衷情，傾於主宰。  

三〃金銀雖有千萬，聲譽可遍麈寰，一旦若失了你，我心何安。  

四〃除你別無所求，惟你能解我憂，世人都難久靠，你愛無休。 

副歌：主啊我深愛你，我是永遠屬你，因你已先愛我，為我捨己。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 230】是由二位全職服事主的弟兄在年青時

所作的，作詞者是陳恩福，蘇佐揚作譜 。作者將心中對主的心願,

化為禱告而寫成了這首詩。此詩歌曾感動了無數的華人基督徒，

可以說是中國版的恩主我愛你 (My Jesus, I Love Thee) 。第一節的

「願你居我靈裏」，可改唱為「因你居我靈裏」，而較合乎真

理。 

詩歌感想 

1934 年春，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春季學期開始，學院舉行開學

聯歡會，我和另外兩位香港青年同學要唱一首詩，於是我彈琴，

三人一同唱一首當時在香港唯一的“福音聖詩”中的一首。學院

的音樂教授華以德先生知我會彈琴，於是也分派我和其他幾位同

學輪流在早禱，晚禱聚會中司琴。    

1935 年春，陳恩福同學知道我會作曲，於是把這一首詩的歌詞

拿給我看，問我能否配曲。我把歌詞念了兩遍，覺得非常抒情，

便答應為他作曲。一個禮拜之後，便把這首歌的曲譜寫好，給同

學試唱，同時也抄了一份請華以德教授指教。他家裏有鋼琴，當

時我們作學生的只有風琴可以練習，華教授在鋼琴上彈了幾次

後，問我說：“你會作曲嗎”？我回答說：“學學而已，不能登

大雅之堂”。他馬上對我說：“你以後練琴，不必再彈風琴，我

安排你在我家裏彈鋼琴罷”！我聽他這樣說，真是受寵若驚。不

久他把這一首我們的處女作天人聖歌請同學抄寫用石印印妥，編

入神學院唱詩班的詩歌中，同學可以學唱。      

不久，我把這一首歌另作一次，作成“變奏曲”（天人聖歌 

120 首）。變奏曲即同一首詩歌有幾個不同的唱法。作好了也抄 

一份給華教授，他在鋼琴上彈了一次，也和我一同研究變奏的 

和聲句子，同時又吩咐同學用石印印了幾十份，編入唱詩班本

中。  

可是不久在山東青島有一位長老王宣忱長老也收到這一首變奏

曲，他竟然與我通信，說要把這一首變奏曲“主啊我深愛你”刊

在他所編印的聖歌詩本中。我當然喜出望外，這位長老也曾一人

重譯新約聖經出版，也贈送給我一冊，可惜在抗戰時遺失。他也

告訴我，他從前是翻譯和合本聖經委員的書記之一，他把不少關

於該會各翻譯員的有趣故事告訴我。      

華以德教授起初也教我彈鋼琴，後來知道我連變奏曲都會作，便

對我說：我以後不再教你彈鋼琴了，你自己練習罷。於是他把當

時我尚不認識的許多名鋼琴家的琴譜搬出來，約有十多種，要我

自己學彈，包拮蕭邦，舒伯特，舒曼，柴可夫斯基及李斯特等作

品。我稍為翻閱一下，使我咋舌不已。我自問怎能彈這些艱深的

名作家鋼琴譜。後來華教授把好幾本“和聲與作曲”的英文書給

我看，當時我雖然不能完全看懂那些書的英文，但我看得懂有關

和聲的種種舉例，使我眼界大開，也覺得自己不過是作曲的幼稚

園學生。在三年內，我拚命的學彈，也喜歡彈上述那些名家作

品，才知“和聲與作曲學”實在太艱深，太複雜，自己只好忍耐

研究，作為將來作曲的參考。    

七十年後的今日，我沒有對這首天人聖歌處女作有太多修改，讓

它保存我 19 歲時作曲時的靈感，不料這首天人聖歌竟不脛而走，

國內及海外各處教會的基督徒都喜愛它，也受它的感動。    

與作詞的陳恩福牧師一別數十年，我曾寫信告訴他說： 你的兩

首大作，即主啊我深愛你和主的妙愛（天人聖歌第三首），已流

傳全世界，你一生事主工作雖然多，但這兩首聖歌的貢獻實在非

常驚人，我在全球各地佈道時，都聽見信徒們唱這兩首作品。你

在世上留下的兩首詩歌，幫助了千萬人，你應該大大向主感恩

了。    

每次重聽這首“主啊我深愛你”之時，好像走進時光隧道，回到

19 歲的時候，也回憶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與陳恩福學兄時常交談

的快樂，一同唱“主啊我深愛你 。───蘇佐揚  (按:蘇牧師於

2007.9.27 上午九時五十分在醫院安睡主懷，享年九十一歲)  

【屬靈啟發性故事】傳愛 
「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

叫好些瞎子能看見。」（路七 21)  

一位雙目患有白內障的農夫，在鄰人的幫助走下山村來到一所教

會醫院就醫。醫生看過之後，表明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證能治

好他的病，但是醫生認為非常願意幫助他重見光明。 

等到手術後數日，所有繃帶拆除之後，病人環視四周，驚喜異

常，因為他又能看到這個世界了。然而醫生並不那麼高興，醫生

尚希望能做得更好一點，因此就囑咐這位農人六個月以後再到醫

院來一次，看看能否做得更完美一點。 

農人回到故里，把他重見光明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山村，並述說著

醫生如何幫助他。過了他六個月之後，他又不厭長途跋涉來到醫

院，醫生非常高興他能如約前來，然而不止他一個人，他的手上

牽了一串一共有六、七十個瞎子跟著他，來到這個能使盲人重見

光明的地方求醫。──摘自大光出版的「谷中百合」 

 要為基督得人，就必頇是一個得人的人─因著胸中燃燒著對基

督的愛，不得不奉獻自己，過一個得人的生活。禱告有助於使

我們成為得人的人。我們應當不斷地、火熱地聯禱與私禱，呼

求神把愛靈魂的熱火點燃在我們裏面，又呼求神加添我們愛靈

魂的心，使我們能不斷且熱切地為基督得人。── 慕安得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