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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6 年 1/3~ 1/9 
主日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特別交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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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斌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3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8:00-9:30 PM      盛国华姊妹家 

(一) 1 月 30 日(週六下午 5:00-9:30 PM) 健康讲座和福音聚

會，請全體出席、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 

 

 

 

 

 

 

【2016年全教會行事曆】 
月 日 時間 項目 

1 3 主日上午 11:00 12:30 PM 全教會特別交通聚會 

1 30 週六下午 5:0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2 21 週六上午 10:00-12:30 AM 福音詩歌見證聚會 

2 27~28 週六晚上/主日上午 蒙福家庭特别交通聚會 

3 26 週六晚上 6:30-9:30PM 福音愛筵聚會 

4 30 週六晚上 6:30-9:30  PM 蒙福生活 特别交通聚會 

5 15 主日晚上 7:30-9:30 PM 福音營事奉交通聚會 

5 27~30 週五晚上/週一上午 福音營 

6 25~26 週六晚上/主日上午 蒙福教會特别交通聚會 

7 30 週六晚上 6:30-9:30 PM 全教會相調聚會 

8 28 主日上午 11 AM-下午 3 PM 全教會烤肉相調活動 

9 24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特別交通聚會 

10 30 週六晚上 6:30-9:30 PM 福音愛筵聚會 

11 26 週六晚上 6:30-9:30 PM 感恩節特別聚會 

12 25 主日上午 11:00-12:30 AM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 

一月三日 

讀經 創七~九；挪亞全家進和出方舟。 

鑰節 【創七 1】「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全家都要進入方舟，

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 

一月四日 

讀經 創十～十二；亞伯拉罕蒙召。 

鑰節 【創十二 1】「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

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一月五日 

讀經 創十三～十五；亞伯拉罕因信稱義。 

鑰節 【創十五 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

義。」 

一月六日 

讀經 創十六～十七；亞伯拉罕受割禮。 

鑰節 【創十七 11】「你們都要受割禮(受割禮原文作割陽皮)；

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一月七日 

讀經 創十七～十八；亞伯拉罕接待神和天使 

鑰節 【創十八 17】「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

拉罕呢？」 

一月八日 

讀經 創十九～二十二；亞伯拉罕獻以撒。 

鑰節 【創二十二 8】「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

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一月九日 

讀經 創二十三～二十四；亞伯拉罕與以撒。 

鑰節 【創廿四 67】「以撒便領利百加進入了他母親撒拉的帳

棚，娶了他為妻，並且愛他，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

這才得了安慰。」 

【本週聖經鑰字】 
「利百加」(創二十四 67)── 此章經節的中心是講以撒與

利百加成婚，並涉及到亞伯拉罕的安排，僕人的行動和利百

加的順服。這一段的記載使我們想到，亞伯拉罕預表父神的

安排，老僕人預表聖靈的行動，以撒預表基督迎娶新婦，利

百加預表教會使基督得到滿足。然而我們從這章也可以學到

很實際的人生功課：比如符合神心意的婚姻就是以神為中

心，以愛為內容；再如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是建立在美德

上(愛心、耐心、忠心、關心、勤奮、跟隨、順服、等等)。 

「利百加」希伯來原文字義是令人喜歡。本章記載亞伯拉罕

年老時差遣忠心的老僕人回到本鄉本族，將「利百加」帶

回，為以撒娶妻。「利百加」是亞伯拉罕兄弟拿鶴的孫女，

彼土利的女兒，拉班的妹妹，孿生兄弟以掃和雅各的母親。

她死後葬於希伯崙附近的麥比拉洞。 

「利百加」預表教會前為罪人遠離神，身在「米所波大米」

(10節)；但因老僕人(預表聖靈)來尋，心被吸引，願意接待

聖靈(25節)。老僕人並給利百加金環和金鐲(22 節)，表徵

聖靈將我們拴住，好叫我們得以有分於神一切的豐富。「利

百加」是以撒(Issac)(預表基督)的妻子，被以撒所愛，使以

撒得了安息。這預表教會是基督的新婦，在新耶路撒冷那裡

(啟二十一 2)，基督要娶教會並擺設娶親的筵席(太二十二

2)，就是羔羊的婚筵(啟十九 9)；祂與我們，我們與祂，彼

此享受，安息直到永遠。 

【家訊信息】薪火相傳 傳遞託付 
提摩太前後書題到當時的教會正處於荒涼時期，但主的見證仍然

延續下去。無論教會的處境怎樣艱難，總得要培養接棒人，成全

人才，使主的見證不致中斷。現在讓我們一同來看看，在保羅晚

年時，教會的處境正陷於低潮，主的託付是如何傳遞下來。  

信仰的傳遞 

提摩太幼承庭訓，就是有良好的家教，這種屬靈的教育對他一生

有莫大的影響。他幼年時已打好信仰的根基，以後再接受保羅的

栽培，故能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可以承擔託付。  

保羅寫提摩太後書的時候，提摩太所處的環境十分惡劣，外有逼

迫，內有困擾。從前他跟在保羅身邊，與保羅一同作工，患難

來，有保羅承擔；逼迫來，由保羅抵擋，保羅作了他的保護傘，

所以提摩太並不感到為難。然而，這時保羅已經下在監裡，許多

人離棄了保羅，教會面臨衰落局面。此時提摩太獨力支撐大局，

實屬不易，以致心緒不寧，愁苦難當，常常流淚 (參提後一4)。

【禱告事項】 
◆ 為2016年主在教會中生、養、敎、建的帶領禱告。 

◆ 為買地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 1月 30日福音聚會禱告。求神預備福音朋友的心，接受福音 

◆ 為在病中紐約教會朱永毅弟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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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提摩太還年輕，面對許多試煉、逼迫和擔子，不知如何應

付，可幸他信心的根基穩固，真實而毫無虛偽。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

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提後一5) 這裡的「信」也

可譯作「信仰」，就是我們今天的信仰，內容包括耶穌基督的所

是、所作及所成就的一切。這信仰是上一代傳遞給提摩太的，就

是從他外祖母傳給他母親，再由他母親傳給他，一代傳一代，正

如保羅接續祖先，用清潔的心來事奉神(提後一3)。  

如果我們盼望下一代能在主手中成為合用的器皿，好好地跟隨

主、事奉主，就必須注重屬靈的教育。許多父母非常重視子女的

學業，平日不知花多少時間檢查子女的功課，幫助他們溫習；考

試期間，更是全副精神放在子女身上。有些更為子女聘請補習教

師，為他們惡補功課。此外，為了使子女有出人頭地的一天，週

末的時間及課餘活動也妥善地為之安排，要他們學鋼琴、小提

琴、繪畫等技藝，盼望他們成為品學兼優、樣樣精通、文武全才

的人。  

很可惜的是，對屬靈的教育獨付厥如，或者掉以輕心，沒有那麼

重視。週六或主日子女不參加聚會，父母不會太緊張，但如果子

女一天不肯上學，就認為是天大的事。其實屬靈的教育非常重

要，我們能否產生敬虔的後代，能否承擔主的見證，端視乎父母

對子女屬靈的教育。  

提摩太信仰的根基穩固，雖面對許多患難和試煉，但信心不受動

搖，頂多流流淚，卻絕不退後，絕不放棄信仰，乃其母親教導有

方所致。提摩太的父親是希臘人(外邦人)，母親友尼基是猶太

人，屬靈教導的職責自然落在母親身上。母親的循循善誘、諄諄

教誨，使提摩太能從小明白聖經。他大概是從母親及外祖母那裡

學習舊約聖經，至於基督福音的真理，可能是從保羅那裡學習

的。  

見證的傳遞 

保羅囑咐提摩太勿以給主作見證為恥，乃要藉著主所賜剛強的

靈，將裡面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有膽量為主作見證 (提後一6-

8)。這見證起先是託付保羅：「…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

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提後一12)「我所交付他的」可譯

作「他所交託我的」，就是主所託付保羅的。無論是主託付我們

的，或我們交託給主的，他都能保全直到那日。保羅先從主接過

這個託付，然後到晚年時就交託給提摩太：「我兒提摩太阿，我

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

的仗。」(提前一18)「命令」是指保羅交託提摩太的一切事，

「打那美好的仗」就是要提摩太忠於所託，為真理打美好的仗。

提前六章 12節再題到要為真道(就是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

守神所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就是非受造的生命；三提書一直強

調這永遠的生命，是不衰殘、不朽壞的生命。  

我們蒙召，一方面是要得著永遠的生命，另一方面也要為這永遠

的生命作見證。提摩太已經在許多見證人面前作了美好的見證，

他不但持定這生命，且活出這生命，憑這生命而活。  

保羅以主在世時曾在彼拉多面前作了美好的見證，勸勉提摩太要

效法基督。主在彼拉多面前受審時，態度是不卑不亢；他本身是

無罪的，也沒有人能取去他的命，乃是他自願捨棄的。主面對前

面的十架，毫無懼怕，也不退縮，欣然接受這苦杯。他一生遵行

父神的旨意，完成了神給他的託付。  

保羅鄭重地在主面前囑咐提摩太要守這命令，就是提前六章14節

以上所說的：要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遠的生命；作美好

的見證。這三方面是生命的見證，接著14節以下所題的是生活的

見證，就是要活出這生命的見證。保羅要提摩太跟隨主的腳蹤，

一直走在十字架道路上，如此才能不被玷污、無可指責、蒙主保

守，直到主顯現的時候。  

保羅將這見證傳遞給提摩太，先叫提摩太持守著這見證，然後還

要作那美好的見證，因提摩太是為此目的而蒙召。這美好的見證

要在生活中表明出來，就如基督在世的時候，他的生活是將神表

明出來。今天我們活在世上，也要將基督表明出來，這就是生活

的見證；首先是持守，然後是活出，讓這見證一直延續下去。  

善道的傳遞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的

守著。」(提後一14)這裡的「善道」是美好、光明、端正、完美

的事，就是真理。在末世或許教會荒涼的時候，我們更要忠心地

持守主給我們的託付；不是尋找新的方法，乃是牢牢的守著神純

正話語的規模和善道。人背道是因不在神的話語上站牢，不在意

神的話，輕忽神的話，所以保羅勸勉提摩太，要牢守著從前所交

託他的善道。  

總括而言，神的道就是善道，我們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

心，持守所聽見那純正話語的規範和榜樣，並藉著住在我們裡面

的聖靈，來保全那美好的託付。守住主的話，就能蒙保守；離棄

主的話，就會被敗壞。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

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四 2)我們除了要

牢牢的守住善道，還要傳遞善道，將真理教導下一代。無論合時

或不合時，機會合適或不合適，受歡迎或不受歡喜，都要照樣傳

講。「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都是指多方面的教導；要實

行這樣的教訓，必須悉心栽培、耐心教導，並且持之以恆。保羅

是在神和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非常鄭重地囑咐提

摩太務要傳道，這包括福音的傳遞、信仰的傳遞、真理的傳遞、

純正話語的傳遞；無論遇到任何環境或形勢，都得完成此託付，

並且要專心去作。  

薪火相傳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見證人面

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二1-2)主的見證要延續下去，必須薪火相傳。沒有下一代，見證

就會中輟，所以除了我們這一代忠心承接前人所留下的託付，還

要培育下一代的接棒人—教會要栽培接班人，父母要栽培子女承

接主的見證。  

主將教會的見證交託給人，這見證必須一直延續下去，這就是薪

火相傳—薪雖盡，火猶存。傳火於薪必須有材料，前薪盡而火猶

存於後薪，以至世代相傳，永不中斷。主的見證亦然，必須有材

料，有合適的接棒人，見證才能一直延續下去。  

保羅囑咐提摩太不但要牢守所交託給他的善道，也要交託那些忠

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個託付十分重要，所以承擔這託付的人，

首要條件是忠心，然後還需要有教導人的負擔和恩賜。我們要留

意在各專項服事中，有否合適的人才可以被成全。倘若經過十年

八載，仍然沒有接班人，那麼即使我們在服事中十分盡職，也服

事得很好，仍是個大缺欠。故此，訓練忠信的人，使他們也從主

得著美好的託付，成為善於教導人的人，是十分重要的事。  

今天栽培成全的工作仍嫌不足，我們需要繼續努力。不但教會要

培養下一代，就是家庭也有這個責任，一同栽培下一代，成為敬

虔的後代，可以承擔託付。我們巴望承接我們這見證的後代，比

我們更強，主的見證更明亮，主得著更大的榮耀。－香港教會家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