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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6 年 7/17~ 7/23 
從本週開始，教會聚會和禱告項目將由瑪波羅教會微信群提供。 

七月十七日 

讀經 詩十八～十九；感恩的詩歌 

鑰節 【詩十八 1～2】「耶和華我的力量阿，我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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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七月十八日 

讀經 詩二十～二十一；求神使王得勝的禱告 

鑰節 【詩二十 7】「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

華我們神的名。」 

七月十九日 

讀經 詩二十三～二十五；好牧人 

鑰節 【詩二十三 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七月二十日 

讀經 詩二十六～二十八；患難時的禱告 

鑰節 【詩二十七 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

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

他的殿裡求問。」 

七月二十一日 

讀經 詩二十九～三十；稱頌主的拯救 

鑰節 【詩三十 5】「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

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七月二十二日 

讀經 詩三十一～三十二；得赦免人的歡樂 

鑰節 【詩三十二 1～2】「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

福的。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

福的。」 

七月二十三日 

讀經 詩三十三～三十四；感恩的見證詩 

鑰節 【詩三十四 8～10】「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

是美善，投靠他的人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

敬畏他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

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篇》二十三篇是大衛描寫耶和華是

他的牧者，深邃地描繪了他那充滿傳奇的一生，也是他一生經歷神

所總結而來的結晶。這篇短短六節的經節所蘊含的應許和恩典是何

等豐富；其中最為關鍵正是：「耶和華是我的牧者」──(1)供應

一切(1節)；(2)引領行在義路上(2〜3節)；(3)以杖與杆安慰和保

護(4節)；(4)在敵人面前擺設筵席(5 節)；(5)有恩惠慈愛隨著(6

節上)；(6)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6 節下)。這篇詩說「不至缺

乏」甚麼呢？──(1)食物；(2)滋潤；(3)蘇醒；(4)帶領；(5)平

安；(6)安慰；(7)保護；(8)榮耀；(9)福氣；(10)恩惠、慈愛。可

見以耶和華為我們的牧者，真是一件好得無比的事情。耶和華全能 

的神，既是我們的牧者，祂必為祂的小羊負完全的責任，所以我

們不缺屬靈的供應、安息、引導、陪伴、保護、安慰、拯救、享

受、福樂、恩惠、慈愛、永遠的歸宿。我們所有一切的福份，都

因為有了主耶穌是「我的牧者」，這也是每位基督徒一生所經歷

的──「我必不至缺乏」。本詩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耶和華」為

首，以「耶和華」為內容，又是以「耶和華」為結束的。儘管我

們的一生曾經歷多少酸、甜、苦、辣，並要面對人生的生、老、

病、死！願我們對詩中的應許有把握，因為「是愛的神作我牧

人」能使我們唱出：「祢的甘甜、奇妙的愛，測量我的一生年

代；祢愛既然永不改變，我的讚美還要加添。」(《聖徒詩歌》

468首第 6節) 本篇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衛與神關係之密

切。請注意，詩中的「我」、「祂」、「祢」三個主詞。這六節中可

分為二段：前三節是「祂」與「我」的關係，後三節是「祢」與

「我」的關係。從「祂」到「祢」，系由間接與主的關係，變為

直接與主的關係。若是我們的一生也是如此，始終與主保持親密

的關係，我們一生所蒙的祝福必是無限量的。 

親愛的，請將此篇背誦下來，願此篇成為你一生的祝福。耶和華

是你的牧者嗎？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是？有了祂，你還缺少甚

麼呢？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二章》──主工人的榜樣 

【讀經】帖前二 1～20。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從保羅關懷教會的榜樣，認識主工人的

指南或教牧手冊，包括傳道動機、見證、和目標。 

【主題】《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二章主題強調：(1)保羅傳道的

動機(1～8節)；(2)剛強的見證(9～12節)；(3)保羅為道受迫害

(13～18節)；和(4)保羅服事的目標(19～20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主工人的榜樣： 

(一)勞苦作工的榜樣(1～12節)──(1)忠心的管家(1～6節)，(2)

如同溫柔的母親(7～8節)，(3)如同勞苦的父親(9～12節)； 

(二)勞苦作工的果效(13～20 節)──(1)為神的道忍受人的苦害

(13～16節)，(2)以門徒為喜樂、冠冕和榮耀(17～20節)。 

【簡要】《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一章所記載的是蒙恩教會的榜

樣，而第二章所記載的是模範主工人的榜樣，兩者有十分密切的

關係。在本章保羅提醒他們回想，他在他們中間時如何教導他

們，以及他行事為人的榜樣。 

1～12 節，保羅敘述他和他的同工傳道的態度。本章一開始就這

樣說：「弟兄們，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保羅在

這裡回想他們從前在帖撒羅尼迦傳福音，和受到逼迫的往事。在

1～6節，保羅述說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給帖撒羅尼迦人。

雖然在強烈的逼迫中，保羅宣告他們傳道仍是放膽傳講，為討神

的喜悅。接著，保羅鄭重地聲明，他們傳道的動機是純潔的。因

為他們的態度乃是五個「不是」：(1)不是徒然的，(2)不是出於

錯誤，(3)不是出於汙穢，(4)不是用詭詐，(5)不是要討人喜

歡；和三個「沒有」：(1)沒有用過諂媚的話，(2)沒有藏著貪

心，(3)沒有向人求榮耀。在 7～12 節這一段，保羅更進一步地

敘述他如何無私勞苦地服事他們。他存心溫柔地如同母親乳養自

己的孩子，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他們。他又如同勞苦的父親：

(1)辛苦勞碌，晝夜作工，不叫一人受累；(2)以身作則，生活為

人聖潔、公義、無可指摘；(3)用話語勸勉、安慰、囑咐他們；

(4)盼望他們行事對得起呼召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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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節是保羅對教會的關懷。首先，保羅稱讚帖撒羅尼迦人效

法猶太的眾教會，因他們為福音受逼迫是眾教會所共受的。接

著，他指明反對者的惡行。接下去，保羅解釋很希望再見他們的

面，兩次想返回帖撒羅尼迦去，但都遭撒但阻擋而無法成行。最

後，保羅宣告他的盼望、喜樂和榮耀，就是當主耶穌再來的時

候，帖撒羅尼迦聖徒可以在主面前站立得住。 

【鑰節】「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

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二 7～8) 本

章給我們看見使徒保羅在牧養聖徒上，像母親一般存心溫柔，是

何等美好！他的事奉，可作為世代教會主工人的楷模和榜樣。 

【鑰字】「乳養」(帖前二 7)――希臘原文是 thalpo，有珍惜，

安慰，照顧的含意。因為帖撒羅尼迦教會的聖徒信主不到一年，

如初生的嬰孩。所以保羅以母親餵養兒女的心情，給他們生命的

供應、安慰和囑咐。保羅以因著疼愛他們的緣故，晝夜工作，辛

苦勞碌，任勞任怨，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他們。他的事奉

是何等的聖潔，公義，無可指責(二 2，8～10)。保羅向他屬靈的

孩子，可算是全人投入，全然擺上，實在是每一個事奉神的人的

模範(林前十一 1；羅十五 5)。主的工人若真的像母親一樣的對待

聖徒，不知要造就多少人！親愛的，我們知道我們屬靈的孩子在

哪裏嗎？ 

【作的比說的響亮】柯蘭博士赴某城講道，在火車上準備講章。

一位老太太及四個孩子坐在他背後的座位上，其中一個孩子竟伏

在他的肩上，用髒手摸他乾淨新熨的衣領。他不但不覺被攪擾，

反而把孩子抱在膝上，給他糖吃，講主的故事給他們聽，把預備

講章的事擱置了。一位將下車的人跑近他，對他說：「全車的人都

看到你所作的事，你真是實行神的教訓，你的基督是真的！」我

們無論作什麼都與主的名有極大的關係，我們總要在動作、思想

的背後，不忘記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十 31) ；以及我凡事應

當為別人著想，讓別人得著屬靈的益處。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保羅如何牧養他屬靈的孩子： 

(一)「存心溫柔」――「溫柔」按原文 eepios，含親切和藹的意

思。溫柔是愛的表現。因著愛的緣故，一個母親會用最溫柔、細

心的作为來照顧她的孩子，唯恐他們受到傷害。我們服事聖徒是

否也是這樣的細心呢？ 

(二)「乳養」――「乳養」按原文不僅是指餵養，更有親切照顧的

含意(弗五 29)。這用來描寫母親把孩子抱在懷裏，對他們撫愛呵

護，使他們感到溫暖和安全。以愛心培養的孩子是何等幸福的孩

子。我們服事聖徒是否供應生命，叫人得餵養呢？ 

(三)「愛』所「疼愛」的――「愛」按原文 himeiromai，尤其指對

愛的渴望，熱切的喜愛，切慕；「疼愛」按原文 agapetos，是指唯

一心愛的，親愛的，珍惜的，寶貴的。我們是否愛神所『疼愛」

的呢？ 

(四)「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給」按原文 metadidomi，

意即「分給」、「分享」、「共有」，用來描寫把自己所得著的

跟別人分享。愛不是要擁有，而是要給予；並且愛使給予變成喜

樂，而不是犧牲。我們是否甘願犧牲個人的時間、金錢、及享

受，去照顧神的兒女呢？ 

【愛錢與愛人】在西拉馬南這本書裡，描寫一個鄙夫改變的情形。

這人原來是個聖徒，後來受了委屈，離開教會及本鎮，遠適他鄉。 

他是一個貧苦的人，操織布為業，愛財如命，一毛不拔，得錢

就埋。有時他跑到藏金之處，二目注視，或則撫摸埋金，自覺

是個富翁，洋洋得意。有一深夜，忽從藏金之處傳來慘叫聲

音，他就急忙起身前往察看，藏金已失，旁則臥一嬰孩。如此

調換，真非所願，然而無法，只得轉身看那嬰孩，覺得美慧可

愛，也就把他抱回撫養。孩子漸漸長大，他喜愛他的心也漸增

加。從此他的品性變得高尚尊貴了。他愛錢逾多時，他的為人

就卑鄙可憎；但他愛孩子逾深時，為人就仁慈可愛了。 

人愛甚麼，就會像甚麼；人若愛土，就會像土；人若愛神，就

會愛人；人若愛人，就會越過越像神，成為高尚尊貴；因為神

就是愛，祂愛世人。親愛的，我們是否甘心樂意地愛神，且愛

人呢？ 

【默想】 

（一） 1～8節說出保羅純正的動機，指出他放膽傳講；討神喜

悅；五不和三沒有。我們是否此生無悔為神而活，為弟兄

姊妹而活呢？ 

（二） 9～12 節說出保羅剛強的見證，指出他如母乳養，晝夜作

工；如父待兒，勸勉、安慰、囑咐。我們辛苦勞碌的服事

是否全出於愛呢？ 

（三） 13～18節說出保羅為道受迫害，指出他因受迫害而不得已

離開，但神的道在人心中運行，使他們效法眾教會為主受

苦。我們是否受神話語的管理，超越環境而得勝呢？ 

（四） 19～20節說出保羅服事的目標，指出他以弟兄姊妹為榮耀

和喜樂。我們是否正「投資」在聖徒身上，使他們在主面

前站立得住呢？ 

【正確認知】 
※ 對自身能力的認知，使我們能謙卑自處。The awareness of 

our own strength makes us modest.– Paul Cezanne 

※ 正確的認知是緩慢、一步一步養成的，正如心靈成長的路徑

是終身學習的。The great awareness comes slowly, piece by 

piece.The path of spiritual growth is a path of lifelong 

learning–.M. Scott Peck 

※ 如果夫妻清楚知道，他們同在一條船上，許多婚姻會更加美

好。Many marriages would be better if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they are on the same side.– Zig Ziglar 

※ 好好地做你能做的，你的認知將轉換成你的品格。Do what 

you know and perception is converted into character.– Ralph 

Waldo Emerson 

※ 內在的驕傲，使你生硬、固執，且容易與人產生衝突。

When you are full of pride on the inside, it makes you stiff, 

stubborn, and creates strife with others.– John C. Maxwell 

※ 我不喜歡那個人，這表示我必須更多地認識他。I don’t like 

that man. I must get to know him better. – Abraham Lincoln 

※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地你們的道路；我的意

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9）As the heavens are higher 

than the earth, so are my ways higher than your ways and my 

thoughts than your thoughts. 

※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

道我的生命不長！（詩 39：4） “Show me, Lord, my life’s 

end and the number of my days; let me know how fleeting my 

life 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