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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7 年 11/26~ 12/2 

十一月二十六日 

讀經 彼前三；婚姻生活。 

鑰節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

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

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彼前三 7) 

禱告 主啊，教導我們珍惜神所預定的配偶，一同承受生命之

恩，一同禱告。 

詩歌 哦，完全的愛～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七日 

讀經 彼前四；萬物結局。 

鑰節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

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

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彼前四 7～9) 

禱告 親愛主，袮快回來！教導我們當如何敬虔度日，活出「謹

慎自守」、「儆醒禱告」、「彼此切實相愛」、「互相款待」、

「彼此服事」和「不發怨言」的生活 

詩歌 萬物的結局近了～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八日 

讀經 彼前五；苦難成果。 

鑰節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

量給你們。願權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彼前五

10～11) 

禱告 神啊，讚美袮有諸般的恩典。在一切的難處中，我們願學

習以信心接受袮親自的成全、堅固和賜力量。 

詩歌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inmarlboro _ 

十一月二十九日 

讀經 彼後一；主的呼召。 

鑰節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

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彼後一 3) 

禱告 感谢神，赐给我們生命和敬虔的事，使我們成為神聖性情

的分享者。願我們一生藉著各樣境遇，更深地認識袮。 

詩歌 更多認識基督～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三十日 

讀經 彼後二；防備異端。 

鑰節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

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

認，自取速速的滅亡。 (彼後二 1) 

禱告 親愛主，袮來的日子近了，將會有更多離經叛道的事出

現，求袮憐憫、保守、搭救我們，使我們能分辨並脫離一

切假師傅的迷惑。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一日 

讀經 彼後三；預備主來。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

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

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三 8〜9)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的寬容耽延。願我們常被提醒袮快再

臨，好儆醒預備迎接袮的再来，並接受託付、殷勤傳福

音，直到得救人數添滿。 

詩歌 自伯大尼袮與我們分手後～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二日 

讀經 約壹一；生命相交。 

鑰節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

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一 7） 

禱告 親愛主，求袮寶血將我洗淨，不讓罪成為袮我之阻隔。

我渴慕每天與袮有甜美的交通。 

詩歌 活在生命光中～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三日 

【本週聖經鑰句】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

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後一 3) ──彼得

在這一段經文裡，列出了因認識基督而領受一切關乎生命和虔

敬的事。「認識」是本書的鑰字，原文為 epignosis，由外延(epi

「在上」)與直覺(gnosis「知識」)兩字組成，是真知識，完全

認識，充分、確實的認識之意。這裡的「認識」表達的是包含

建立關係的「認識」；而不僅是指道理上客觀的「認識」，並

且也指經歷上主觀的「認識」。因著我們確實「認識」那位用

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主，就領受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

的事；而使我們因祂賜給的應許，脫離情慾的敗壞，且有分於

神的性情。因此我們對三一神的「認識」，必須不斷的增長，

而充分、深刻、透澈的「認識」，才能活出敬虔的生活，並抵

擋異端的教訓。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

己有永生。」(約壹五 13) ──全書中有三十餘次題到「知

道」，故有人稱此書信為「確而真實的書信」。約翰寫信給所

有相信神兒子之名的人，是要叫我們有把握，「知道」自己有

神永遠的生命(五 13)。因我們得著神永遠的生命，便有分於這

生命的交通(一 3) ，就是與父和祂兒子耶穌基督並神眾兒女的

交通。約翰不斷地用「知道」這個詞語，使我們肯定地「知

道」：(1)神就是光(一 5〜二 28)；(2)神就是義(二 29〜四

6)；(3)神就是愛(四 7〜五 3)；(4)神就是生命(五 4〜21)。此

種「知道」是與客觀的認識與主觀的經歷有關。本書其他重要

的字包括：「相交原文是交通」(一 1等，10次) 、「生命」

(一 1 等，24 次) 、「愛」(二 5等，41次) 、「光一 5等，5

次」、「真理」(一 6等，6次)。     

《哥林多後書》綜覽──承當新約的執事 
【本書鑰義】《哥林多後書》論及關於承當新約的執事，包括應具

備的條件和態度與該有的特質和經歷；以及從保羅在各樣的患難經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Perfect%20Lov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0-21-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471.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7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5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einlgh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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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中，而認識三一神如何在我們身上作工，使我們成為屬靈人，盡

屬靈的職事；而且從保羅解釋自己行事為人並事奉的原則，而認識

如何承當新約執事的職分。保羅精心編寫本書信，藉以特別： 

(一) 解說自己的職事和為使徒身分的辯護。保羅以本身在各

樣的患難經歷中，學習謙卑及倚靠神，而見證三一神如何在他身上

作工；而且從他行事為人的生活和事奉神的原則，認識他是如何活

在基督和十字架的實際中，而使他能成為神新約之下的一個執事，

承當新約執事的職分；並且從他吩咐哥林多人為樂捐的預備，而瞭

解如何互相幫補，且增添仁義果子和榮耀神的途徑；以及從他辯明

自己使徒的憑據，包括屬靈的權柄與能力，所受的苦難和所得的啟

示，而明白服事主的人應具備的條件和態度與該有的特質和經歷。

作為一個新約的執事，我們當如何事奉、如何生活、如何為人呢？ 

(二) 教導主的僕人當如何事奉並如何行事為人。保羅寫本書

旨不在嚴謹地講論真理，反而用自己作例證，說明他的經歷、職事

和生活。從本書讓我們深深認識這位「在基督裏的人」──他對基

督的愛，以及對教會的關懷，而願意忍受苦楚；並且在神給他的權

柄之下，如何用愛心、勞苦，勤作主工；以及他如何以誠實和寬大

的心回應人對他作使徒職事與權柄的質疑和誣陷。哦，保羅能為神

所重用，絕非偶然。作為一個渴望被神用的人，保羅所題到屬靈的

經歷與生命的特質，是否也該是我們所經歷和學習的呢？ 

【本書重要性】 

(一) 本書是新約全書中最重事奉者所是的一卷書，其中包括

屬靈的經歷，事奉的榜樣，生活的見證，和為人的品格。在本書中，

保羅見證基督和十字架在他身上深深的作工、破碎和組織，使他在

各樣的患難中，經歷基督死而復活的大能，成為了「新約的執事」，

而完成了新約職事的托付。因此，任何人若想要預備服事主，而學

習像主的僕人保羅一樣，承當新約的執事；以及實際經歷寶貝放在

瓦器裡，而將基督的生命在軟弱的人身上流露出來，就必須讀本書。 

(二) 本書為極其私人化及自傳式的信函，而文中清晰地表現

保羅真情流露的一封書信。因本書比保羅其他的書信更多說到他個

人的歷史，並所經歷的患難，內心的痛苦和掙扎，以及在他生涯的

低谷裡如何得蒙神的安慰，經歷神的大能等等都在本書表露無遺。

因而藉此書帶出許多屬靈寶貝的的真理和榜樣，是多人愛讀和愛引

述的書信，也是對於今日主工人的造就手冊。而書中所題到的事件

也可作為《使徒行傳》中，有關保羅生平的補充(二12〜13，七5〜

6，十一32〜33，十二1〜4等)。因此，任何人若想要從保羅的立場

和處境，去了解他所要傳達愛和激勵的信息，以及學會面對人的誤

解、嘲諷、攻擊；並且從他成熟的生命所帶出來的職事，而學習把

基督服事給人，就必須讀本書。 

 「《哥林多後書》則可以說是使徒個人的寫照，這幅畫面描繪了

使徒在神給他的權柄之下，用愛心、勞苦，勤作主工。…在前書

裏，我們看見的是教會；在後書裏，保羅則用自己作例證，說明

教會裏面的事工。」──摩根 

 「保羅的自傳、自白，是本書一大特點。他是基督僕人，在人中

為人，他是最屬靈，也最顯其人道，所以傷我們的心者，也傷他

的心。他有精神壓力，他受剌激，也受驚。全書滿溢情感，我們

好像以手捫其胸，可以感覺他心的跳動，他的感情搖擺在兩個極

端，一面滿意，一面憂傷，所以他執筆寫，解釋、辯護、抗議、 

警告、斥責、悲慘之中帶著諷剌，所以難以分析，感情是不

能編成系統的，一分析即化為烏有。」──史考基 

 「《哥林多後書》就是如此向我們啟示了在屬靈實際裡的基 

的基督。我們都該屬靈；我們的事奉也該屬靈，好使基督的

身體得著真正的建立；我們的捐獻也該屬靈， 好叫神得著榮

耀；我們這個人也該屬靈，好使基督得著彰顯。那麼，究竟

屬靈的實際是甚麼呢？總的來說：屬靈的實際是一個人——

基督，基督在你裡面就成了屬靈的實際。願主幫助我們。」

──江守道 

【讀本書要訣】先將本書從頭至尾讀覽一遍 (全書共十三

章，257節，大約 35分鐘)；倘若時間許可的話最好讀兩三

遍，並參讀前書瞭解當時哥林多教會的光景，以及使徒行傳十

八和十九兩章，就知道保羅寫這信的目的。同時，為了加深對

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七個主要問題及

其答案。 

（一） 這封信的主題是什麼？ 

（二） 保羅寫本書的動機是什麼？ 

（三） 我們在患難中可以學習到什麼功課(一 1～11)？ 

（四） 新約「執事」和屬天「職事」的特點是什麼？我們又如

何能承擔新約的執事(三 4～7)？ 

（五） 保羅在各樣的事上如何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六 1～

10)？ 

（六） 我們該怎樣奉獻財物呢(12～15)？ 

（七） 保羅作使徒的憑據是什麼呢(十二 11～18)？ 

【本書鑰節】「祂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

句，乃是憑著靈；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靈是叫人活。」(林

後三 6 原文)保羅在本書詳細地解釋新約職事的性質和原則。

保羅在此節強調他能承擔新約執事之憑藉，乃是由於神的選

召、基督的恩典、聖靈的大能；盡職之目的乃是供應生命而叫

人活。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原文)，使耶穌

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四 7～10)保羅在此提到他盡新約

職事的秘訣，乃是有這「寶貝」(指內住的基督)放在瓦器

裡，而要顯明神這莫大的能力；並且天天接受基督十字架破碎

的工作，而叫耶穌的生命在身上顯明出來，也在別人身上顯出

來。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

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

你們同在。」(林後十三 11) 在這書信中保羅對哥林多聖徒愛

之切，責之深的關懷流露無遺，可以說是他所寫的書信中最嚴

厲的一封信。但在結尾卻讓我們看見他如何激勵他們要喜樂、

作完全人、受安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而活在與神的交通

中。因此，這書信也是一封激勵人，幫助人，叫人成長的信。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哥林多後

書》！通過這本書，讓我們認識基督和十字架是我們一切生

活、為人、事奉的秘訣。求祢把基督日漸加深地啟示給我

們，好叫我們變化並模成祂的模樣；並深願聖靈深刻地作工

在我們的裏面，使我們成為「新約的執事」，好叫我們把基

督分賜給人，使教會得著建造。主啊，我們不過是瓦器，祢

是我們裡面的寶貝，使我們在各樣的環境中，彰顯祢的能

力，祢的榮耀，而在教會中學習把祢生命服事給人。奉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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