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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7 年 12/3~ 12/9 

十二月三日 

讀經 約壹二；不愛世界。 

鑰節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裡面了。（約壹二 15） 

禱告 主阿！願袮吸引我的心，使我脫離世界的引誘和霸佔，叫

我火熱愛袮。 

詩歌 恩主，我愛袮～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四日 

讀經 約壹三；愛的行動。 

鑰節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

捨命。（約壹三 16） 

禱告 主阿，深願袮捨命的愛感動我，使我向聖徒的愛和服事不

停在言語上，乃有實際的行動。 

詩歌 我們愛～詩歌音樂 

十二月五日 

讀經 約壹四；神就是愛。 

鑰節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

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約壹四 16) 

禱告 神阿，袮就是愛。我能愛，是因為袮先愛我。教導我住在

袮愛裡，好能去愛週邊的人。 

詩歌 真神之愛～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六日 

讀經 約壹五；住主裏面。 

鑰節 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住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

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們

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約壹五 20〜21） 

禱告 主阿，因著信得著了袮作我的生命。求保守我在袮這真神

裏，遠離一切偶像。 

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七日 

讀經 约贰；愛與真理 

鑰節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

遠與我們同在。（約貳 2） 

禱告 親愛主，提醒我們活出愛和真理的實際，不落在假冒為

善、無法紀秩序、無情或假愛中。 

詩歌 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八日 

讀經 約叁；靈魂興盛 

鑰節 親愛的弟兄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

靈魂興盛一樣。（約叁 2） 

禱告 親愛主，使我們的靈魂興盛，能照著神的旨意和真理而

行，且身體健壯，好在生活事奉中擺上，愛神並愛人。 

詩歌 祝福～churchinmarlboro 

十二月九日 

讀經 猶 1～25；仰望保守 

鑰節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

到永生。」(猶 20～21) 

禱告 『神啊！求你在我裏面堅定我，在我外面保護我，在我

下面扶持我，在我前面領導我，更在我後面使我不致搖

擺後退。』――邁爾 

詩歌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churchinmarlboro 

【為什麼要讀約翰貳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真理和愛

中行事為人，並遵行真理，而不有份於異端者和他們的工作，

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約翰叁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按真理而

行，在愛中接待人，並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就必須讀本書。 

【為什麼要讀猶大書？】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真道的爭戰

上得勝，並保守自己，而不受異端邪說和世俗潮流的沖擊，就

必須讀本書。 

【本週聖經鑰句】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

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20～21)本書讓我們看見一個原則：保守自己的，必蒙神保守，

不至失腳(1、21、24節)；不守本位的，必招神審判(5～7

節)。而保守自己的路，就是持續不斷地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

己，在聖靈裡禱告，活在神的愛中，仰望主耶穌的憐憫，直到

永生。願我們都能這樣保守自己。 

本書中「保守」出現三次：(1)耶穌基督的「保守」(1節)；(2)

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21 節)；(3)神能「保守」我們不

至失腳(24節)。1和 21節的「保守」原文(tereo)意小心看守，

以致不會丟失；而 24節「保守」的原文(phulasso)是說神足能

守護、守衛、看管。本書以我們在耶穌基督的裏面蒙「保守」

(1 節)，作為開始；並以讚頌神那「保守」(24節)的恩典，使

我們不失腳，作為結束。然而，我們必須負「保守」(21 節)自

己在神的愛中的責任，讓神的愛成為保護我們的山寨和避難

所，使我們無瑕無疵地站在祂榮耀之前。 

本週鑰句共用四個子句――「造就」、「禱告」、「保守」、

「仰望」勸勉並積極地教導我們四件該作的事，就是：「造

就」(原文 dpoikodomountes，意建造)、「禱告」、「保守」(原

文 tereo，意看守，小心護衛)、「仰望」(原文 prosdechomai，

意等候，期待)。猶大書積極地勸勉我們當為著所交付聖徒的

真道(意信仰或信心) 竭力爭辯。因此，我們要在至聖的真道

上「造就」自己，因而信心堅固，才不會搖動；在「禱告」中

接受聖靈的引導、光照、潔淨，並支取聖靈的能力；「保守」

自己常留在神的愛中，而不稍離片刻；常「仰望」主耶穌基督

的恩典、慈愛、憐憫和幫助來生活行事，直到見主的面。 

《林前第一章》──蒙召進入祂兒子的交通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藉著看見哥林多教會分黨分爭的現象，

以及屬世智慧的問題，讓我們認識(1)進入神兒子的交通中，乃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reak.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m%20I%20believ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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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弭教會分裂的解決之道；(2)基督與十字架滅絕世界的智慧和

能力；(3)基督就是我們的智慧，包括公義、聖潔、救贖。 

【主題】第一章主題強調：(1)問安與感謝(1～9節)；和(2)分爭

的事實(13～17節)；和(3)神的智慧(18～31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基督的所是──(1)基督是我們的主(3 節)；(2)主耶穌基督是

我們的同夥(一同得分)(9節)；(3)基督是差遣的主(17節)；(4)

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4節)；(5)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潔、救贖(30 節)。 

(一)解決教會分爭之道──(1)進入祂兒子的交通中(9節原文)；

(2)高舉主的名(林前一 10，13 節，徒四 12)， 而不高舉任何工

人；(3)體認獨一的基督(林前一 13節，提前二 5)，因基督不是分

開的；(4)應用基督的十字架(林前一 13節，加六 14)，因是基督

為我們釘十字架，而不是任何工人。 

【鑰節】「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與祂兒子——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林前一 9) 本節是這整卷書信的基

礎，啟示了神是信實的和我們的被召是與祂的兒子一同得分。這

是保羅解決教會中一切問題的基礎。 

【鑰字】「一同得分」(林前一 9)――這字希臘文是 koinonia，含

有交通，合夥，夥伴，參與，分享，共領，共有，共享之意。新

約聖經共出現 18次，其中保羅的書信佔 12次之多。此字的用法

很廣，可用於相互的貢獻，如同商業上的合夥、土地的共有、資

源的分享；相互的行動，如同夫妻的同甘共苦、社團成員的榮辱

與共、兄弟手足的同命同感。「一同得分」與路加五章十節的

「夥伴」用同一個字，說出神呼召我們的目的，是要我們與祂的

兒子進入一種「夥伴」的親密關係。因為在神救贖的計畫裡，我

們與神的兒子似「夥伴」一樣，同享祂的得勝與榮耀。因此，我

們就是祂的合夥人，我們的責任應與祂合夥同工。此字另一個最

佳的意譯見於使徒行傳二章 44 節。那裹記載早代的聖徒在五旬節

之後聚在一起，實行「凡物公用」，也就是說，神已召我們進入

一個地位，就是與祂兒子，共享祂所擁有的一切。這不但說出基

督的一切豐富都是我們的，也說出我們的一切所是和所有——我

們的才幹、時間、財產——都是祂的。並且我們一面與基督「一

同得分」，一面也與眾聖徒「一同得分」。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問安與感謝(1～9節)――  

(1)回顧因神所賜的恩惠，叫他們在基督裏面凡事富足 (5節)， 

(2)現況因神賜給的恩賜，叫他們沒有一樣不及人的 (7 節)， 

(3)前瞻因神必堅固他們到底，叫他們在主再來的日子無可責備

(8 節)； 

(二) 分爭的事實(13～17 節)――主要原因是他們不尊重釘十字架

的基督； 

(三) 神的智慧(18～31節)――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又

成為我們的智慧，包括公義、聖潔、救贖。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僅是對付許多外面的疑難和問

題，而最有價值的乃是由中引出了基督的所是與所作，惟有祂是

我們生活中一切問題的答案。在本章，保羅使用「基督」，指出

我們若能以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為生活惟一的中心，就不至於有

分爭結黨的難處，因為： 

(一) 基督是眾人的主(2 節) ――基督不單是我們的主，也是所

有求告祂之人的主；既然我們都是屬主的，就應當彼此相 

愛，而沒有彼此相分的必要。 

(二) 基督是我們的分(9 節) ――神呼召我們在基督裏成聖，並

進入祂兒子的交通中，與眾聖徒一同得分，而不是要我們

彼此分爭。我們們若都能以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為生活惟

一的中心，就不至於失去我們的分，甚至於有分黨的難

處。 

(三) 基督不是分開的(13節) ――基督是教會的頭(弗四 15)，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弗一 22)；頭既然不能分開，身體當然

也不能分開了。 

(四) 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4節) ――當基督道成肉

身，並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顯出了神的智慧。對我們

這些得救的人來說，基督解決了我們人生一切的問題，並

改變了我們。世上一切的哲學和人的智慧叫人分門別類，

惟有基督的所是與所作使我們合一。 

(五) 基督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30 節) ――基督

是我們以往的公義，使我們得以在神面前稱義；基督是我

們現在的聖潔，使我們與神的性情有分；基督是我們將來

的救贖，使我們完全像祂(約壹三 2) 。所以，我們在神面

前絕無可誇(29節)，而當用嘴唇和生命來見證基督為我們

所作的(加六 14)。 

【默想】 

(一) 保羅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2節)，對付他們中間那些混

亂的事，糾正一切錯誤。我們的教會現在面對著什麼困難或

危機？我們是袖手旁觀，還是心裡焦急，有如火燒？我們要

怎樣為教會禱告？ 

(二) 1～9節說出保羅的問安與感謝。神呼召我們在基督裏成

聖，並進入祂兒子的交通中，與眾聖徒一同得分。只願此生

以基督為惟一生活的中心，切勿失去我們的分！ 

(三) 13～17節指出哥林多人的分爭事實。他們高舉人，不尊重

釘十字架的基督 。我們要高舉耶穌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

持守在基督裏的合一，切勿分門別類，而失去合一的見證！ 

(四) 18～31節指出神的智慧。世上的智慧以十字架的道理為愚

拙，但對蒙召的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只有基

督能解決人生一切的問題，所以我們切勿憑屬世智慧！ 

「林前一 27主要用我嗎？神……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

壯的羞愧。」――神的作為往往彰顯在那些願意被他使用的平凡

人，而不是那些「偉人 」身上，我們可大膽地向主說：「主

啊，我一無是處，又無恩賜，又是個失敗者，你真的願意用我

嗎？」這問題可清楚地從聖經中找到答案。神使用笨口拙舌的摩

西（出 3：13，4：10），甚至牧羊人、漁夫及農夫，來完成他的

偉大事工並寫下他的話語。讓一位平凡的木匠與農村女孩將他的

兒子耶穌撫育成人。時至今日，主仍繼續差派平凡的人。縱使我

們有超級法寶、高科技傳播手段、超級大教會，但成就主特別事

工的，仍是那群願意被神使用的平凡人。在我周圍，我常常看到

這些平凡人在默默為主使用：有個祖母不斷地為十四個孫兒代

禱，並一一地與他們談論信仰；一位上班族不斷在工作中作見

證；也有位基督徒在鄰居的小孩住院期間，為這位尚未信主的鄰

居準備食物，並告訴鄰居她會不斷地為他們代禱。 

【禱告】親愛的主，求袮使我們看見袮是我們的一切。幫助我們

學習有分於袮的交通，也與學習眾聖徒一同分享你一切的豐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