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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5/14~ 5/20 

五月十四日 

讀經 路二十三 1～25代罪羔羊 

鑰節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來。』

(路二十三 4) 

禱告 主啊，我們愛袮，因袮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因袮所受的

刑罰，我們得了平安。 

詩歌 咒詛祂受，祝福我享～YouTube  

五月十五日 

讀經 路二十三 26～56因愛跟隨 

鑰節 還有一切與耶穌熟識的人，和從加利利跟著祂來的婦女們，

都遠遠的站著，看這些事。(路二十三 49 ) 

禱告 主啊，袮為我們死，我們願為袮而活。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六日 

讀經 路二十四 1～32主話給力 

鑰節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祂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

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路二十四 31～32節) 

禱告 主啊，我們願與袮同住，與袮交談。求袮開我們心竅，以

致我們能更明瞭聖經，更認識袮，也更愛袮。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七日 

讀經 路二十四 33～53升天的主 

鑰節 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的

時候，祂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路二十四 50～51) 

禱告 主啊，感謝袮將屬天生命賜給我，保守我活在屬天境界。 

詩歌 從前那戴荊棘的頭～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八日 

讀經 約一 1～18 道成肉身 

鑰節 「道成了肉身，住（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

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約一 14) 

禱告 主啊！求袮光照、啟示，使我們更多地認識袮，更深地經歷

袮。 

詩歌 恩典夠我用～ 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九日 

讀經 約一 19～51神的羔羊 

鑰節 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約一 36) 

禱告 主啊！求袮使我們天天「看見」袮、一生能「跟隨」袮、「見

證」袮。 

詩歌 你是我的一切～ 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日 

讀經 約二頭一件神蹟 

鑰節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

出祂的榮耀來；祂的門徒就信祂了。 (約二 11) 

禱告 親愛主，詔識袮就是最大的神蹟，我不求外在的祝福，只

求袮的榮耀與同在。 

詩歌 我生命有何等 奇妙的大改變～ 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 14) 本節

描述基督乃是父獨生子：(1)祂作甚麼──「道成肉身」，來住

在我們中間；(2)祂的所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成為我們的享受；(3)祂的彰顯──「榮耀」，將神表明出來。 

「道」(1～2，14節) ──約翰以「道」作為本書之始，並指

出「道」與「神」的關係。故《約翰福音》又稱為《道的福

音》。然而，「道」在不同的文化裡有不同的意思。《約翰福

音》要叫人明白，這「道」不是指一段說話或演辭，乃是指一

個有位格的──就是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道」(希臘文是

Logos，英文是 Word)指「話《約翰福音》」或「言語」，用於

表達思想、觀念、智慧的發表和說明。因為神的智慧、豐富、

思想、意念以及一切，都充滿在基督裡(林前一 24，西二 2～3，

9)，祂就是活活的「道」、神的思想、神的意念、神的言語，

來說明神、發表神、彰顯神、見證神、榮耀神。並且祂與父神

原為一(約十 30)，所以祂在地上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將

神的思想、意念表明出來。故此，基督就是神給人活潑的道(說

話)，表達神的心意。 

《提摩太後書第一章》──作主忠心的見證人 
【讀經】提後一 1～18。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了解神的工人當作主忠心的見證人，

而為福音同受苦難，且不以給主作見證為恥(一 5～8)；並要在

信和愛裏持守那純正的話語；以及在聖靈裏牢牢守住所交託給

他的善道。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事奉主的人不以傳福音為恥的訣要──(1)挑旺恩賜(6 節)；

(2)運用那不是膽怯、乃是剛、仁愛、謹守的靈(原文，7節)；

(3)總要按神的能力(8節)；(4)因著所蒙的聖召（9～11節)；

(5)信靠神的保守(12節)；(6)靠聖靈以信和愛守著牢牢的守著

(13～14節)；(7)因那日得主憐憫的盼望(15～18節)。 

(二)福音的特性──(1)具有神的能力(8節，羅一 16)；(2)使 

神救了我們(9節上)；(3)呼召我們歸主(9節中)；(4)按祂的

旨意 (9節中)；(5)根據祂的恩典在基督裏賜給我們的(9 節

下)；(6)使人看見救主基督耶穌(10節上)；(7)將那不能壞的

生命彰顯出來(10節下)；(8)使人事奉神(11 節)。 

【簡要】《提摩太後書》是封非常私人化的書信；也是保羅寫

給他親愛的兒子提摩太的遺言。本章保羅論到用清潔的良心事

奉神，為福音受苦，不以為恥，要用在基督裡的信心和愛心常

守純正話語的規範，並靠著聖靈牢牢地守住所信的善道。1～3 

節是保羅的問候語。在這裡，保羅表明他是因著神的旨意，照

著在基督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的使徒。在艱難逼迫的環

境中，持定生命的應許，乃是所有基督工人為主站穩到底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eWo0SJxN4w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6.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You%20are%20my%20all%20in%20all.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ince%20Jesus%20Came%20Into%20My%20He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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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甚至為主殉道的原動力。    

3～5節是保羅的禱告。保羅先感謝神，使他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

心事奉神。接著，他在禱告中記念提摩太的眼淚，渴望再見提摩太；

並且想起提摩太真誠的信心，而這信心原是先在於提摩太的母親和祖

母心中的。注意，保羅在 3～6節共用了四個不同的詞彙，來表達關

心提摩太之情：(1)「想念」(3節)；(2) 「記念」(4節)；(3)「想

到」(5節)；(4)「提醒」(6 節)。 

6～10 節是保羅激勵提摩太勇敢地傳福音，甚至與他同受苦難。首先，

保羅提醒提摩太需要重新挑旺神已給他的屬靈恩賜，就是運用那不是

膽怯、而是剛強、仁愛、謹守的靈。接著，他囑咐提摩太不以給主作

見證為恥，因著：(1)神救我們，又聖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

乃是按神旨意和恩典(8～9節)；(2)福音要顯明那不能朽壞的生命

(10節)。 

11～12節是保羅的見證。保羅見證他為這福音被派作傳道者、使徒

和教師，為此他受苦難，但不以為恥，因他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信

祂能保守所託付的。因此在 13～14節，保羅囑咐提摩太：(1)要在信

和愛裏持守那「純正的話語」(直譯作健康的或正確的教導)和(2)靠

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牢牢守住「真道」(直譯作那上好的託付；

即神榮耀的福音(提前一 11)。 

15～18節是保羅訴說當時的經歷，如何被亞西亞人丟棄，如何受到

愛主弟兄阿尼色弗的服事，以勸勉提摩太不要以他坐牢為恥。 

【鑰節】「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

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後

一 12)保羅不以為主被囚的為恥，因他確知所信的是誰，也確知神必

保守自己所交付祂的。這是一種互相交付的關係。神既將傳福音的重

任交付給祂的僕人保羅，祂也必負他的責任。 

「交付」(提後一 12) ──「交付」的希臘文(paratheke)原意就是交

託給銀行或某人一筆存款，妥為保管。在原則上就是將來必須原物歸

還，或原封不動的交回物主。願我們將自己的生命以及所擁有的一切，

都交在主的手中，讓祂來掌管、運用直到主再來的日子。本節最可貴

的是，保羅「知道」他所信的是誰，也確信神必保守自己所交付祂的。

我們信主之後，可能會遭遇許多艱難、痛苦，本身也會有許多軟弱、

失敗，但「因為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我們就可以將一切都交託給

祂。因此，我們真需要竭力來「知道」祂！因我們「知道」祂更多，

就能在末世悖謬不信，背道行惡的時代中，盡職忠心傳道，作一個無

愧的工人。 

【鑰義】《提摩太後書》是保羅的最後遺言和見證，因此裏面的話特

別感人。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保羅勉勵提摩太在荒涼的環境中，

仍要作主忠心的見證人。他特别囑咐提摩太要挑旺屬靈的恩賜，不要

把為主受苦當作羞恥的事，反倒要忠心守住那純正的話語和所交託的

善道。本章 11～12 節保羅用他自己的見證，來勸勉提摩太，效法他

作福音的使者。在荒涼末世，患難重重之中，為主作見證，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所以保羅囑咐提摩太，「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

恥」 (8節) 。為什麼要不以為恥呢？在這裡，我們看到保羅的五個

宣告： 

(一)「我…奉派」(11 節)──回顧往昔，保羅充分認識自己使命的

內容和工作的重要性，故他更加敬重自己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的職分。 

(二)「我…受這些苦難」(12 節)──想到當時坐牢所受的苦難，保

羅無怨無悔，因他知道為傳揚基督，為主的復活作見證而受苦，是值

得的，是榮耀的。 

(三)「我不以為恥」(12 節)──作為神福音的使者，保羅不以

為主被囚的為恥，因他深知身體雖然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

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提後二 9)。本章「為恥」這詞共計出現

過 4 次(8，12，16 節)，意指膽怯懦弱，因此而不敢有所作為。

這時，保羅再次被捕入獄，完全失去自由，被關在又冷又濕的

地牢裏，囚室在地下 4 公尺深處，室內暗黑起光，餓鼠成群，

有如墳墓。還被戴上手銬腳鐐當作重犯看守(一 16，二 9)。然

而，保羅卻勉勵提摩太不以給主作見證和他被囚坐監而「為恥」

(8 節)。保羅在苦難中不以為恥(12 節)，因為他知道：(1)受

苦原因――為這緣故；(2)受苦時的出路――知道所信的是誰；

(3)受苦的結局――深信祂能保全直到那日。那時，亞西亞的

人因害怕遭受連累，而都離棄保羅(15 節)，但阿尼色弗卻不以

保羅的鎖鏈「為恥」(16 節)。他在羅馬遍處殷勤尋找保羅，終

於在監牢裡才找到，他的出現叫保羅大得安慰。 

(四)「知道我所信的是誰」(12節)──保羅知道他所信的這位

神是信實的、可靠的；即使是在牢中，他深信神仍掌管著一切，

故他將一切都交在祂手裏，因祂必負責保守他的一切。 

(五)「我也深信」(12節)──而想到未來，保羅則說，他確信

神必保守他向祂交託的，並祂所交託他的直到那日。這裡的交

託是雙重的，是一種互相信託的關係。一方面是保羅將生命和

工作交給神來掌管；另一方面是神亦託付保羅傳福音的使命，

以及盡職所需的恩賜，一直保守到底，直到主耶穌再來的日子。 

【知道所信的是誰】有一個少年人，從小就認識神。他認識神

有三件事：(1) 他認識神是有耳朵的，會垂聽人的禱告； (2) 

他認識神有口會說話，聖經就是神所說的話； (3) 他認識神

有手會作事，因為神怎樣說，就怎樣行出來，完全照著應許而

行。  

那時這位少年人手中只有十英鎊，他把它存在銀行裏，作為開

展神事工之用。因他認識神，信靠神，所以他那十鎊後來成為

五千萬英鎊，這些錢全都用在中國內地佈道事工上。這位少年

人，就是戴德生先生。 

【默想】 

(一) 1～5節說出保羅為他親愛的兒子提摩太感謝且禱告，並

提到提摩太母親友尼基和祖母羅以的信心，可見他們在提摩太

屬靈的成長中，顯然起著重要的作用。今日的教會中，屬靈的

承傳是有多麼重要，而我們是否關心年輕的聖徒和傳道人，而

為他們不斷地代禱和記念？ 

(二) 6～10節保羅提醒提摩太要他重新挑旺已得的「屬靈的恩

賜」，並且他已蒙的「聖召」是何等的榮耀，他所經歷的「福

音」是何等的有大能。我們目前屬靈狀況是怎樣的呢？是否也

需要常被提醒操練運用屬靈的恩賜呢？是否也有需要重新燒旺

所得的恩賜呢？  

(三) 11～12 節說出保羅知道所信的是誰，所以也深信神所交

付他的事情必保守。面對著人生種種的問題，我們是否知道自

己所信的是誰呢？我們是否把自己放在神的手裏，讓祂負責我

們的一切？ 

(四) 12～18 節說出保羅和阿尼色弗不以「為恥」的見證，給

我們什麼幫助呢？以及如何應用在我們個人身上呢？今日在我

們的生活上和事奉上，有那些地方引以「為恥」呢？ 

【禱告】親愛主，我們雖不知前途如何，但我們深信袮能保守

我們所信託袮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