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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5/21~ 5/27 

五月二十一日 

讀經 約三 1～21 神愛世人 

鑰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 16)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竟肯來拯救並愛罪人如我。 

詩歌 耶穌竟然愛我～ YouTube 

五月二十二日 

讀經 約三 22～36祂旺我微 

鑰節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約三 30)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們的「己」越來越少，袮在我們裹面裡越

來越加增。 

詩歌 哦主！求你長在我心～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三日 

讀經 約四 1～30 靈裏敬拜 

鑰節 神是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約四 24) 

禱告 主啊！調整我們的心思，讓我們更在靈裏和實際中敬拜袮。 

詩歌 充滿我～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四日 

讀經 約四 31～54信主應許 

鑰節 耶穌對他說：『回去罷，你的兒子活了。 』那人信耶穌所說

的話，就回去了。(約四 50) 

禱告 主啊！求袮使我們「聽」、「來」、「求」、「信」而「順服」袮

所說的每一句話，在信心中不斷的增長。 

詩歌 信而順服～ 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五 1～30；癱子行走 

鑰節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罷。 』那人立刻痊

愈，就拿起褥子來走了。(約五 8～9)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不斷地聽從袮的話，接受袮大能生命的醫

治，生活中不斷地經歷從軟弱變剛強，從受轄制得釋放。 

詩歌 榮耀之釋放～ YouTube 

五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五 31～47；讀經之路 

鑰節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

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得生命。(約五 39～40) 

禱告 主啊！在每次閱讀袮的話語時，幫助我遇見袮，更多地得著

袮。 

詩歌 耶穌，我來～ churchinmarlboro 

五月二十七日 

讀經 約六 1～21；五餅二魚 

鑰節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

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約六 9)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更深地認識袮和袮的作為，我們願將現

有的一點點交出，讓袮祝福、擘開，供應眾人的需要，也

讓袮得榮耀。 

詩歌 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分給這許

多人，還算什麼呢？」(約六 9)五餅二魚的神蹟在於孩童肯把自

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而主就使它們成為眾人的祝福，

供應了五千人，並且還有豐富的餘剩。 

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約六 9)――若是沒有孩童交

出來的五個餅，兩條魚，就沒有讓眾人吃飽的餅。讓我們盡所能

的，將所有的交給主，祂能完成我們所不能的。我們不斷數算的

是資源的多寡，卻忽略那賜無限祝福的主。若沒有主的祝福，就

是比二十兩銀子更多的餅，也是不夠的。認識這個事實，我們只

要倚靠神，並等候祂的神跡就行了。因祂的祝福，就可以帶領我

們度過許多的難關。願我都能把自己奉獻給祂，交在祂的手中，

而成為神用來祝福別人的器皿。 

《提摩太後書第二章》──竭力作無愧的工人 
【讀經】提後二 1～26。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了解在荒涼的環境中，神的工人當在

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竭力作無愧的工人，而承擔對敎

會應有的責任。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我們的身份──(1)忠心教導別人的人(2節)；(2)基督耶穌

的精兵(3～4 節)；(3)得冠冕的競賽者(5節)；(4)勞力的農夫

(6～7 節)；(5)無愧的工人(14～18節)；(6)貴重的器皿(19～

22 節)；(7)主的好僕人(23～26節)。 

(二)合乎主用的工人特徵──(1)是自潔的(21節上)；(2)是聖

潔的(21節中)；(3)是合乎主用的(21節中)；(4)是預備行善事

的(21 節下)；(5)是清心，逃避私慾的，並追求公義、信德、仁

愛、和平(22 節)；(6)是辨別好歹的(23 節)；(7)是與人和睦的

(24節)；(8)是維護真理的(25 節)。 

【簡要】本章 1～7節，保羅鼓勵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第 1 節的開頭按原文直譯應作：「所以你，我兒阿！」

表示下面勸勉的話，乃是根據第一章末了阿尼色弗美好的見證

(一 16～18)，因此提摩太當排除萬難，剛強往前。他也要作那忠

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將真理交託他人傳遞下去(2節)。然後，在

本段中，保羅用了三個很好的比喻，勉勵提摩太竭力事主：(1)

當專一堅忍如同基督耶穌的精兵(3～4節)；(2)當自律嚴謹如同

得冠冕的競技員(5節)；(3)當辛勤工作如同先得糧食的農夫(6

節) 。 

8～13 節，保羅以基督和自己的經歷作榜樣激勵提摩太要忍耐苦

難。首先，保羅要提摩太記念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8節)。主耶

穌的榜樣是受苦的榜樣，隨後而來的是榮耀。然後，保羅見證儘

管他現在被鎖在羅馬的監獄中，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所以他 

願意為選民凡事忍耐(9～10節)。11～13 節，大概引自當時教會的

詩歌，勉勵聖徒忍受苦難、持守信仰，因我們與基督同死，必與他

同活，也必和祂一同作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5Wuqd8tkX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e1i1oGcyA&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I%20come.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rea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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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節，保羅論到提摩太對敎會應有的責任。首先，保羅勉勵提摩

太當竭力作無愧的工人(14～18節)──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而教

導會眾(15節)，並禁止「言語爭辯」(14節)和遠避「世俗的虛談」

(16節)。保羅並且詳細地描述了那些異端的危險：(1)沒有益處(14

節)；(2)只能敗壞聽見的人(14節)；(3)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16

節)；(4)如同毒瘡，越爛越大(17節)；(5)敗壞好些人的信心(18節)。

接著，保羅提醒提摩太當自潔作貴重的器皿(19～23節)──要追求聖

潔的個人生活，而逃避少年人的私慾，與那些愛主的人在一起追求追

求公義、信德(信心)、仁愛、和平，且要棄絕愚拙無學問的辯論。保

羅在此說明人的失敗不能毀壞神已立的根基；並且「主認識誰是他的

人」(民十六5)，稱呼主名的人當「離開不義」(民十六26) 而顯出自

已是一是屬於神的人。保羅以「大戶人家」比喻教會，「金器銀器」

比作有用的信徒，「木器瓦器」比作無用的信徒；並勉勵提摩太自潔，

「脫離卑賤的事」，成為神合用的貴重器皿，作各樣善工。然後，保

羅勸勉提摩太要作主的好僕人(23～26節)──不可爭競，溫溫和和地

待眾人；對那些抵擋的人，該用溫柔的心來勸戒他們，這樣才能使他

們悔改，明白真道，而脫離魔鬼的網羅。 

【鑰節】「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

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20～21)神的工

人要好好裝備自己，成為自潔，聖潔，合乎主用的貴重器皿；否則在

主的手中沒有多大用處。 

【鑰字】「貴重的器皿」(提後二21)──在神的家裡，有不同的器皿。

請注意，在這裡強調器皿之別乃是質地的不同，是有其意義的。「金」

代表神性，「銀」代表救贖，「木」代表人的天然本性，「瓦」代表

人屬土的性質。因此，器皿有貴重、卑賤之分，其分別點在於內裏的

性質如何，所以我們應當注重內在生命的長進與改變。倪柝聲弟兄說

得好，「在屬靈荒涼墜落的日子，神注意器皿內在的價值遠超過它外

面的用處」。誰能夠在神面前作貴重的器皿？乃是脫離了卑賤的器皿

的人。所以，我們要脫離卑賤的事，而專心追求聖潔敬虔的事，就必

成為合乎主用的貴重的器皿；這樣我們就能成為金器銀器，而承受神

的尊榮，充滿祂的榮耀，並且供應祂的生命，流露祂的生命。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1～7 節)； 

(二)以基督和保羅的經歷作榜樣(8～13節； 

(三)承擔對敎會應有的責任(14～26節)。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保羅指出作主忠心見證人的七個

身份： 

（一） 忠心教導別人的人(2節)──要將真理傳遞下去！敎會

的見證不應該斷代，不可讓下一代自生自滅。因此，真理的教導乃

是一代接著一代的傳遞下去。請注意，第 2 節隱含著「四代」傳承

真理的人：(1)第一代――我――使徒保羅；(2)第二代――你――

提摩太；(3)第三代――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4)第四代――別

人，即領受教導的人。 

（二） 基督耶穌的精兵(3～4 節)──要專一，無纏累，討主喜

悅！基督徒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一個爭戰。在屬靈的爭戰里，作一個

基督耶穌的精兵，乃是：(1)要有受苦的心志，去完成為主作見證的

任務；(2)必須全力以赴，專心事奉，而不受今生的榮華，肉體的享 

受，繁忙的工作，人情的世故等的纏累；(3)要有討主喜悅的心志，

讓主的利益控制著我們一生的生命和力量；(4) 要与別人彼此相

顧，而一同并肩作戰。 

（三） 得冠冕的競賽者(5 節)──要有節制，按規矩得勝！為

著獲得榮耀的獎賞 (四 8；太廿五 21，23) ，我們應當以一個

競賽者的心態服事神。保羅引用古希臘運動會作比喻，說明參

加比賽的人乃是為著爭奪冠軍，爭奪冠冕。因此，一個競賽者

的生活該是有節制的、有規律的，而不松懈、輕率、和疏忽。

並且一個得冠冕的競賽者必須按規矩參加競技，包括賽前嚴格

的訓練，以及遵守競賽的規則等，否則參賽的資格將被取消。 

（四） 勞力的農夫(6～7節)──要勞苦耕耘，盼豐收！在敎

會裡的事奉，我們當辛勤工作如同一個先得糧食的農夫。因此，

必須先付代價，勞力作工和花心血耕耘，而不敷衍塞責、不投

機取巧，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先豐盛，然後供應生命，叫弟兄姊

妹得幫助。 

（五） 無愧的工人(14～18 節)──要熟讀主話，按正意分解

真理！為著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悅，我們應當持守所信的真道，

作一個無可指責的工人，熟練地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這里

的「工人」，在希臘原文(ergate) 中含有石匠的意思，就是指

石匠照著設計的藍圖，將一塊塊的石頭，仔細地雕刻。按著

「正意分解」原意是指裁縫以直線裁剪布匹，農夫依直線耕地，

木匠直直地切割木頭，或石匠循直線鋪石路。這就是說：我們

的傳講乃是絕對忠實地以神的話作藍圖，而絕不隨便，不牽強

附會，或是人云亦云，以致曲解神話語的本意。 

（六） 貴重的器皿(19～22 節)──要自潔，追求，合乎主用！

在敎會裡，作貴重的器皿，或作卑賤的器皿，全視乎我們的態

度而定。因此，我們的操練乃是潔淨自己，清除自己裡面那屬

天然木和屬土的性質；脫離一切屬肉體、情欲、世俗、不義的

卑賤事；主動逃避少年的私慾，不看、不聽、不想、不作那不

敬虔的人事物；與清心的人一起追求公義、信心、仁愛、和平。

我們的雄心乃是成為聖潔，合乎主用的貴重的器皿。 

（七） 主的好僕人(23～26 節)──要溫和地待眾人，用溫柔

勸勉抵擋的人！關於敎會紀律的運作，光是用準確的真理教導

和勸戒人還不夠，還要用溫柔謙恭的態度來勸勉和幫助人。 

【默想】 

（一） 保羅勉勵提摩太，作主忠心的見證人，就是：(1)忠心

教導的人(2 節)；(2 精兵(3，4 節)；(3)在場上比武的(5 節)；

(4)農夫(6 節)，(5)工人(15 節)；(6)器皿(21 節)；(7)僕人

(24節)。在我們身上是否也有這些特質嗎？ 

（二） 保羅要提摩太在基督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把真道傳給

有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我們是否也是那些屬靈的承傳的人

呢？ 

（三） 在作主的精兵的事上，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什麼事會

使我們離開或幹擾我們全力以赴，專心事奉呢？ 

（四） 在作得冠冕的競賽者的事上，我們是否學習過一個受

嚴格訓練，節制的生活，為著跑那生命的路程呢？ 

（五） 在作勞力的農夫的事上，我們是否擺上心血，竭力生

產，為著在敎會中供應生命呢？ 

（六） 在作無愧的工人的事上，我們是否勤奮地學習，和準

確地解釋，並應用神的話語呢？ 

（七） 在作珍貴的器皿的事上，我們是否與屬靈的夥伴一同

「逃避」，共同「追求」，一起「棄絕」呢？ 

（八） 在作主的好僕人的事上，我們是否以溫和、寬容、和

藹的態度與人相處，以謙卑、溫柔的態度來對付人的抵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