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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5/7~ 5/13 

五月七日 

讀經 路二十 1～20；挑戰權柄 

鑰節 有一天，耶穌在殿裏教訓百姓、講福音的時候，祭司長和文

士並長老上前來問祂說：『你告訴我們，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

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路二十 1～2 ) 

禱告 主啊，我不再屬自己，我將主權交給袮。 

詩歌 活著為耶穌～churchinmarlboro 

五月八日 

讀經 路二十 21～47；神物歸神 

鑰節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路二十 25) 

禱告 主啊！袮愛如此奇妙深厚，當得我心，我命，所有。 

詩歌 收我此生作奉獻～churchinmarlboro  

五月九日 

讀經 路二十一 1～19；一切都投上 

鑰節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自

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二十一 4) 

禱告 主啊，得著我餘生的小杯，全然歸袮。 

詩歌 一切全獻上～YouTube 

五月十日 

讀經 路二十一 20～38；儆醒預備主來 

鑰節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

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二十一 36) 

禱告 主啊，求袮保守我們，以儆醒的態度來面對每一天的生活；

而且常常活在袮的面光中，好在那日得以站立在袮面前。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一日 

讀經 路二十二 1～23當記念主 

鑰節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

二十二 19) 

禱告 主啊，我們願照袮的吩咐，常常藉擘餅喝杯來記念袮，並學

習等候袮來。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二日 

讀經 路二十二 24～46主的祈求 

鑰節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

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

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二十二 31～32) 

禱告 主啊，撒但藉著『篩』我們，叫我們軟弱、失敗。謝謝袮，

袮滿了體恤和同情，天天為我們祈求。也謝謝袮的保證，凡

靠著袮進到神面前的人，袮都能拯救到底(來七 25) 。 

詩歌 我有一救主，在天為我祈求～churchinmarlboro  

五月十三日 

讀經 路二十二 47～71彼得不認主 

鑰節 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甚麼。』正說話之

間，雞就叫了。主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

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

(路二十二 60～62) 

禱告 主啊，雖然我們會失敗，讓我們學習常常想起你對我們所說

的話，被袮的話摸著，心裏憂傷痛悔，從失敗中回轉過來。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提摩太後書》綜覽──作基督精兵和無愧工人 
【本書簡介】保羅精心編寫本書，藉以特別強調： 

(一)作「基督耶穌的精兵」――(1)照生命的應許，作忠心不渝

的戰士(一章)；(2)為基督受苦，作與基督同死，同活，同作王

的戰士(二章)；(3) 竭力對付異端，作明白真道的戰士(三章)；

(4)為主殉道，作至死忠心的戰士(四章)。在末世悖謬不信，背

道行惡的時代中，我們該有的心志、事奉和見證，包括為主對

抗異端的危機，為善道而爭戰，為得將來的賞賜(一 8；二 3，

15；三 1～8；四 2，5，7，8)。願我們面對末世危險和教會荒

涼的挑戰時，能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二 1)；在困難的

日子裡，對神的信心、愛心、和盼望仍堅定不移，而一生沒有

後悔，沒有後退，沒有保留。 

(二)作「無愧的工人」――(1)為主福音，不怕苦難(一章)；(2)

為蒙神喜悅，按正意分解真理(二章)；(3)為立志敬虔度日，忍

受逼迫(三章)；(4)為主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四

章)。我們這些受托付事奉主的人，我們的一生是「無愧的工人」

(二 15)，「貴重的器皿」(二 21)、或是「專顧自己」(三 2)，

「貪愛世界」(四 10)，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三

5)願我們愛慕主的顯現，能剛強忍受一切的苦難，忍耐等候主

再來的榮耀(四 8)；以致一生忠心為主盡職，完成神所交付傳榮

耀福音的使命。 

【本書重要性】 

(一)《提摩太後書》是「耶穌基督精兵」(二 3)的戰場手冊和

「無愧工人」(二 15)的事工指南。因此，際此「末世危險的日子」

(三 1)，面對邪惡的發展和異端的侵襲，任何一個事奉主的人若

想要知道如何作基督的精兵和無愧的工人，並且成為貴重聖潔的

器皿，而一生無愧又無懼地忠心為主盡職，就必須讀本書。 

(二)《提摩太後書》是「保羅的遺囑與凱歌」。保羅對提摩太發

出的挑戰和鼓勵，感人至深；這也是給每一個要跟隨基督的人，

所發出同樣的挑戰和鼓勵。使徒保羅作了最佳基督精兵及無愧

的工人的見證和榜樣。因此，任何人若想要像保羅那樣滿有信

心、愛心及盼望，以及一生奔跑生命的路程而得神的喜悅，即

使至死而仍能發出勝利的呼喊，就必須讀本書。 

(三)《提摩太後書》是使徒保羅臨殉道最後的一封書信，囑咐親

愛的兒子提摩作主的見證人，打那美好的仗，跑那當跑的路，

守那所信的道。儘管本書信記載有很多集體性的失敗實例，包

括顯著的偏离真道和真理。但我們是否因此要找藉口，不持守

真理和不過敬虔的生活呢？本書堅決的答案是：不！「我們當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ing%20for%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3.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ULzQC7lIo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King%20Will%20soon%20come%20back%20agai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95.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hough%20We%20May%20Waver.htm


瑪波羅教會家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6) 

 

 

 
2 

竭力在神面前作無愧的工人」(提後二15)。因此，任何人若想要在

末後的日子裡，甘心地委身和忠心地事奉，而不退縮、不放棄，就

必須讀本書。 

【本書背景】保羅寫了《提摩太前書》後，繼續往前佈道，很可能

去過當時羅馬帝國西部最遠的大城士班雅(今譯「西班牙」)，完了

他多年的心願(羅十五23，28)，回來後又到亞西亞，特羅亞，哥林

多等地(四13，20)。那時羅馬帝國廣泛地區都已掀起反基督徒的浪

潮，是因主後64年，羅馬最兇殘的皇帝尼祿命人於羅馬城內縱火，

導至全城燒了六日七夜，因而引起民憤。尼祿為脫罪名而嫁禍於基

督徒，一時間基督教成了非法宗教，遭到各方面的逼迫，保羅就是

在這樣的氣氛下再次被捕入獄，時為主後66年。這次被囚跟上次截

然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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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完全被孤立，很難被人找到，阿尼

色弗，遍處殷勤尋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一16～17)。這次保羅預

感在世日子不久(四6)，也想到提摩太要面對更艱難的局面，於是在

獄中寫了本書信，藉此一面堅固他，勉勵他在荒涼的環境中，仍要

作主忠心的見證人；另一面極盼望提摩太前來羅馬，俾能見最後一

面(一4，四9，21)。據說本書寫後不久，保羅在羅馬城外被官府砍

首處死，而為主殉道。 

【本書鑰節】「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 15) 神的工人重在對神「無愧」，

意指無可指責；事奉的態度乃是「竭力」，意指熱切，殷勤，渴望，

鄭重；事奉的動機乃是得神「喜悅」；而訣竅是在「正直的剖解真

理的道」。因此所有真實受託服事主的人，應正確地傳達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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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當時教會裡面已經有極大

的混雜，其中有作為貴重的器皿，也有作為卑賤的器皿。在這樣不

正常的光景下，保羅勉勵提摩太應該脫離卑賤，聖潔自重，成為合

乎主用，豫備行各樣善事的貴重器皿。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

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

人。」(提後四 7～8)從保羅臨終前偉大的宣言，我們看見他得勝的

見證──就是打完了仗，跑完了路，也守住了所信的道，而必有公

義的冠冕為他存留。 

【本書鑰字】「打過，跑盡，守住」(提後四 7) ──《提摩太後書》

是一封動人的書信，也是一篇將死但仍百折不撓的戰士得勝的見證。

儘管書中保羅的命令是如此強烈，語調是如此令人警醒，然而其中

有大量保羅鼓勵的話和他自己的榜樣。特别在提後四 7～8節，他為

事奉主獻上一生的精力，而在離世前，發出偉大的榮耀宣言。當他

回顧「如此人生」，他心中的喜樂無法形容，因他能說「美好的仗

打過了，當跑的路跑盡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提後四 7) 。用世人

的眼光來看，保羅的處境悲慘可怜，身在牢獄，人人棄他而去；他

一生忠心事主，卻落到如此田地，而不得善終。但保羅的態度卻是

毫無後悔，因他深知所信的是誰(提後一 12) ，必救他進祂的天國

(提後四 18)。雖然他的結局是死刑，然而他的歸宿卻是冠冕、榮耀。

因此，保羅的一生是一個勝利的人生，有一個是美滿的結局。我們

這些受托事主的人，我們的一生是 (1)「無愧的工人」(二 15)，

「貴重的器皿」(二 21)或是「專顧自己」(三 2)，「貪愛世界」(四 

10)，「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三 5)？願我們 

能忍受一切的苦難二 12)，忠心作「主的仆人」(二 24)，等候

主再來的榮耀(四 8)。 

本書其他重要的關鍵字包括：(1)「不以……為恥」(一 8、12、

16)，而「為恥」希臘原文為 epaischunomai，意指感到羞恥，

因膽怯懦弱；(2)「無愧」(二 15)希臘原文為 anepaischuntos，

意指不感到羞恥，因無可指責。本書第一章保羅勸導提摩不要

以給主作見證為恥，因保羅在苦難中不以為恥，而阿尼色弗也

不以保羅被囚為恥，反以為榮；第二至第三章是保羅勉勵提摩

太作個無愧的工人；第四章則說到保羅因有主站在他旁邊，加

給他力量，使他接受審訊時，而不以為恥。 

【本書簡介】本書是保羅殉道前所寫最後的一封絕筆書。重要

內容係記述保羅為提摩太感謝，記念與代禱，不以福音為恥，

受苦傳道的責任，作基督精兵和無愧的工人，作貴重聖潔的器

皿，溫和的勸戒，末世的危險，背道的惡行，遭遇的苦難，聖

經的益處，臨別的忠言，盡職的勸勉，得勝的見證，私務的交

託，以及最後問安等事，全書所論，是在注重事奉主的人，如

何忍受苦難，剛強起來，盡職傳道，作無愧的工人。 

【本書大綱】本書共四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大段如下： 

(一)作主見證(一章)── 照著生命應許，挑旺裏面的恩賜，不

以作主見證為恥；  

(二)合乎主用(二章)── 作主的精兵，無愧的工人，貴重的器

皿； 

(三)末世危險(三章)──末世危險日子來到，服從使徒教訓，

信從聖經； 

(四)最後託付(四章)── 務要傳道，得公義冠冕，愛慕主顯現。 

【特點】 

(一)《提摩太前書》較注重討論治理和牧養神的教會方面的問

題，而《提摩太後書》則注重討論治理和牧養人本身之靈性生

活方面的問題。對比《提摩太前書》強調集體的和會眾的行為，

《提摩太後書卻突出個人的責任和行為。我們可以這樣分述本

書的主題：「在集體失敗中的個人責任」。《提摩太前書》和

《摩太後書》因時間與環境完全不同，所以兩書的內容有很大

的差別。 

(二)提摩太後書為「保羅的凱歌」，是一個得勝的回憶，是忠

實的勸告，是臨終的囑咐。本書是保羅最後的書信，寫給他親

愛的兒子(一 2)，可說是保羅的遺囑。又因提摩太生性膽怯畏

縮，容易灰心(一 7)，身體又不甚健康(提前五 23)，所以保羅

在字裏行間洋溢著親切關懷之情。以他切身的經歷作榜樣(一 3、

11～12，二 9～10，三 11)，更以他預備好面對被澆奠無畏的

態度，豪邁的宣言(四 7～8，16～18)，激勵提摩太在能力的靈

裏，再如火挑旺所已得的恩賜(一 6～7)；作基督的精兵(一 3)；

忍受苦難，作傳福音的工作，盡他的職事(四 5)。這是保羅給

提摩太最後的託付，也算是在他離世之前，傳遞見證的火把給

忠心的人。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提摩太後書》！

通過這本書，我們聽見了祢僕人保羅對我們發出的挑戰和鼓勵。

深願那感動、啟示保羅的聖靈，同樣讓我們也知道我們所信的

是誰，並激勵我們打那美好的仗，跑那當跑的路，守那所信的

道。主阿，求祢保守我們，甘心走十架窄路，作祢的精兵和無

愧的工人。賜給我們忠心舆忘生死的心志，禍福都不問，就是

寶貴心血，也願為祢捨。奉我們主耶穌得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