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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6/18~ 6/24 

六月十八日 

讀經 約十六 16～33；主裹平安。 

鑰節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十六 33) 

禱告 親愛主，求袮賜給我們得勝的平安，叫一切使我們憂傷的

變為喜樂的泉源。 

詩歌 耶穌給你平安～ YouTube 

六月十九日 

讀經 約十七 1～19；臨別的禱告。 

鑰節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

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十七 1) 

禱告 親愛主，願袮的禱告成就在我們身上，將我們帶到一個地

步，不管環境如何，我們都能彰顯袮的榮耀。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二十日 

讀經 約十七 20～26；合而為一。 

鑰節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

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

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

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

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

我一樣。 (約十七 21～23) 

禱告 主，感謝袮，賜下合一的榜樣及教導，但願地上的教會都

能合而為一地見證袮的名、袮的真理、袮的愛，好使袮得

著榮耀。 

詩歌 聖徒眾心，愛里相系～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二十一日 

讀經 約十八 1～27；我就是。 

鑰節 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我就

是。 』賣祂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那裏。耶穌一說：『我就

是。 』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約十八 5～6)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在任何環境中，不退縮，也不強出頭，

但讓我們與袮一同體會『袮就是』。 

詩歌 今要主自己～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二十二日 

讀經 約十八 25～40；真理的王 

鑰節 彼拉多就對祂說：『這樣，你是王麼？』耶穌回答說：『你

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

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約十八 37) 

禱告 主啊！求你讓我們虛心追求真理，並尊稱你為主、為王 

詩歌 耶穌我主榮耀王～ churchinmarlboro.org 

讀經 約十九 1～24；祂背十架 

鑰節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

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約十九

17) 

禱告 親愛主，謝謝你，你愛我們，為我們受羞辱、受苦害、受

鞭傷，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們願一生為你而活。 

詩歌 近十架～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四日 

讀經 約十九 25～42；已成了 

鑰節 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

將靈魂交付神了。 (約十九 30) 

禱告 親愛主，謝謝你，你說：「已成了！」在一切事上，我們

可以享受你早已完成的。 

「成了」(約十九 30)主耶穌喊出：「成了」，表示神救贖的工作

已大功告成，就將靈魂交付了神。「成了」(約十九 30)其希臘文

teleo 的意思並不止是說，事情過去了，而是說事情完滿的成就

了。這一句「成了」的意思，是極為深奧而豐富的，乃是指所有

祂上十字架要作的事都圓滿達成了。因著主耶穌十字架的工作，

毀壞了撒但的權勢，贖清了人類的罪惡，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

以凡是關乎我們蒙救贖的事，祂在十字架上藉著受死，都替我們

作成了。祂沒有留下任何的難處，要我們自己去解決。哦，這真

是一個偉大的「成了」！這是主自己最大的凱歌，這也是我們罪

人最大的喜信！ 

 「『成了！』父所交給祂的工作，祂已完成！祂已傾出自己的靈

魂，作為贖罪的祭牲！這是拯救贖罪的工作！不錯，那時主還未

死去，但祂的受死、埋葬、升天已成定局，如同已完成了一樣。

所以主耶穌能向世人宣佈，罪人如何能得救。感謝神，耶穌在各

各他的十字架上完成了工作！」──馬唐納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與受死，除去了神人之間最後的阻

隔。祂那聲勝利的『成了！』(約十九 30)，正是向人宣告通向神

的道路已經築成，人類可以通行無阻了。」── 葛培理 

 「基督徒的信心不是開始於『做』，乃是開始於『已成了』。」

―― 倪柝聲 

《提多書第二章》──教會的牧養 
【讀經】提後二 1～15。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了解神的工人牧養教會的職責，包括

以「純正的道理」勸導聖徒個人和在家中過節制、自守、敬

虔、公義的生活；以及自己以「善行的榜樣」，而使人無可指

責；講明神救恩的內涵和目的，而使人敬虔度日，等候主再

來；並應用「各等權柄」，而使人歸正。 

【主題】《提多書》第二章主題強調：(1)牧養全體會眾(1～9

節)；(2)神全備的救恩(11～14節)；和(3)用權柄勸戒人(15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牧養教會的原則──革哩底的社會是以虛假、兇殘、逸

樂、敗壞見稱的(一 12)。基督徒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如何在

生活上有美好的見證？如何「免得神的道被毀謗」呢(5節)？且

在凡事上「尊榮神的道」(10 節)呢？在本章，保羅吩咐提多三

件事：(1)無論對任何人，總要以「純正的道理」(1節)為治理

時絕對的準繩；(2)自己要以身作則，而「凡事都要顯出善行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JrTuLvE04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hristian%20heart.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mself.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YRLEEH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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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樣」(7 節)；(3)並用要用「各等權柄」勸戒人、責備人(15

節)。 

 (二)神的救恩為基督徒敬虔生活的信仰根據──(1)神的恩典為

人帶來完全的救恩(11節)；(2)神的恩典教導人如何生活，包括

消極地除去不敬度的心和世俗的情慾，並積極地自守、公義和

敬虔度日(12 節)；(3)神的恩典教導人等候主的再來(13 節)；

(4)神的恩典使人認識基督的死，為要救贖、潔淨、分別、激勵

我們行善(14 節)；(5)神的恩典是須要公開的宣講(15節)。 

【簡要】在本章，保羅首先吩咐提多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

道理(1節)。然後，再逐點舉例，教導提多當怎樣牧養教會中不

同年齡、性別和地位的聖徒，而使他們過正確、敬虔的生活。

保羅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教導： 

(一) 勸老年人(2節)──要有節制、端莊、自守，在信心、愛

心、忍耐上純全無疵； 

(二) 老年婦人(3節)──舉止行動要恭敬，不說讒言，不給酒

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 

(三) 勸少年婦人(4～5節)──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

潔，料理家務(5 節中)，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 

(四) 勸少年人(6節)──要謹守； 

(五) 勸提多 (7～8節)──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

訓上要正直、端莊，言語純全，無可指責； 

(六) 勸作僕人的 (9～10 節)──順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討主

人的喜歡，不可頂撞主人，不可私拿東西，凡事尊榮我們

救主神的道。 

然後，11～14節，保羅論及救恩豐盛的內涵。因神全備的救

恩，使我們棄絕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

虔度日；並且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榮耀的顯

現。接著，15節保羅勸勉提多宣講真理，要善用權柄勸戒人、

責備人，不可叫人輕看自己。 

【鑰節】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除去不敬虔的

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

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他為

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

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多二11～14)本段聖經對救恩的真理作

了簡明而深切的描繪，提綱挈領地留下了最佳基督徒重要信仰

的總論。 

【鑰字】「顯明」 (多二11)和「顯現」 (多二13)──11節的

「顯明(希臘文epiphaino)」和13節的「顯現(希臘文

epiphaneia)」在希臘文都是同一字根，前者是動詞，後者是形

容詞，意思是照耀或顯明。11節是指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恩

典的照耀，13節乃是指祂第二次降臨的榮耀的照耀。這是說出

基督的兩次顯現──降生與再來，乃是基督徒活出美好見證的

原動力。所以，我們現在活在恩典照耀的人，也必活在儆醒自

守、全心忍耐之中來「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等候有福的盼

望──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參新譯

本)。有了本段這樣的勸勉，我們真的感到鼓勵和安慰！ 

【綱要】本章可分為三段如下： 

(一)牧養全體會眾(1～9節)： 

（1） 勸長者(1～4 上節)──活出尊榮、純全，顯出長者風

範； 

（2） 勸青年(4 下～6 節)──顧家、正直、正派； 

（3） 對提多(7～8 節)──自己以身作則，活出真理的榜樣； 

（4） 勸僕人(9～10節)──順服、忠誠、可靠。 

(二)神全備的救恩(11～14節)──過去救恩已顯明，現在敬虔

度日，等主將來顯現。 

(三)教導的責任(15 節)──用權柄勸戒人、責備人，不讓人輕

看。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提多書》第二章 11～14

節內容雖簡短，在新約聖經裡面，卻是基督徒信仰的救恩真理

的袖珍縮影。 

(一)神全備救恩豐盛的內涵，，包括救贖、赦罪、稱義、和

好、重生、分別為聖、變化更新，直至模成神兒子的形像。請

注意其中論及救恩的三個時式： 

(1) 過去──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11 節)。 

(2) 現在──顯明在今世聖徒的自守、公義敬虔度日(12 節)。 

(3) 將來──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13 節)。 

 (二)神全備救恩帶來的果效： 

(1) 生活有動力──神的恩典是我們稱義、成聖和得榮的基

礎，並且教導我們怎樣過現今在世上的生活。基督不但救我們

脫離罪惡，也使我們積極地過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2) 生活有目標──神的恩典激勵我們，全心儆醒等候「有福

的盼望」(被提)，並迎接主榮耀的顯現(再來)。我們度一日就

近主再來的一日，這是何等的鼓舞和喜樂！  

【默想】 

(一) 1～10節說出保羅囑咐提多，對教會內教會中不同年齡、

性別和地位的聖徒施以不同的教導。我們如何以身作

則，對周圍的人產生什麼影響力呢？並且幫助人在家

庭、教會和社會中作美好的見證呢？ 

(二) 11～14節說出神全備的救恩，指出過去救恩顯明，現在

敬虔度日，等主將來榮耀顯現。我們是否讓神的恩典在

生命中掌權，並教導我們怎樣敬虔度日呢？我們生活的

目標是否等候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呢？ 

(三) 保羅提醒提多「不可叫人輕看」(11節)。我們如何在生

活上和事奉上不讓人輕看呢？ 

【禱告】主耶穌啊，教導我們敬虔度日，並等候袮榮耀的顯

現，迎接終極的救恩。 

【金句】 

※ 「教會是信徒的集會。如果個別的信徒是自律的， 教會就

沒有需要施行管教。但如果個別的人不守紀律，教會就會

多有紀律上的問題。所以基本上紀律是由每個人開始。」

──江守道 

※ 「神的兒女啊，主為你而死，救你從一切罪惡中出來，你

可有能力來利用世界生活有力，與朋友信義地生活，對神

敬虔，並且仰望那有福的盼望？賜恩的神已經顯現，祂的

榮耀必然顯露。祂曾來過，祂也必再來。第一次來是謙卑

的，第二次來是榮耀的。第一次來是以嬰孩的姿態，第二

次來是以榮耀的『人物』出現，那時我們必可得著榮耀。

但在等候的時候必須聖潔，不被罪汙所沾。」── 邁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