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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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週聚會】2017 年 6/25~ 7/1 

六月二十五日 

讀經 約二十 1～18；抹大拉馬利亞 

鑰節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 』她

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約二十十 18) 

禱告 主啊，在我們裏面造出一個渴慕，使我們的心單單愛你，完

全屬你。 

詩歌 願我愛你更深～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六日 

讀經 約二十 19～31；願你們平安 

鑰節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 (約二十 26) 

禱告 親愛主，你知道我們的軟弱、懼怕、失敗。但你沒有撇下我

們，卻仍向我們顯現。你的平安使我們從恐懼轉為喜樂，你

的同在使我們從無助轉而領受託付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七日 

讀經 約二十一 1～14；主再顯現 

鑰節 耶穌說：『你們來喫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祂：『你是

誰？』因為知道是主。(約二十一 12) 

禱告 主啊！天天向我們顯現，賜給我們溫暖、新鮮的供應，教導

我們順服你的帶領，活在你的旨意之中。 

詩歌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八日 

讀經 約二十一 15～25；你愛我嗎 

鑰節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

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

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約二十一 15)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愛你，能超越這一切（愛主過於炭火、魚、

餅…），並且一無反顧的跟從你 

詩歌 主！使我更愛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二十九日 

讀經 徒一；見證基督 

鑰節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

徒一 8 原文)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意接受袮的差遣，在袮量給我們的崗位上見

證袮。 

詩歌 主我不過是袮運河～churchinmarlboro 

六月三十日 

讀經 徒二；同心合意 

鑰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

天加給他們。 (徒二 46～47) 

禱告 主啊！求袮使我們天天同心合意，活出美好見証，把得

救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 churchinmarlboro 

七月一日 

讀經 徒三；主名能力 

鑰節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

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徒三 6) 

禱告 主啊！願我們不倚靠金錢，乃是凡事倚靠袮名的能力。 

詩歌 我寧願有耶穌～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約二十一 15）──主耶穌在溫情

中接納了彼得，現在他要彼得由跌倒，三次否認主的陰影中走

出來。所以主耶穌三次重複問彼得，第一次提到『你愛我比這

些更深嗎？』，之後二次，只說『你愛我嗎﹖』。主在第一、

二次主用 Agape 這個屬神最高級的愛來問彼得，而彼得謙卑、

慚愧的卻以 Phileo 這個屬人的愛、友情的愛來回答。彼得意

思是說：「主啊！你知道我愛你，但我的愛何等可憐、何等軟

弱、何等有限、何等靠不住。」主在第三次的詢問中也用了彼

得一般情誼之愛 Phileo來問彼得，主耶穌似乎是在告訴彼得

『是的，雖然你的愛有限，但我仍接納，我就在你的有限中接

納你。』 

主在愛中接納了彼得，現在祂要彼得由跌倒，三次否認祂的陰

影中走出來。祂給他三次機會，恢復他愛主的心，然後託付他：

「你餧養我的羊」。主這話說出兩面的意思：(1) 餵養並照顧

主的羊，乃是『愛我』的表現；(2) 『愛我』乃是餵養並照顧

主羊的動機和依據。此後，彼得竭盡忠誠服事主，直到他用鮮

血帶上了殉道者的冠冕。主的愛遠超過我們的失敗。所以，不

管我們如何失敗，只要我們仍有颗向主的心，祂的愛便能重燃

我們，甚至再為祂用。。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原文是

作我的見證人)。」 (徒一 8) ──見證基督或作基督的見證人

是本書的中心，全書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主題來記述：(1)在

耶路撒冷的見證 (一至七章)；(2)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見

證(八至十二章)；(3)從安提阿起直到地極的見證。使徒行傳

對於研讀新約聖經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珍寶，不單只是記載

初代教會的歷史而已，更要緊的是記述基督的見證人，藉著聖

靈的能力，見證基督的復活。在前十二章裏，作為基督的「見

證人」有彼得、約翰、司提反、腓利、巴拿巴和殉道的雅各。

從第十三章至書末，書中最突出的「見證人」乃是保羅，還有

路加、西拉、提摩太等。藉著使徒的傳揚和見證，福音由耶路

撒冷開始傳揚，直到當時的地極──羅馬為結束 
《提多書第三章》──教會的見證 

【讀經】提後三 1～15。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了解神的工人當如何勸導眾人處世之

道，而在社會中有美好的見證，包括在順從在上執政、掌權者；

與眾人和睦共處；當熱心行各樣善事；遠避無益的爭辯、棄絕

分爭和分門結黨的人；以及結好果子。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22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ore%20Holliness%20Give%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3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ve%20Jus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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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提多書》第三章主題強調：(1)基督徒在社會上的責任

(1～2 節)；(2)基督徒行善之原動力(3～8節；(3)勸勉遠離背道者

(9～11節)；和(4)結語與問安(12～15節)。 

【特點】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基督徒行善之信仰根據：(1)

神拯救的原因──不是我們的義，乃是因著神的慈愛和憐憫(4～5

節)；(2)神拯救的方法──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5 節)；(3)

神拯救的內容──稱義、永生、成為後嗣(7 節)；(3)神拯救的效果

──脫離了以前的愚妄(3節)，留心作正經事(8 節)和結果子(14

節)。 

【簡要】1～2節，保羅要提多提醒眾人要順服政權並行善。保羅要

提多提醒眾人三件事：(1)對政府的態度乃是尊重、合作、守法；

(2)生活的目標乃是預備行各樣的善事；(3)與人的關係乃是不毀謗、

不爭競、和睦、柔和。3～8節，保羅論及行善之原動力。保羅指出

我們是蒙恩的罪人。信主以前，也是和世人一樣，是在無知悖逆的

景況下；信主以後，我們是怎樣改變的：(1)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

的義，乃是照祂的憐憫(4～5節上)；(2)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

新(5節下～6節)；(3)好叫我們因祂的恩得稱為義，憑永生盼望成

為後嗣(7節)；(4)使我們已信神的人就能留心行善(8節)。因此，

基督徒行善乃是真正體驗神救恩的結果。9～11節，保羅吩咐提多

要遠離背道者。保羅要提多遠避無知的辯論與家譜的空談；對於結

黨的人，警戒幾次之後，便要棄絕(亦即不予理會)他們，因為這些

人明知故犯。 12～15節是本書的結語與保羅的問安。保羅打發亞

提馬或推基古往革哩底去接替提多，要提多到尼哥波立見他，並要

提多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保羅特別提到我們的人，也要

為著諸般的需用，學習實行維持各樣的善工，才不致於不結果子。

最後，保羅請提多代問那些因有信心愛他們的人安。 

【鑰節】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或譯：留心行善〕豫備

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多三 8)本書再三強調「純正」的道理

和教訓，以及和「善道」相符的「行善事」，給我們提供了最佳的

「言行一致」範例。 

【鑰字】「留心行善」(多三 8) ──本書一再出現「行善」，善

事」的詞(一 8，16；二 7，14；三 1，8，14)，可見本書的主題無

疑是「留心行善」，目的是要我們在生活上有好的見證。「行善」

的希臘原文 agathos 意即無可指摘的行動或作為。雖然我們不是

「行善」而得救，但我們得救是為要「行善」。親愛的，我們已經

得救，卻沒有「善行」，就該反省自己所行的了。 

【綱要】本章可分為四段如下： 

(一)基督徒在社會上的責任 (1～2節)； 

(二)行善之原動力(3～8節)； 

(三)勸勉遠離背道者 (9～11 節)； 

(四)結語與問安(12～15節。 

【鑰義】本書的結尾，在末後問安之前的一句是：「要學習行善。」

(三14)。這一點，無可置疑的是全書的主題。雖然我們不是靠行善

而得救，但我們得救後，生活上要行善，而有好的見證。好的見證

是我們得救的明證和所結的果子。基督徒的信仰，必須與最高的品

行並行；特別是在道德低落的社會中，我們更需要這樣的提醒。在

新約聖經裡，信心與生活的表現是不能分割的，而高尚的真理也絕 

不能容忍低級的行為。故本章提醒我們從前的生活是何等罪惡

(3節)；現今我們得的救恩是何等奇妙(7節)；將來可以憑永生

的盼望成為後嗣(7節)。因此我們得著救恩的人，不能不「學

習行善」，在教會、家庭和社會中行事與救恩相稱，就是活出

基督。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全備的救恩是驅動我們行善

的原動力： 

(一)救恩的根源――神拯人計劃之實施，乃是根據神的恩慈、

慈愛和憐憫 (4～5節)。 

(二)救恩的手續――我們得救乃是聖靈的工作，藉著重生的洗，

聖靈的更新，和聖靈的澆灌(5～6節)。 

(三)救恩的內容――救恩使我們得以稱義和得著永生的盼望，

並成為後嗣(7節) 。 

(四)救恩的果效――神救我們，原是叫我們行善，而結出聖靈

的美果(1，8，14節)。 

【基督徒站出來】主後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英國鐵達尼郵

船，從英國到美國作首度航行，不幸卻在大西洋撞上冰山而沉

沒，在當時成為震驚世界的大海難。當船將沉沒的時候，船上

的人都慌作一團，有的哭號哀叫，有的要爭先的擠上有限的救

生船逃生，秩序格外的混亂。這時有位船客郝約翰牧師，出來

站在眾人當中，大聲呼喊說︰「基督徒站出來！」於是基督徒

一個一個的從擁擠的人群中出來，聚在一起祈禱、唱詩。那船

漸漸的沉下去的時候，他們還在悠悠揚揚的唱著那首「近乎我

主我父」的詩歌。後來在美國為郝約翰牧師舉行追思禮拜時，

主席說︰「我們記念這位神的僕人，最要緊的是要牢記並實踐

「基督徒站出來」的呼聲。若沒有他的呼喊，當天必然有更多

的人傷亡。」事實上，不但是在面對海難眾人驚慌失措、喪膽

絕望、哭號怕死的時候，基督徒該站出來，其實在社會道德墮

落的今天，基督徒更要站出來，但卻不是要責備、批評或哀嘆

人心不古，而是要能要求自己活出與常人不同的基督徒的品格。

基督徒之所以謂之基督徒，就是他能從眾人中站出來，顯明他

具有與眾不同的信心和德性。 

【默想】 

(一)1～2 節說出我們在社會上要有好見證，指出對政府應尊重、

合作、守法；與人的關係應不毀謗、不爭競、和睦、柔和。為

著得著行善的機會，我們是否順從神所設立的權柄體制呢？是

否與別人建立正常、良好的關係呢？ 

(二)3～8 節說出我們行善之原動力，乃是根據神的慈愛和恩典，

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並且因恩得稱義，憑永生盼望成為後

嗣。我們信主之後的心思和行為是否和信主之前不同？我們的

生活是否與蒙召的恩相稱，而熱心行善呢？ 

(三)9～11節說出我們應遠離背道者，指出應遠避辯論、分爭和

爭競，棄絕分門結黨的人。面對冥頑不靈與專門結黨的人，教

會應怎樣對待他們呢？ 

(四)12～15節是本書的結語與保羅的問安。在其中，我們看到

初期教會同工之間的關顧真是美麗(13節)：(1)律師西納和亞波

羅兩人不同種族，且各有不同的專長，仍能配搭合作，同工同

行；(2) 西納和亞波羅並不是與保羅和提多在同一配搭團隊，

一起作工的工人(徒十九 1；林前三 6)，但保羅仍顧到他們的需

要。我們是否也有這樣的胸懷，能關顧別地的主僕和聖徒呢 

(五)請再讀一遍提多書，記下它的重點，看看自己在每日生活

是否結出聖靈的美果？尤其是提多書中關於「行善」，「善事」

的經節(一 8；一 16；二 7；二 14；三 1；三 8；三 14) ，值得

我們進一步默想、學習和實行。 

【禱告】恩主耶穌，我們願照袮的心意，留心行善，叫我們的生

活行動與所蒙的救恩相稱，而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