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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6/4~ 6/10 

六月四日 

讀經 約九 13～41；為主作見証 

鑰節 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 (約九

25) 

禱告 親愛主，不論要出任何代價，求袮開我們屬靈的心眼，使我

們能真認識自己生命的殘缺，更清楚地認識袮。 

詩歌 驚人恩典～ YouTube 

六月五日 

讀經 約十 1～21；好牧人 

鑰節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十 11) 

禱告 親愛主，袮來了為要叫我們得生命，且得的更豐盛。幫助我

們堵住生命的各項破口，好叫袮的豐盛生命，不被仇敵偷

竊，使我們能更豐盛的活在你面前。 

詩歌 輕輕聽～ churchinmarlboro 

六月六日 

讀經 約十 22～42；永不滅亡 

鑰節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

們奪去。 (約十 28)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袮，是袮尋找我們這迷失的羊，並賜我們永

生，使我們永不滅亡，我們願跟隨袮到底。 

詩歌 有福的確據～ churchinmarlboro  

六月七日 

讀經 約十一 1～27；主是復活 

鑰節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那復活，就是那生命；信入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活著。﹝原文直譯﹞ (約十一 25) 

禱告 親愛主，我們信袮是神的兒子，是生命，是復活。袮自己死

裡復活，使我們得永活生命。 

詩歌 榮耀歸與你～ churchinmarlboro  

六月八日 

讀經 約十一 28～57；拉撒路復活 

鑰節 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

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

叫他走。』 (約十一 43～44) 

禱告 親愛主，我們願意學習「挪開心中的石頭」和「解開一切的

捆綁」，經歷你復活的大能和榮耀。 

詩歌 榮耀之釋放～ YouTube 

六月九日 

讀經 約十二 1～19；伯大尼之家 

鑰節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祂叫拉撒路從死裏復

活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豫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

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

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

氣。 (約十二 1～3) 

禱告 親愛主，願我們的教會生活成為伯大尼之家的見證，使你能

安息和滿足。 

詩歌 主我願單屬你～～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十日 

讀經 約十二 19～50；一粒麥子 

鑰節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十二 23～24) 

禱告 主啊，我們願成為一粒被埋入泥土的麥子，經歷「由死而

生」的生命之律；幫助我們結出許多子粒來，流露你豐盛的

生命，叫神的榮耀得以彰顯。 

詩歌 耶穌你的愛拴住了我～ YouTube 

【本週聖經鑰句】 

「耶穌對她說，我就是那復活和那生命」（約十一 25）──主

是一切，祂自己就是「復活」，就是。所以，復活和生命並不

是一種在祂之外的事物。祂的「復活」是能經過死，而不被死

所拘禁 (啟一 17～18) ；祂的「生命」能吞滅死亡(林後五 4) 。

所以，這位復活之主能叫拉撒路死裡復活，因為祂自己也從死

裡復活，敗壞了死亡的權柄，釋放人因罪被死所受的轄制。因

此，甚麼時候我們靠主活著，甚麼時候我們就活在復活和屬天

生命的境界裏。 

【默想】：主與馬大的對話(17～27節)指出死亡的事實不能限

制祂，祂就是復活和生命。我們有了主，就能經歷復活和生命

的大能，也就能安然面對人生的生、老、病、死！ 

【《提多書》綜覽】───教會的治理和見證 
【本書簡介】保羅精心編寫本書，藉以特別強調： 

(一)教會的治理(一～二章)──神的工人治理教會，包括設立長

老等，乃是為要維持教會的紀律；以及注重傳講純正的道理和責

備跟從異端的人，以持守真道；又規勸老幼男女聖徒和作僕人的，

以尊榮神的道。這是因為神的恩典已救贖我們，潔淨我們，使我

們在今世敬虔度日；並且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我們救主耶穌基督

榮耀的顯現。 

(二)教會的見證(三章)──教導聖徒在教會、家庭和社會中過純

全無疵的生活，包括敬虔度日，明白救恩真理，順服掌權者，遠

避分爭，熱心行善，作正經事業等。這是因為神的憐憫，藉著重

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改變了我們，使我們因主的恩得稱為義，因

信而在教會、家庭和社會中有美好的見證。 

【本書背景】保羅在羅馬獲釋後，曾與提多到革哩底工作，因

看見該處的需要很大，好多事還沒有辦完，就把提多留下作

「善後」的工作(一5)，自己繼續前往亞西亞。革哩底為克里特

島，今名KRITI，是地中海第四大島，位於愛琴海的南面，現屬

希臘。當日為小亞細亞、巴勒斯坦及希臘往埃及與北非經商、

旅行的海路必經之地，受羅馬帝國的統治。革哩底人以懶惰、

貪婪、撒謊、侮慢、酗酒著稱(一12)。革哩底人聲名狼籍，惡

名昭彰。希臘詩人艾比文尼地斯(Epimenides,希臘七大智士之

一)，曾說：「革哩底人是一年到頭的說謊者」。坡里比亞

(Polybius)說：「革哩底人天性貪婪，一直過著為私事爭吵，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RHrJ-WOUr8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0/1-10-10%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ed%20assuranc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109.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e1i1oGcyA&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ZhhVoSiqw&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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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怨恨和民事爭鬥的生活。……很難在別處找到比他們更詭詐欺騙

的性格」。他又再描述：「金錢是他們極其重視的；擁有金錢不單

被視為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認為是可高度信賴的。貪心和貪錢是他

們與生俱來的天性，他們是全世界不擇手段去圖利，而不覺得羞恥

的唯一民族」。由此可見，提多要應付的工作非常棘手，除了革哩

底人放蕩不受約束之外，又有猶太的假師傅帶來的困擾(一10～11，

14，16，三9～11)，因此保羅寫本書信囑咐和提示他，當如何在各

地設立有好品德，又能教導純正真理的人作長老，好治理當地的教

會，並糾正當地人的行為，同時也吩咐提多到尼哥波立見他(三12)。

總結保羅寫本書的原因： 

（一） 指導提多怎樣設立長老(一5～9)； 

（二） 要他責備跟從異端的人，以維護真道(一10～16)； 

（三） 要他教導聖徒過純全無疵的生活，以尊榮神的道(二章)； 

（四） 叫他趕緊到尼哥波立去會面(三 12)。 

【本書重要性】 

(一)《提多書》中之教牧原則異常豐富，是一本適合各時代採用

的「袖珍且實用的教牧手冊」。本集書信是專論教會的治理，並

關乎主工人的託付和操守，因為純正的信仰應要有良好的行為；

正確的真理一定要有實際的行動來配合；優秀的傳道人必須要有

敬虔的生活，才能見證福音的大能。當時革哩底人以懶惰、貪吃、

撒謊、邪惡出名，但神全備的救恩能把他們拯救到底，把他們完

全改變過來。故保羅在本書中吩咐提多治理好當地的教會，並糾

正當地人的行為，使他們在教會、個人、家庭和社會中過紀律和

正確的生活。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承擔治理和牧養教會

的責任，就必須讀本書。 

(二)《提多書》也是一本「純正信仰與生活指導書」，教導聖徒

在教會、家庭和社會中過敬虔的生活和要有正確的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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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傳道人不但

要在真道上純全無疵(一 13；二 1)，並要凡事顯出善行的榜樣(二

7～8)至於教會中的監督和聖徒，也要注意真道(一 9；二 3)，舉

止行動無可指責(一 6～8；二 2～6，9～10；三 1～2，8)。除《腓

利門書》外，《提多書》是保羅書信中最簡短的，可是在內容方

面卻「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主要的真理如聖經論、神論、基

督論、救恩論等均以袖珍式、核心式地濃縮成精闢的文字。馬丁

路德說得好，「這是一封簡短的書信，但卻包含基督徒信仰最完

美的典範，並且以這麼精妙的手法寫成，因此也包含基督徒的知

識和生命一切所需。」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持守純正的

信仰、正確的真理，過敬虔、健康的生活，而等候主的再來，就

必須讀本書。 

【本書特點】 

(一)三提書是指《提多書》與《提摩太前後書》，同屬「教牧書

信」。這三卷「教牧書信」可以說是三合一的，因為都是勸人

「保守」所「交付」寶貴的真理和榮耀的福音。《提摩太前書》

勸我們捍衛這個「交付」；《提摩太後書》勸我們見證它；《提

多書》勸我們實行它。本書與《提摩太前書》大概是同時寫於馬

其頓某地，可能是在腓立比；內容方面也非常相似，為要教導提

摩太和提多如何設立長老和牧養教會；只是重點不同。本書與

《提摩太前書》相似的內容如下：(1)長老之資格(提多一 5～9比

較提前三 1～7)；(2)論虛空荒渺的話語與家譜的辯論(提多一 10，

14，三 39比較提前一 4，6，四 7，六 20)；(3)論食物之潔淨與污 

穢 (提多一 15比較提前四 3～5)；(4)勸勉男女老少各等聖徒

(提多二 1～10比較提前五 1～16)。《提摩太前書》是著重神的

工人如何捍衛真理、抵擋異端，而 

建立教會的秩序；《提多書》著重神的工人在真道上、生活上

純全無疵，並如何對付那些聽從異端教訓的人(提多一 12～14，

二 15，三 10)，而維持教會的紀律。本書保羅用十分重和十分

急切的語氣提醒提多，純正的信仰必要有良好的行為，敬虔的

生活一定要配合行善的行動。 

(二)三提書有六項教導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1)神的救恩──「救主神」這獨特的啟示，只出現於三提書

(提前一 1，二 3，四 10；多一 3，二 10，三 4)。 

(2)純正的教訓(提前一 13，六 3；提後一 13，四 3；多一 9，

13，二 1，2，8)。 

(3)永遠的生命(提前一 16，三 15，四 8，10，六 12，19；提

後一 1，10；多一 2，三 7)。 

(4)敬虔的生活(提前二 2，三 16，四 7，8，六 3，5，6，11；

提後三 5，12；多一 1，二 12)。 

(5)屬靈的品格(提前二 8～10，三 2～12；提後二 20～24；多

一 6～8，二 2～6，9～10，三 2)。 

(6)神的憐憫(提前一 2，13，16；提後一 2，16，18；多三 5)。 

(三)本書的重要信息是「合乎敬虔的真理」(一 1 原文另譯)，

「敬虔」與「真理」互為表裏，平行並重，貫串全書：傳道人

不但要在真道上純全無疵(一 13；二 1)，且要凡事顯出善行的

榜樣(二 7～8) 。基於這兩個重點，保羅在本書中逐一提示提多

當如何設立監督，制止異端和規勸聖徒，包括持守真道(一 9；

二 3)與舉止行動無可指責(一 6～8；二 2～6，9～10；三 1～2，

8)。 

(四)本書的另一重點就是要在教會中維護信仰的純正，其中包

括兩段重要信仰的啟示：將來的賞賜(提後二 11～13，四 8)和

神的恩典與恩慈(多二 11～14，三 4～7)。本書也是新約書卷中

唯一把主再來之事稱作「有福的盼望」(被提)，及榮耀的顯現

(再來)(二 13)。 

(五)保羅在本書中也提示提多當怎樣勸導教會中不同年齡、性

別和地位的聖徒，過正確、敬虔的生活；順從在上執政、掌權

者；行各樣善事；留心作正經事業，遠避無知的辯論、分爭和

分門結黨的人(二 2～11，三 1，8～10)。保羅吩咐提多無論對

任何人，總要以「純正的道理」(二 1)為治理時絕對的准繩；然

後再依不同對象而給予合適的勸導和教導，包括：(1)老年人

(二 2～5)；(2)少年人(二 6～8)；(3)主僕間(二 9～10)等人，

並且自己「凡事都要顯出善行的榜樣」(二 7)。因此，在本書裡，

我們看見至少有三類的紀律範圍：(1)在教會裡(一章)；(2)在個

人和家庭生活中(二章)；(3)在社會上(三章)。 

【默想】「這是一封簡短的書信，但卻包含基督徒信仰最完美

的典範，並且以這麼精妙的手法寫成，因此也包含基督徒的知

識和生命一切所需。」──馬丁路德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提多書》！通

過這本書，向我們闡明教會要有紀律，使我們在凡事上都要顯

出善行的榜樣，主阿，求祢天天扶持我們， 給我們力量保守我

們，好叫我們在家庭、教會和社會中為祢作美好的見證，使祢

心滿意足。奉我們主耶穌寶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