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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2017. 4 . 2（週日） 

題目：【濁流清泉】 

【閱讀進度】 

（林前 1：1-9）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

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

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

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願恩惠、帄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

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

所賜給你們的恩惠；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

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以致你們

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他也

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神

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同得分。 

 

【默想經文】 

（林前 1：1-2）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

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

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

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詞句解釋】 

「成聖」：原文是個過去完成而被動的分詞，意義為：已經被

「分別出來」。就是上帝作主動，已經把我們從罪

惡世界分別出來了，歸給自己成為聖潔、良善、光

明的人。 

「蒙召」：在上帝的主權下，於祂喜悅的時間中，主動地呼召及

邀請人歸向祂自己。 

 

【安靜反思】 

表面非常自由開放（Liberty）的哥林多海港城，實際上就是個縱

慾與放蕩（Libertine）的大都會。保佑各人帄安、健康、富裕、

事業與愛情雙收的大型寺廟比比皆是。甚至以宗教方式出現的邪

淫妓女（按紀錄有 1000 人之多），會在每日黃昏充斥這都市。

因此，保羅在書信一開始再次提醒住在哥林多的基督徒們，必須

把自己從這縱慾的「哥林多」意識形態中再次分別出來。認定自

己是蒙召的兒女，擁有聖潔尊貴的身分。正如耶穌基督聖潔尊貴

的身分一樣。 

 

我一天或一週都額外地辛勞工作。每當個人的休息時間終於來到，

我都用什麼方式來放鬆自己？這種放鬆的方法，有沒有帶來我身

為基督徒內心的掙扎？如何分別放鬆或放縱？有哪些縱慾的場合、

聚會、朋友圈子是我應該推卻請辭的呢？我有哪些性格上的弱點

容易讓我落入縱慾的洪流中呢？教會生活如何幫助我成為聖潔呢？  



聖經中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成為濁流中的清泉呢？（彼前 1：

13-16）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聖潔的上帝啊，求祢讓我常常活在耶穌基督再來的

盼望中，求祢用大能的手救我脫離一切的私慾。以祢聖潔的愛天

天吸引我心。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3（週一） 

題目：【不可分黨】 

【閱讀進度】 

（林前 1：10-17）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

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為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紛爭。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

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

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我感謝神，除了基利司

布並該猶以外，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免得有人說，你們是

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

我卻記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

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默想經文】 

（林前 1：10）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

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詞句解釋】 

「分黨」：原文可指「撕破衣服」；「分裂」；「紛爭」。 

「彼此相合」：「恢復原狀」；「好好相處」。 

 

 



 

【安靜反思】 

哥林多教會中出現了很嚴重的人際間的裂痕，原因是教會內部弟

兄姊妹隨各自的好惡，高捧了自己喜歡的教會領導或老師，分別

組成了幾個清晰的陣營。各個陣營中的見解、思維、觀點之間無

不相互比較，辯個高低。這種現象日久增溫，分歧越來越大，變

得白熱化了。彼此從較量到紛爭，都是人的私慾和驕傲在作怪。

最後撕裂了弟兄姊妹間原有美好的關係。保羅當機立斷請求大家

趕緊恢復關係，好好在基督裡彼此相處。因為耶穌基督的生命是

叫弟兄姊妹相和，而不是分裂。 

 

在教會裡，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傳道／老師？既然喜歡，這位傳

道／老師的特點在哪裡呢？又有哪一類型的傳道／老師是自己比

較不欣賞的呢？在這類自己不欣賞的傳道／老師中，他們又有什

麼各自的特點呢？能不能舉例，一個人本來的優點，反而會成為

另一些人不欣賞的缺點？這段經文能夠給我們現今生活哪方面的

提醒？實際教會生活中我們應該如何預防結黨紛爭呢？ 

 

【連結禱告】 

慈悲的天父上帝，求祢鑒察我的心思意念，光照我，去除我心中

一切不合祢心意的私慾和驕傲。求祢使用我成為使人和睦的兒女。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4（週二） 

題目：【高舉基督】 

【閱讀進度】 

（林前 1：18-25）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

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

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世人

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

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

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

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

人強壯。 

 

【默想經文】 

(林前 1：24-25)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

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

比人強壯。 

 

【詞句解釋】 

「神的愚昧」，「神的軟弱」：保羅這種用法並不是說神真的有

時候會顯愚昧和 軟弱 。因為神

全知、全能、全 在、 全愛的屬



性，讓神無所缺 欠。 保羅只不

過是借用那些自 以為 聰明（林

前 1：21）的人的話，他們以為

神做事還不如自己聰明。 

【安靜反思】 

像保羅，亞波羅和磯法（彼得）都是在哥林多教會圈子裡有名望

的教會領導人。他們分別代表了當時猶太民族和希臘民族精神上

所追求的：「神蹟能力」和「哲學智慧」（林前 1：22）。當

「人」被高舉之後， 教會中的爭吵甚至分裂也跟著產生。因此

保羅在解決教會結黨問題時，提出了（耶穌基督）「神的能力」

與「神的智慧」。一旦耶穌基督在教會中被高舉，人一切所謂的

能力，都瓦解成軟弱；一切人所謂的智慧，片刻變得愚拙。 

 

在這段經文中，哥林多教會分裂的源頭是什麼（林前 1：12）？

教會中有高舉人的地方，原因又是什麼呢？當高舉人而產生教會

紛爭時，保羅用了什麼方法解決？為何這個是解決的方法？ 我

們在教會中如何界定什麼時候是在「尊重人」？什麼時候是在

「高舉人」？如何保守在教會中的合一？我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

在教會生活中高舉基督耶穌？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求祢給我屬天的智慧，保守教會弟兄姊妹相愛

合一。我願今天再次立志，高舉耶穌基督為主。奉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靈修：2017. 4 . 5（週三） 

題目：【以主誇口】 

【閱讀進度】 

(林前 1：26-31)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

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

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

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但你們得

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默想經文】 

（林前 1：30-31）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

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口的，

當指著主誇口。」 

 

【詞句解釋】 

「誇口」：以 . . . 為自豪；引以為傲。 

 

【安靜反思】 

按著世俗的標準，在哥林多教會裡面的基督徒都只是一些很帄凡

的人，就是些沒有特別教育、地位、背景等的人。當時這些基督

徒，想和普通人一樣，藉着高攀一些關係，讓自己更加的尊貴。 



因此他們各出奇謀說：「我屬保羅」創辦人；「我屬亞波羅」名

師；「我屬磯法」首席使徒（林前 1：12）。然而，保羅好像要

極力勸勉弟兄姊妹，說：「要誇口的，就要以你們在耶穌基督裡

誇口。因著基督耶穌，你們已經攀上世俗人永遠都不能攀的高峰，

與耶穌基督同尊同榮了。」（林前 1：2，5，9） 

 

有哪些世俗的觀點和風氣，常常影響基督徒屬靈的價值觀？高攀

某名人，和哪一位領導很熟悉，會使自己感覺更加的良好嗎？一

個基督徒如何真正做到像保羅說的，單單「以主為榮」，「以主

誇口」呢？ 今天【以主誇口】這個題目，帶給我們什麼提醒？ 

 

【連結禱告】 

至尊至榮的天父上帝，我讚美祢、敬拜祢。請救我脫離屬靈的膚

淺和貧窮，讓我真正認識我在基督裡，有比世上一切更加尊貴的

身分。求聖靈常常施恩，讓我不斷經歷在主榮耀裡的喜樂。奉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6（週四） 

題目：【神的大能】 

【閱讀進度】 

(林前 2：1-9)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

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

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

懼怕，又甚戰兢。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

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我們講

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

我們得榮耀的。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

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如經上所記：神為愛

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 

 

【默想經文】 

（林前 2：4-5）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能。 

 

 

 



【詞句解釋】 

「奧祕」(林前 2：1)：指上帝深藏不露的秘密、最深的智慧和旨

意。人永遠不能知道和猜透的。 

「明證」(林前 2：4) ：彰顯、說明或證明。 

 

【安靜反思】 

耶穌基督真正的身份和祂的工作（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就是

人肉眼不能看見的上帝的彰顯。然而，這看似簡單的證據（上帝

通過肉身出現了），並不是每一個人一定能看穿的。乃是需要上

帝以祂的主權恩准誰（「預定」，「揀選」，「呼召」林前 2：

7；1：27；1：2，26） ，誰才有能力頓悟，才能明白這當中的

奧祕。 而保羅傳這奧祕福音的時候，就是單單依靠這種上帝才

有的大能，通過聖靈的影響力，叫只有相信的人才能接受。 

 

耶穌基督福音的奧祕，是哪些人才能得到的呢？對沒有信主的親

友有效地傳福音，主要的關鍵在哪兩方面（林前 2：2，4-5）？

在傳福音的事上，人承擔了什麼部分（林前 2：2）？上帝又承

擔了什麼部分（林前 2：4-5）？一個人不能信耶穌是基督，原

因可能出現在哪裡？如果我已經盡力說明白了耶穌基督的身分和

救贖工作，福音對象還是沒有信主，我還能做什麼？我今天能夠

清楚明白耶穌基督的福音奧祕，何等的恩典，我應該如何向天父

上帝禱告呢？ 

 

 



【連結禱告】 

阿爸天父，我讚美敬拜祢。我感謝祢以聖靈的大能讓我明白，接

受耶穌基督的福音。耶穌基督我讚美敬拜祢。願一切榮耀歸給三

位一體的神。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靈修：2017. 4 . 7（週五） 

題目：【領受聖靈】 

【閱讀進度】 

(林前 2：10-16)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

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

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我們所領受

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

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或作：將

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

透。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誰曾知道主

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默想經文】 

（林前 2：12-13）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

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

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

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或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 

 

【詞句解釋】 

「領受」：原文裡有「欣然接受付款拿在手裡，成為自己的了」。 

 



【安靜反思】 

領受聖靈就是欣然接受天父上帝給兒女最寶貴的屬靈產業。聖靈

就像從神的國裡派來的家教，直接幫助天父的兒女知道天父的想

法，而這想法又該如何地進行等等。保羅用第一手的經歷向當時

教會裡的弟兄姊妹說明，他自己之所以能寫下如此多的屬靈真理

和原則，都不是因為有任何人當了他的老師，或者保羅上了哪個

學校，甚至看了哪本屬靈著作，而只是單純接受（或領受）聖靈

的教導而已。保羅當時領受的那位聖靈，也和所有天父的兒女所

領受的聖靈是一樣的。 

 

聖靈在天父和祂的兒女之間，扮演了什麼角色？天父希望通過聖

靈在我們內心裡，達到什麼目的？這段經文對天父的兒女，有什

麼重大的啟發？當天父的兒女說：「我是屬保羅」，「我是屬亞

波羅」，「我是屬磯法」的時候，試想，一個為父的心是如何反

應的？我做天父的兒女，今天對聖靈的態度和關係，應該有什麼

可以改變的地方？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謝謝祢今天對我說話。我知道祢何等地愛我，

要我的心單單屬於祢。這也是我的心願，我的心永遠屬於祢。奉

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靈修：2017. 4 . 8（週六） 

題目：【拒絕斷奶】 

【閱讀進度】 

(林前 3：1-9) 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

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裡為嬰孩的。我是用奶餵

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

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嗎？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

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嗎？亞波羅算什麼？保

羅算什麼？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

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栽種的

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默想經文】 

（林前 3：1-2）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

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裡為嬰孩的。我是用奶

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詞句解釋】 

「肉體」：基本是個中性詞。指血肉之體。耶穌道成「肉身」。

「肉身」就和「肉體」是同一個原文。但是一般當用

在基督徒身上（正如這裡說「屬肉體的」）就是貶義

詞，指由自私為出發點的生活。凡事以「我的需要」、

「我的感覺」、「我的喜好」、「我的批准」等，過

基督徒的生活。 

 

「奶」： 指容易消化的食物。特別適合嬰孩。因為他們消化系

統還沒有完全長成。在聖經這裡是指「初淺的聖經真

理」。適合初信基督徒生命的真理。例如：神是真實

存在的，神是愛我的，神一定可以安慰我，神會通過

耶穌基督赦免我的罪，耶穌基督為我分擔重擔等等。 

 

【安靜反思】 

拒絕斷奶的基督徒，就是長期活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基督徒生活中，

不喜歡有人改（變）他，不喜歡有更新或突破，以自我的判斷決

定身邊一切。這種基督徒總是不斷地發出類似的訊息說：「我最

喜歡 . . . 」，「我最討厭 . . .」，「我非常認同他的說法 . . .」，

「為什麼就他有資格 . . . ？」，「他還不如我早 . . .」。這就是

保羅在這裡說的屬肉體的基督徒，一群長期拒絕長大的嬰孩基督

徒，目的很簡單，他們只希望永遠有人服事他們。 

 

 



屬肉體的基督徒特徵是什麼（林前 3：3）？屬靈的嬰孩有什麼

特徵？基督徒拒絕「斷奶」（拒絕學習更深的生命功課）有什麼

壞處？我如何看出我身處於哪個屬靈生命階段呢（可 10：45）？

我如何能突破成長，離開嬰孩基督徒的階段？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謝謝祢提醒我不要停留在現在的屬靈階段，我

渴望長大，但又害怕長大。求聖靈使我的心堅定，勇於突破。我

願長成耶穌基督成熟的身量。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