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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2017. 4. 9 (週日) 

題目：【謹慎建造】 

【閱讀進度】 

(林前 3：10-17)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

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尌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

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

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尌

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尌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

靈住在你們裡頭嗎？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

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尌是你們。 

 

【默想經文】 

（林前 3：10-11）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

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尌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詞句解釋】 

「謹慎」：原文指專注、小心地考量。在經文中指以屬靈的尺 

度謹慎的考量。  

 

【安靜反思】 

一間房屋的建造，安全檢驗是首先而基本的考量。從根基到上面

的建築材料，都不能參差馬虎。防火、防風、防震、防水等建材

必須完全符合安全標準，需處處謹慎。如果今天要建造的房屋，

是一所榮耀莊嚴的聖殿，是分別為聖歸於上帝所用的，那麼相應

材料的選用和安全係數都必須以最高標準來衡量。保羅以建造聖

殿的工程來比喻建造基督徒群體的工程。應該彼此謹慎相連，用

心建造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屬靈宮殿（彼前 2：5）。 

 

你如何描述最近自己和耶穌基督的關係？在你和主（耶穌基督）

的關係中，彼此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如何能突破自己和主之間

冷淡的關係？我和相熟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見了面，一般都渴望談

些什麼事情？一般小組裡大家相交談話包括了什麼內容：煩惱、

理想、工作、孩子、感情、小道消息、秘密、政治、教會、屬靈

生命的建造？今天的題目【謹慎建造】，帶給我個人什麼啟示？

又帶給我們小組什麼啟示？ 

 

 

 



【連結禱告】 

我親愛的阿爸天父，我的主，耶穌基督，在我裡面的聖靈。謝謝

祢。我願緊緊與祢相連。我為小組禱告，願每一個組員同樣能緊

緊與祢相連，滿足祢建造教會的期望。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

們！ 

 

 

 

 

 

 

 

 

 

 

 

 

 

 

 

 

 

 



靈修：2017. 4. 10 (週一)  

題目：【全屬你們】 

【閱讀進度】 

(林前 3：18-23) 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

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因這世界的智慧，在 

神看是愚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

計」；又說：「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所以無論誰，

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或保羅，或亞波羅，或

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

們的；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 

 

【默想經文】 

（林前 3：21-23）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

你們的。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

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

督又是屬神的。 

 

【詞句解釋】 

「全是你們的」：中間的原文時態是指“一直”／“從頭到尾”。

這句話更清楚的意思尌是：「這一切從頭到尾

都是屬你們的」。 

 

 



 

【安靜反思】 

『你比想像中的自己更富有！』這是某銀行用來吸引顧客的標語。

但這句話如果用於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身上尌更合適了。因為當

他們各自分黨時說：我是專屬於保羅派的；又一黨說我們是專屬

亞波羅派的；又有的說我們是專屬磯法派的，其實在哥林多教會

裡「所有的基督徒」，是共同擁有「所有的傳道人」。因為既然

所有基督徒（包括傳道人）都是屬於耶穌基督的，都是主名下的

產業，尌本應彼此相屬，不是嗎？ 

 

我現在身處教會中，已經有歸屬感了嗎？原因是什麼呢？對教會

沒有歸屬感的我，今天的經文告訴了我什麼真理？我對教會的歸

屬感是放在什麼身上呢？今天的經文真理，如何加增我對教會的

歸屬感呢？與教會傳道人有距離感的我，如何通過經文，與他們

更加心連心呢？今天靈修我有什麼其他的亮光呢？請和其他人分

享。 

 

【連結禱告】 

天父上帝，我感謝祢把獨生兒子賜給我，又賜給我屬祢的僕人和

兒女成為我屬靈的資源，求父更多地在主裡聯絡我們，並使用我

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靈修：2017. 4. 11 (週二)  

題目：【不要論斷】 

【閱讀進度】 

(林前 4：1-5)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

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

到，什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

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默想經文】 

（林前 4：3，5）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

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 . 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

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

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詞句解釋】 

不要「論斷」：第五節中譯的「論斷」和第三節中的兩個「論斷」

是完全不一樣的原文意思。此處第五節的「論斷」

其實原文是指法庭上最後的「裁決或宣判」，是

在基督徒中間明確被禁止的，因為最後的裁決是

耶穌基督獨一的工作。而第三節的兩個「論斷」，



原文都是指「仔細的質問和檢驗」，是一種追求

真相的過程，並沒有裁決的意思。 

 

【安靜反思】 

保羅辛勞建造教會，謹慎行事，忠心為主，建立哥林多基督徒群

體的工程。但是在此，反被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作他工程的檢

驗，甚至拿其他傳道同工的恩賜和表現與保羅比較，對他質疑和

尋問。保羅雖然在上帝面前事事都問心無愧，自己也不做工人彼

此間的工程評估，只求以主耶穌下屬的身分最終直接向主交賬。

保羅力勸基督徒不要過了份，隨意對傳道人評價或估量，以至於

最後竟然越了位，坐到主耶穌審判工人好壞的主席臺上了！   

 

如何分辨自己是在對事情做判斷呢？還是在做裁決式的論斷呢？

自己在裁決別人的時候，很可能坐到了誰的位子上去？教會裡誰

比較清楚，可以照明別人心中的隱情，顯明別人心中的意念呢

（林前 4：5）？自己在侍奉中若遇到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應該用

經文中什麼心態勉勵自己？聖靈今天對自己有什麼其他的光照呢？ 

 

【連結禱告】 

父神啊，求祢今天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

念，看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穌基

督的名禱告，阿們！ 

 



靈修：2017. 4. 12 (週三)  

題目：【不好做王】 

【閱讀進度】 

(林前 4：6-13) 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

亞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大，

貴重這個，輕看那個。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

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你們已經

飽足了！已經豐富了！不用我們，自己尌作王了！我願意你們果

真作王，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我想 神把我們使徒明明

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

天使觀看。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們在基督里倒是聰

明的；我們軟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視。直

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又渴，又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

的住處，並且勞苦，親手做工。被人咒罵，我們尌祝福；被人逼

迫，我們尌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尌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

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默想經文】 

（林前 4：6-8）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

亞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大，

貴重這個，輕看那個。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

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你們已經飽足了！已經豐富了！不 

 



用我們，自己尌作王了！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叫我們也得與你

們一同作王。 

 

【詞句解釋】 

「已經飽足」：其實保羅說的意思是：「屬靈上你們感覺自滿自

足，好像一無所缺」。 

「已經豐富」：「屬靈上自以為富足」。 

      「作王」：「統管一切」。 

 

【安靜反思】 

或許有些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自認在教會裡為王，以為自己

屬靈生命非常豐足成熟了，以為自己有飽滿的判斷力，甚至對上

帝的僕人加以批評和比較，不再尊重，不再理會保羅和亞波羅。

畢竟當時保羅傳耶穌十字架的福音，在哥林多地區來說，是被人

藐視的，甚至被逼迫的。哥林多教會的那些自稱為王的人可能會

說：『這種傳道人尌是我們教會的帶領？我們的老師？我可和他

這種人沒有瓜葛！』 

 

「聖經所記」（4：6）是指哪些話（林前 1：9／1：31／2：9／ 

3：19，總意：神不喜悅人高捧人的智慧 ）？如何做才算真正

「效法屬靈老師而不高捧他們」呢（4：6）？如何保持自己不自

誇（4：7）呢？哪些事是從神領受，而不是靠人的努力得到的呢？



如何保持一顆尊重眾人（包括傳道人和老師）的心？如何脫離作

王的心態？ 

 

【連結禱告】 

阿爸父啊，求祢賜給我謙卑的心、耶穌的心。尊重並愛護我身邊

所有的弟兄姊妹。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靈修：2017. 4. 13 (週四)  

題目：【神的國在乎權能】 

【閱讀進度】 

（林前 4：14-21 ）我寫這話，不是叫你們羞愧，乃是警戒你們，

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

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音生了你們。所以，我求你

們效法我。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裡面，是

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他必提醒你們，記念我在基督裡怎樣

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為我不

到你們那裡去；然而，主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並且我

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

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 

 

【默想經文】 

（林前 4：20）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詞句解釋】 

「神的國」：是指神的管治，神的王權。神的國已經藉著耶穌基

督實現於世間，但其完全的實現要等到主耶穌的再

來。這裡的概念是指當下神在信徒生命中的統治。 

 

 



【安靜反思】 

口頭上談論和承認基督教信仰是一回事，而靠著上帝的能力活出

生命卻是另一回事。一些信徒可以在教義上誇誇其談，不過傴傴

是嘴皮的功夫，他們可能知道很多聖經的術語，也可以用屬靈的

字眼禱告，但是生活中不能讓人看到上帝的權能在他們生命中的

彰顯，沒有美好的見證。所以保羅挑戰哥林多人說：「我所要知

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意思

是把上帝的能力顯現出來吧！很可惜他們沒有，因為知道真理和

活出真理是非常大的不同，活出信仰實在需要聖靈的充滿和其能

力的護庇。 

 

為什麼成為基督徒久了，我的心更加自高自大，還加上屬靈的驕

傲？為什麼聖經讀久了，卻丟掉了起初的愛心和傳福音的熱心？

什麼樣的心理和動機讓我不願常常禱告？為什麼我總是感受不到

聖靈在我心中的工作？為什麼我不願順服屬靈的權柄，反而找機

會挑戰和反抗？ 

 

【連結禱告】 

阿爸天父，主耶穌基督，感謝祢賜下聖靈，成為我們的保惠師，

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帶領我們學習如何與聖靈相交，好明白神

的旨意；也學習在聖靈中如何與弟兄姊妹交通，不要自高自大，

反倒謙卑，使教會可以同感一靈，順服真道。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靈修：2017. 4. 14 (週五)  

題目：【包容】 

【閱讀進度】 

（林前 5：1-5）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邦

人中也沒有，尌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

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我身子雖不在你們那裡，

心卻在你們那裡，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已經判斷了行這事的

人。尌是你們聚會的時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們主耶穌的名，

並用我們主耶穌的權能，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

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默想經文】 

（林前 5：2）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

們中間趕出去。 

 

【詞句解釋】 

「自高自大」： 是驕傲的表現，即以之誇口，炫耀。 

 

【安靜反思】 

包容與開放造尌了羅馬帝國的繁榮與強盛，即便以前封閉的希臘

半島也因道路的暢通而被打開。哥林多城憑藉地理環境的優勢，

吸引東西方的人，於是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不同文化宗教背景 

 



 

的人前來定居，從而成為當時亞該亞省的省會，富甲一方、聲名

大噪，好像今天的多倫多。 

 

保羅在哥林多建立的教會，也受到包容文化的衝擊，其中諾斯底

主義的二元論尌影響著門徒的信仰，認為物質是邪惡的，靈魂是

純潔無邪的。教會如此錯誤的屬靈觀，使得一些人認為凡事自由，

甚至亂倫行淫也不影響一個人的得救；同時領袖階層的自大，對

世人都以為錯的事不加理會，這一切都使保羅痛心疾首。 

 

如今自由主義泛濫，包容的呼聲成為公眾媒體、政治決策和教育

體系中的強音，以致於影響到教會。今天懲治犯罪的教會會員是

不容易的，因為每個人都被要求無條件接納別人，而忽略對罪的

指責和懲治，不論對別人還是自己。教會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衝擊

下辨明真道和宣揚福音？教會在同性戀合法化的進程中如何教導

和幫助信徒積極地回應？在各種宗教和異端信仰中，如何裝備基

督徒在公眾場合表明自己的觀點，如何在子女教育中堅守聖經的

立場？在衝突下如何防衛和作見證？都是教會不可忽視和應該積

極面對的。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末世到了，世界在道德真理方面無法阻止地敗壞，

人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確的事。求祢幫助教會趕走一切的罪，不

與之同流合污，並且哀痛、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也要牢記主

耶穌在啟示錄對以弗所教會的責備，小心神把燈檯從原處挪去。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15 (週六)  

題目：【新生命】 

【閱讀進度】 

（林前 5：6-8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

團發起來嗎？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

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所以，我

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或作：陰毒）、邪惡的酵，

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默想經文】 

（林前 5：8）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或

作：陰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詞句解釋】 

  「這節」：指「逾越節」，為紀念耶和華神把以色列人從為奴

的埃及地拯救出來。 

「無酵餅」：是過逾越節必備的一種食物，為了紀念當時以色列

人緊急離開埃及，沒有時間預備路上的食物。 

 

【安靜反思】 

在保羅時付，逾越節透過一種儀式來慶祝，尌是在家中找到舊酵，

然後在逾越節的羔羊在聖殿被宰殺之前除滅舊酵。保羅在這裡用

這個比喻很好地詮釋了透過主耶穌拯救的基督徒，如何走未來的



成聖之路。因為基督付表逾越節的羔羊已經被獻祭和犧牲在祭壇

前，所有的酵，尌是所有的罪必須要從祂的群體中除掉。舊的生

活方式（舊酵）帶著惡毒和邪惡，不可以成為基督教會的一部份。

重生的信徒必須把罪惡趕出他/她的生命中，讓聖靈掌權，滿有

誠實和真理，好像無酵餅。 

 

我最近的生命光景如何？為什麼生活中常常感受身心疲倦，提不

起精神？深層的屬靈問題又是什麼？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罪還在攪

擾著我，讓我不得自由？如果今天教會要起來為主打美好的仗，

我應該從哪一點開始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祢的兒子耶穌基督已經為普天下人的罪，釘死

在十字架上，滿足祢公義的審判；同時祂從死裡復活，好讓信祂

名的人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不再受罪的轄制；在這條跟隨主耶穌

的路上，求聖靈時刻更新我, 不斷除滅舊酵：舊的價值觀和原有

的生活方式。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