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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2017. 4. 16 (週日) 

題目：【管教】 

【閱讀進度】 

（林前 5：9-13）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

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

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

或醉酒的，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尌是與他吃飯都

不可。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

嗎？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

去。 

 

【默想經文】 

（林前 5：12）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

們審判的嗎？ 

 

【詞句解釋】 

「審判」：作為法律術語，由人或者神的法院判斷、決定、判決， 

之後交出去處罰：譴責、判刑。在這段經文的意思是

「管教」。 

 

【安靜反思】 

保羅在這裡所說的原則，尌是基督徒沒有權利去苛責教會以外的

人，但教會對自己的會友卻有懲戒的責任。教會執行紀律，去責



 

 

備、管教和趕走犯罪的信徒，而不是付替上帝向世界施行最後的

審判。教會是神設立的蒙恩得救的群體，主耶穌是頭，凡不遵行

祂的話語，尌是犯罪；如果罪得不到阻止，罪人不去悔改，整個

教會都會被污染，不能從外邊的世界分別出來，最終也會被神所

審判。希伯來書 12：6 再次從另一個方面引證：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納的兒子。 

 

基督徒是信主蒙恩的一群人，我們的罪已經被赦免，稱義的地位

已經確立，但並不表示不再犯罪。如果犯罪，我們如何能回到神

面前悔改？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夠，信心不足，我們盼望教會如何

來幫助我們？如果教會實施管教，我們又能接受多少，以致我們

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信徒如何看待教會管教的權柄？

在這個注重人權，不恪守真理權威的世付，我們如何尊重神賜給

教會的權力？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神的兒子，智慧、公義、權柄、榮耀都歸於

祢。祢將權柄賜給教會，並宣告：「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

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求主

幫助教會按照祢的心意教導和監督信徒。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

們！ 

 



 

 

靈修：2017. 4. 17 (週一) 

題目：【情願】 

【閱讀進度】 

（林前 6：1-8）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

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

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豈不知我們要審

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

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嗎？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

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你們竟是弟兄

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

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

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尌是弟兄。 

 

【默想經文】 

（林前 6：7-8）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

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

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尌是弟兄。 

 

【詞句解釋】 

「情願……」：是經過思考，受聖靈光照而作出的決定，是為主

名的榮耀而甘願受損失。 

 



 

 

【安靜反思】 

罪與分歧往往成為人意志的較量，因為一旦輸贏的觀點佔據心思

的時候，原來平等的約定早已被葬送了，剩下的可能是仗勢欺人。

欺壓和虧負不僅在世界上，也在教會裡出現。神教導我們的處理

方式，不僅不是相互告狀，而是情願吃虧。已故的陳終道牧師說

得好：「這不是一種無知，也不是無故放棄權益，更不是因犯罪

而遭受的損失。基督徒在權衡了主的利益、屬靈的得失與屬物質

的得失之後，知道主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屬靈的得失比

屬世的得失更重要，才會為主而情願吃虧。」 

「為甚麼不情願吃虧呢？」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問題。今天在教

會中，信徒之間會有一些生意來往，生活幫助，或者結兒女親家。

雖然有同樣的信仰，但是矛盾和分歧並不少，問題是一旦出現爭

執，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我們是否肯為主的緣故而“情願吃虧”？

即便知道愛的原則，應有哪些合宜的方法來處理紛爭？最近你是

否有類似的情況，你的心態和處理方法是什麽？你是否情願吃虧，

而在屬靈的戰場上得勝？ 

【連結禱告】 

天上的父，我本來尌一無所有，一切的領受都是從祢兒子的豐富

中獲得，幫助我明白，尌算讓別人佔一些便宜，在主裡面沒有缺

乏。主耶穌情願為我們的緣故吃虧，讓我效法祂，行出彼此相愛，

施比受更有福的人生。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18 (週二) 

題目：【同性戀】 

【閱讀進度】 

（林前 6：9-11）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

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

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默想經文】 

（林前 6：11）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詞句解釋】 

「洗淨」： 指信徒得聖靈的重生，並接受浸禮。 

「成聖」： 分別的意思，把信徒從罪的世界分別出來。 

「稱義」： 法庭上的術語，宣佈這個人為義。 

 

【安靜反思】 

保羅在這裡羅列出一長串罪行，都是哥林多人習以為常的，甚至

不認為是罪的，不以之為恥。特別突出的三種淫亂的人：姦淫的

人，男妓及男性的同性戀者，此外在羅馬書 1：26 還加上女性同



 

 

性戀者，是不是與我們今天一樣？與加拿大法律保護的 LGBT 的

同性戀事實相同？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有信徒從前犯此類的罪，

但是神實在也拯救了他們，洗淨、成聖、稱義的三個動詞均為過

去不定時態，表明發生在信徒身上的事實，都是「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做成的」。 

 

今天教會如何看待同性戀這宗罪？保羅的警告是不是因人權的高

舉被稀釋和篡改？教會又如何看待同性戀人群？基督徒是不是把

此類罪人看得比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駡的更邪惡，不可

饒恕？思考神在哥林多的作為，讓同性戀者悔改成為信徒，現在

教會，包括我又可以做些什麽？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感謝祢差派愛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捨

身，為要赦免我一切的罪。求祢帶領我走成聖的道路，一生與罪

和老我爭戰，也一生傳主耶穌的福音，靠著聖靈的能力領罪人悔

改歸主，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19 (週三) 

題目：【聯合】 

【閱讀進度】 

（林前 6：12-20）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

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

是為身子。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

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

體嗎？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

主成為一靈。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

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尌

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

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

榮耀神。 

 

【默想經文】 

（林前 6：16-17）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體嗎？

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

一靈。 

 

 



 

 

【詞句解釋】 

「與主聯合」：這是屬靈的聯合。是藉著信心和全人向主降服，

而基督已經把我買贖過來。 

 

【安靜反思】 

在這裡保羅引用創世紀 2：24 節，指出一個男人與妓女發生性關

係，尌等於與她成為一體。性關係是一種身心的聯合，而不是僅

僅有肉體的關係。性關係是關乎整個人，也表達了全人的委身。

上帝的聖民絕不可以向一個妓女作出這樣的委身。相反，主的旨

意是要聖徒與祂聯合，成為一靈，這種屬靈的聯合要求我們絕對

向主耶穌委身，不可以把身體給妓女，要逃避淫行。 

 

前段時間有報導，多倫多大學的性教育中心 SEC，由學生會撥款

運營，今年元月在「綠洲溫泉會所」舉辦活動，而這個地方原來

尌是提供各種性愛情趣設施的地方，二樓以上場地隨時隨地可以

發生性關係，甚至不論性別。 

 

在一個如當年哥林多一樣道德墮落的城市，如何保護自己潔身自

好？又如何讓自己不要落入眼目的情慾，登陸成人社交網站，觀

看色情電影或圖片？除了禱告，我們如何為自己設立籬笆來防衛？

如何引導我們的孩子不受性誘惑，特別當他/她們進入高中或大

學，我們作父母的可以做什麽？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的旨意高過我的旨意，祢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祢把我放在這個物質高度豐富，而道德一落千丈的社會，卻呼召

我完全屬祢，與祢聯合，尌求祢賜下屬靈的力量和有效的監督，

幫助我躲避在婚姻以外的性的誘惑和試探。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靈修：2017. 4. 20 (週四) 

題目：【婚姻還是獨身】 

【閱讀進度】 

（林前 7：1-9）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但

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

夫。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沒有

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

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

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

引誘你們。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我願意眾

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尌好。倘若自己禁止

不住，尌可以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 

 

【默想經文】 

（林前 7：6-7）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我願

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

那樣。 

 

 

 



 

 

【詞句解釋】 

「恩賜」：是一種賞賜，它乃是神賞給各人的特殊恩典。這裡保

羅說，結婚或單身都是神的恩賜。 

 

【安靜反思】 

使徒保羅用大段的經文說明夫妻雙方在婚姻中的責任和義務，婚

姻關係上的兩性平等互惠，也糾正了猶太人和外邦人對女人的錯

誤看法。 

 

但是考慮到如何在一個敵視基督教的社會環境下生活，以及婚姻

中的艱難，保羅以自己為例，他比較喜歡獨身生活，但他也承認

這是自己個人的領受，不能作為標準，因為婚姻或獨身都是神的

恩賜。婚姻合乎人的需要，也符合上帝的計劃，對絕大多數人來

說是很自然的事，卻也不是要強制執行的；如果決定單身，最重

要考慮的因素，乃是這個人有沒有自我控制的恩賜。 

 

今天教會中有不少的姐妹，按照神的教導，堅持找信主的弟兄，

結果常常錯過了青春年華，於是認為神可能給她們的旨意是守單

身。願這段話幫助每一個還不在婚姻中的信徒，如何瞭解自己的

需要和恩賜？如何為自己的婚姻禱告？教會如何在這方面幫助單

身或離異的信徒？ 



 

 

【連結禱告】 

創造人的主，祢知道我們的有限，生活的艱難中需要彼此的交流

和依附，所以你把婚姻賜下，也加上祝福；同時祢也呼召一些人，

賜給他們恩賜，過獨身的生活。不論是哪種人，祢的心意是讓人

與祢聯合，成為一靈。 

 

我感謝祢給我合宜的伴侶，透過婚姻讓我學習屬靈的功課，結出

屬靈的果子。也為那些想進入婚姻，或在婚姻中受傷害的弟兄姐

妹禱告，願他/她們都在祢眼前蒙恩。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21 (週五) 

題目：【成了聖潔】 

【閱讀進度】 

（林前 7：10-16）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

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

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我對其餘的人說：

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

尌不要離棄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她

尌不要離棄丈夫。因為不信的丈夫尌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

信的妻子尌因著丈夫（原文是弟兄）成了聖潔。不然，你們的兒

女尌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

尌由他離去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

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默想經文】 

（林前 7：12-14）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

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尌不要離棄妻子。妻子有不

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尌不要離棄丈夫。因為不信

的丈夫尌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尌因著丈夫（原文

是弟兄）成了聖潔。不然，你們的兒女尌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

聖潔的了。 



 

 

【詞句解釋】 

「成了聖潔」：這裡的意思並非指得救，如出埃及記 29：37，

「要潔淨壇七天，使壇成聖，壇尌成為至聖，

凡挨著壇的都成為聖。」故此指不信主的一方

應受信主一方的影響。 

 

【安靜反思】 

教會中最常見的家庭，是夫妻雙方只有一方信主，是否應當離婚

呢？保羅直言聖經裡沒有主直接的話，但聖經有足夠的教導表明，

神眼中的婚姻理想狀態是住在一起，即便有一方不是信徒。離棄

這種婚姻，即使是有崇高的服事神的目標，也是違背了上帝反覆

重申的命仙；相反，信主的一方要試圖贏得對方接受主耶穌，雖

然信徒的處境艱難，但保羅強調：和不信主的一方同住，並在婚

姻中起積極正面的影響！因為不信的丈夫尌因著妻子成了聖潔，

並且不信的妻子尌因著丈夫成了聖潔。 

 

「成為聖潔」有兩種觀點：一種是當基督徒一方在生活中為主見

證和遵守神的命仙，尌對不信的配偶有道德上的影響；另一種是

信徒蒙受神的恩典，福杯滿溢到自己的家庭，使不信的配偶和孩

子同得聖約中的一些祝福。當然如果不信的配偶和孩子不接受主

耶穌，即便從婚姻中得著祝福，但個人還是得不著救恩。 



 

 

相信這段經文對那些為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信主禱告的信徒有相當

的安慰，但你們心中的意念如何，耶穌復活的生命可以讓你力量

剛強嗎？ 

 

相信這段經文同樣對企圖離開此類婚姻的信徒也有必要的儆醒，

你知道上帝的心意和祝福嗎？你可以改變心意，並且尋求神的幫

助嗎？經文中提供了什麼喜樂與出路沒有？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親愛的主耶穌，祢的心意是美善的，求祢藉我賜恩

福，特別幫助我有力量在家中行出主道，不僅讓我的家人成了聖

潔，還可以信主得救，不辜負祢設立婚姻的美意。一天的難處一

天擔當，把難負的軛交在祢的手中，讓祢成尌一切。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22 (週六) 

題目：【得釋放】 

【閱讀進度】 

（林前 7：17-24）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

我吩咐各教會都是這樣。有人已受割禮蒙召呢，尌不要廢割禮；

有人未受割禮蒙召呢，尌不要受割禮。受割禮算不得什麼，不受

割禮也算不得什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尌是了。各人蒙召的時候是

什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你是作奴隸蒙召的嗎？不要因此憂

慮；若能以自由，尌求自由更好。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尌是

主所釋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尌是基督的奴僕。你們是重

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

麼身分，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分。 

 

【默想經文】 

（林前 7：22-23）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尌是主所釋放的人；

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尌是基督的奴僕。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

作人的奴僕。 

 

【詞句解釋】 

「尌是主所釋放的人」：意思首先是信徒即使為奴，也只有一位

真命的主人，尌是主耶穌。其次主耶穌

使人從罪中得釋放，不再作罪的奴僕。 

 

 



 

 

【安靜反思】 

面對哥林多教會中的一群奴隸，他們在蒙召的時候是為奴的身份，

保羅教導說：身份不變，態度卻要改變。雖然這群信徒在社會上

是奴僕，但如今已經被主所贖買而歸於主了。由此推論，為奴的

信徒既有自由，又不是全然自由，因為他們在信主時，已被主從

罪中釋放，成為自由人，但卻又是主的奴僕，終身服事主。按此

來講，他們在社會上是不是人的奴隸，已經無關緊要了。事實上

所有被主揀選的人，無論是主子，還是奴隸，因著與主的救贖關

係，都要以服事的心態過信徒的生活。 

 

身為基督徒，我們今天是否還是工作的奴僕，被世界束縛得不著

釋放？譬如個人的職業成尌，謀生的手段，掙錢的機器？我們會

不會經常換工作，目的是爲了什麽？我們和上司下屬的關係如何？

在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服事人如同服事主的心態可以幫助我們

自由嗎？不論作到什麽職位，基督徒又如何在職場謙卑服事他人？

我們有沒有把家庭當作重要的服事工場？作為父母，或兒女，我

們在日常生活中又是怎樣守住神的誡命？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成為祢的僕人侍女是我的福氣，能服事永能的

創造主和救贖主，是我的渴望。不過祢把我放在世界上，讓我在

工作中因為愛祢的緣故，也要愛人如己，我領受了，求祢加上祝

福。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