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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2017. 4 . 23（週日） 

題目：【關乎婚姻】 

【閱讀進度】 

（林前 7：25-40）論到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

憐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因現今的艱難，

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脫

離；你沒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

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我卻願意

你們免這苦難。 

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

像沒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置買

的，要像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

子將要過去了。 

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

喜悅。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婦人

和處女也有分別。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慮，要身體、靈魂

都聖潔；已經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

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不是要牢籠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

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為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宜，女兒也過了年歲，事又當行，

他就可隨意辦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親就是了。倘若人心裡堅

定，沒有不得已的事，並且由得自己作主，心裡又決定了留下女

兒不出嫁，如此行也好。這樣看來，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不

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

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然

而按我的意見，若常守節更有福氣。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

了。 



【默想經文】 

（林前 7：25-26）論到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

憐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因現今的艱難，

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詞句解釋】 

「守素安常」：這是當年和合本的翻譯，意思是維持現狀，建議

結婚的信徒維持婚姻，單身的仍舊獨身。 

 

【安靜反思】 

當時巴勒斯坦的傳統是女方的父母決定是否讓家中的女兒出嫁，

於是哥林多教會裡的信徒父母問保羅：是否讓尚未出嫁的女兒保

持單身？ 

 

保羅清晰地表明，他沒有從主耶穌得到這方面的教導；不過當他

思考的時候，恩典的主賜給他智慧，好讓他分享給教會，就是建

議信徒保持原有的婚姻現狀，守素安常。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保羅預測將來羅馬帝國將會對基督徒大規模

的迫害（他自己首先受害），如果是單身的信徒，在為主受苦，

甚至殉道的時候會少一些痛苦和牽掛；而相對拖家帶口的信徒來

說，挑戰會更大。 

 

提摩太後書 3：16-17 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我們堅信聖經是指導信徒生活的指南，但在現實

生活中，是不是會遇到聖經中沒有遇到的困難，你是否可以舉出



幾個例子？ 你又是如何來解決？你的婚姻狀況是什麼，它對你

屬靈生命的成長有造就還是有阻攔？你有沒有保羅類似的經驗：

「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 

 

【連結禱告】 

三位一體的真神，我敬拜祢。我感恩地看到：婚姻是祢賜給人類

的恩典；獨身則是一些人的恩賜，二者並不排斥，各有各的價值

和目的。不論今天我在何種的婚姻狀態中，甚至在這兩者以外，

都求祢幫助我把心歸向祢，順服在祢的權柄之下，靠著祢的恩典

走完這一生，並完成祢交付的使命。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24（週一） 

題目：【愛超越知識】 

【閱讀進度】 

（林前 8：1-6）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

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

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

所知道的。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也知道神

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

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

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

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默想經文】 

（林前 8：1）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

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詞句解釋】 

「曉得」：看見、知道，是一種裏面主觀的知覺。 

「知識」：學問、見識，是一種外面客觀的見識。 

 

【安靜反思】 

對於如何處理吃祭偶像的食物的問題，哥林多教會認為「我們都

有知識」。他們存在一種誤解，以為基督教獨一真神的信仰，除

了天上的真神以外，世上沒有別的神；偶像既不是神，也沒有任

何神力，所以人去神廟，或與其他人同吃祭偶像的祭物不會有問

題，並且以此為榮，為真自由，真知識。 



 

保羅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的問題，不是在信條上，而是在倫理上，

在後來的 7-13 節，就責備他們忽略了良心軟弱的弟兄，使弟兄

的信心跌落。 

 

愛心超越知識。知識可以使我們顯為重要，但也會帶來驕傲和目

空一切的態度；唯有愛心才能吸引我們關注被關懷的鄰舍，這在

基督的群體中最為重要。 

 

我們上個月剛學習完約翰一書 3：18 說：小子們哪，我們相愛，

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今天的經文也再

次挑戰自己，我親近神的目的是不是只注重知識，並沒有增加愛

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我的愛心不夠大？還是我根本就

沒有真正與神建立關係？當我做出一些看似愛心的行動，內心是

否表裡如一？當我做出善行的時候心裡抱怨同伴的不配合，我的

愛又有什麼良善而言呢？可不可以找出一件事，我可以重新學習

和體會「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這是

多麼重要的提醒，讓我對照著察驗自己的生命。特別是從小從知

識份子中間長大的我，太喜歡在言語上高呼口號，或是做表面的

文章，我如今願意悔改，照著祢的命令行，求祢賜給我愛心，勝

過給我知識。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4 . 25（週二） 

題目：【放棄權利 1】 

【閱讀進度】 

（林前 8：7-13）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

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

穢了。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

無益。 

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

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

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

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默想經文】 

（林前 8：13）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詞句解釋】 

「跌倒」：動詞，被動，被導致犯罪。再進深一點的解釋就

是容讓自己被導致犯罪。 

 

「叫…跌倒」：意思是「開動陷阱」（如鳥獸一踏上去，陷阱就

開動）。這字用來比喻很多種煩擾。因此，保羅

極強烈地說「永不」。 

 

 



【安靜反思】 

保羅在這段經文當中，讓我們看見，他真是竭盡所能不絆倒軟弱

的弟兄。食物不是問題，問題是那些軟弱的弟兄在仿效之後，卻

因自己良心的軟弱，而被跌入「開動的陷阱」中不能自拔。剛強

者深知偶像算不得什麼，吃了祭肉也毫無影響，但對軟弱的弟兄

卻自覺犯罪了（8：7）。信徒必須顧及軟弱的人，當哥林多那些

自以為剛強的人，要爭取「權利」的時候，保羅提醒他們，若對

別人有損時，信徒應放棄自己的權利，不妨礙弱者的前行。這也

是彼此相愛和包容的具體體現（8：9）。 

 

剛強者要為軟弱者的良心，在行為上有所約束。單為爭取「權

利」，是收不到什麼善果的。因此，保羅以身作則，若我所吃的

食物（祭肉）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寧可吃素，永不吃肉。 

 

我記得一位神學院院長分享說，他給自己立了一個規矩：在任何

公開場合，滴酒不沾。反思一下我自己，在我心靈深處，有沒有

認同保羅的的觀點---為著弟兄的好處，放棄自己的權利？不是指

責或批評，而是以恩慈相待？回顧一下我曾經為誰，捨棄了自己

的什麼權利？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有祝福和成全對方嗎？當我

軟弱的時候，神又為我作了什麼？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孩子在你面前時常軟弱，是你讓我飽嚐祢不離

不棄的愛，我感謝讚美你！但當我面對軟弱中的弟兄姊妹時，我

能給的是那麼有限。求主的更新改變快快臨到，因為這世界需要

愛，求天父將保羅的心志賜給我，讓我成為效法耶穌和保羅的好

孩子。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26（週三） 

題目：【放棄權利 2】 

【閱讀進度】 

（林前 9：1-12）我不是自由的嗎？我不是使徒嗎？我不是見過

我們的主耶穌嗎？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所做之工嗎？ 

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

裡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吃喝

嗎？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彷彿

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樣嗎？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

不做工嗎？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

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

是這樣說嗎？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

可籠住他的嘴。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嗎？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

分明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當存著指望去耕種；打場的也當

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

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嗎？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

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默想經文】 

（林前 9：12）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免得

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詞句解釋】 

「權柄」：名詞，意思是有選擇的自由。有選擇的權利。 

「阻隔」：名詞，這個字很不尋常（新約只在此用過），意思是

「插入」，在敵軍進攻的路上，阻擋去路，保羅誓要

讓福音暢然無阻地直通人心。 

 

【安靜反思】 

保羅一直都在針對自以為剛強的，雖然對人有傷害也堅持自己權

利的人。他已明確地告訴他們這是不對的。這段經文保羅以自己

為例，儘管他有很多合理的理由是可以接受信徒或教會供應他生

活所需， 但他拒絕使用這權利，為的是避免有人被「福音絆

倒」，就是避免有人聽到了福音，卻錯誤地以為傳福音的人是為

了自己生活的需求而去傳福音。保羅這樣教導，他自己也如此行，

放棄傳道人應得的薪酬，這真是很美的見證。  

 

想想看，哥林多教會是保羅建立起來的，這感情要多深啊！他不

單關注他們、教導他們，他也體貼和包容信徒中那些軟弱和幼小

的屬靈嬰兒。保羅的這個原則是效法耶穌的好榜樣，也是我們學

習的好榜樣。 

 

很多人不曉得，自由不是隨心所欲，而是能夠做我應當做的。 

信主很多年了，回想一下，我有多少次是因為我愛弟兄姊妹的緣

故而甘願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做了哪些我當作的？我為我的

妻子（丈夫、孩子、父母和家人）放棄了甚麼？做了甚麼？ 我

在教會或職場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今天作為祢的兒女，有選擇的自由和權利， 

都是祢的恩典。求聖靈的同在和幫助，使我可以像保羅一樣， 

不做任何事阻擋福音邁進的通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27（週四） 

題目：【放棄權利 3】 

【閱讀進度】 

（林前 9：13-18）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伺

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

福音養生。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為

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做這事，

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既是這樣，我的賞

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

我傳福音的權柄。 

 

 

【默想經文】 

（林前 9：15）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

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詞句解釋】 

「所誇的」：名詞，保羅在這裡 （林後 1:12）：所誇的是自己的

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

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 

 

【安靜反思】 

我們這裡很清楚地看到，第 9 章的 1-14 節，保羅在說明他擁有

甚麼樣的權柄（權利）；在 15 節，他清楚表達：但這些權利我

全部沒有用過。保羅這裡不是在抱怨說哥林多人沒有供應他， 



也不是說他們以後應該供應他的需要。而是要讓哥林多教會的弟

兄姊妹明白，在他為主傳福音的事上，他放棄自己本來應該有的

權利，用自己辛勞的雙手和生命來見證神給他的恩賜、大能和恩

典。 他是神忠心的好僕人， 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我要想想，當我付出很多，卻被人誤解、譏諷、小看、甚至毀謗

的時候，我的反應是甚麼？是向神哭訴？轉身離去？還是繼續擺

上自己，為著別人的需要和好處，甚至捨己放棄自己的某些權利？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謝謝祢用今天的經文像鏡子一樣，照出我是多

麼小信、小氣和吝嗇的一個人。求祢施恩憐憫我，幫助我，讓我

活得不再一樣，讓我活得像祢的兒女。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4 . 28（週五） 

題目：【放棄權利 4】 

【閱讀進度】 

（林前 9：19-23）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

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

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

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

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

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

好處。 

 

【默想經文】 

（林前 9：23）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

這福音的好處。 

 

【安靜反思】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說出他的人生觀和工作的目標，就是：「凡我

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這

也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人生觀和工作目標（這目標與大使

命一致）。有了這樣的目標，我們才肯為主的緣故犧牲、節制，

才會向前奔跑，不停留在現在的地步上。 

 

保羅不傴如此, 他還為福音的緣故，面對甚麼樣的人就做甚麼樣

的人。無論是猶太人、律法以下的人（猶太教信徒）、沒有律法

的人（外邦人）；還是軟弱的人（良心軟弱的人），只要能接觸



到他們，福音的內容不變，但傳福音的技巧和方式可變。我們常

問：我可以這樣做嗎？實在說，如果我們對福音有忠心，我們所

該問的是：我所行的對福音的見證有利麼？能叫人得著福音的好

處嗎？或是這會叫福音的工作受阻礙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常在敬拜的詩歌中大聲歌唱要為祢而活， 

但實際所行的卻時常是為自己的需要而活。我為這福音所捨棄的

微不足道。求主的寶血潔淨，求聖靈來更新。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靈修：2017. 4 .29（週六） 

題目：【不要被棄，要得冠冕】 

【閱讀進度】 

（林前 9：24-27）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

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凡較力爭勝的，諸事

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

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默想經文】 

（林前 9：26-27）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

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

被棄絕了。 

 

【詞句解釋】 

「背景介紹」：當時的哥林多城，每兩年一次主辦全希

臘的主要競賽，叫地峽運動會；除了四

年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外，這是希

臘人參與最多的盛會。在地峽運動會中，

以松枝冠冕來做獎賞；奧林匹克使用野

橄欖。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是「鬬拳」的動詞，意思

是「給他一個黑眼」。再加上「叫身服

我」，意思是讓身體做我的奴役。保羅

這種認定目標、堅定不移的事奉態度，

否定了哥林多教會以為他沒有定見，搖

擺不定的處事方式。 



「棄絕」：形容詞，意思是不夠格的，沒有價值的。這裡應該不

是指得救，而是指自己因為沒有好行為，被上帝看為

不合格的選手，沒有資格得獎賞。 

 

【安靜反思】 

今天的經文只有 4 節，但保羅卻深刻地表達出，在他的人生中, 

像參加賽跑比賽的運動員一樣，為傳福音，不做（節制）很多事 

（諸事），目的是使自己的奔跑有方向、有目標。 

 

保羅攻克己身（嚴以律己），出拳且擊中要害；不屈服於肉身的

各樣需求（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每一天都

操練自己：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

音的好處（9：23），他要像場上的拳擊手，傳福音不出空拳 

（不打空氣）。 

 

保羅深知，他這樣奔跑和出拳，於神，是完成神給的託付；於人，

是同得福音的好處；於己，可得那永遠（不能壞）的冠冕（不像

當時運動會所頒發的能壞的冠冕）。這可是要有資格參賽（被選

上，不被棄絕）的人才可得喔！ 

 

我有這資格嗎？我接受神的訓練嗎？我攻克己身，讓聖靈充滿，

叫身體服我，我服聖靈嗎？我願意按教練（神）的訓練來奔跑？

來出拳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孩子把自己這破舊不堪、沒有生氣、不能奔跑、 

常放空拳的半死不活的生命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來更新和改變我， 

讓我能跑、能出有效拳！成為祢所喜悅的精兵！奉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