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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2017. 5. 21（週日） 

題目：【復活的憑證】 

 

【閱讀進度】 

（林前 15：20-28）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

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

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

活。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再後，末期到了，

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

就把國交與父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

放在他的腳下。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因為經上說：

“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

那叫萬物服他的，不在其內了。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

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默想經文】 

（林前 15：20-28）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

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

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

活。 

 

【詞句解釋】 

「睡了之人」：死去的基督徒，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就像

睡著一般(語意重複)，還會復活。 



「死了」：現在時態，即死亡不斷發生，所有亞當的後付

都難逃一死。 

 

【安靜反思】 

 “但”是反義字，也顯示出保羅堅定的口氣。保羅接下來

要闡明的又簡明、又肯定，半點疑惑也沒有：基督徒絕不

是人間的可憐蟲，主復活這個事實改變了一切，每一個在

主裡的都會和主耶稣一樣從死裡復活。 

 

 “初熟的果子”，乃是以後眾果子的保證和標本。初熟的

果子熟了，就保證其餘的果子即將成熟；初熟的果子形色

和質地如何，就表明以後也必更多的結出同樣的果子。主

的復活不僅僅只是神兒子的復活，不單單是要顯示出神的

大能，而且是我們屬神兒女將有復活生命的證明書，祂的

復活是與我們的生命密切相關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但我們已經信靠主耶稣基督的

人要有這樣的確信。雖然我們死了，但我們會復活，就像

我們的主耶稣一樣，祂的復活就保證我們這信祂的人，也

必隨祂進入豐滿榮耀，和祂完全一樣！ 

 

我今天是否還有對死亡的恐懼？是否對神將要給我的榮耀

有充分的認識和確定？是否確實感受到了在主裡這莫大的

福分？主求祢讓我們有這樣確實的知道，讓我們可以更堅

定的持守我們的信仰！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感謝您的恩典！您讓我們的主耶稣基督

從死裡複活，您又藉保羅的口讓我們知道主的復活是初熟

的果子，使我們對今後我們復活的生命有確據、有盼望，

讓我們更渴望堅守在我們今天的信仰之中，感謝您！感恩

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靈修：2017. 5. 22（週一） 

題目：【相信復活的生命】 

 

【閱讀進度】 

（林前 15：29-34）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將來怎樣呢？

若死人總不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我們又因何時刻冒

險呢？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

力的說，我是天天冒死。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

獸戰戰鬥，那於我有什麼益處呢？若死人不復活，“我們

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你們要醒悟為善，不要

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默想經文】 

（林前 15：33-34）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你們

要醒悟為善，不要犯罪，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

要叫你們羞愧。 

 

【詞句解釋】 

     「醒悟」：是 Eknepsate 的意譯。它本意是“酒醒過來” 。  

「不認識」：是“haveagnosian”，就是“執意無知”。這

名詞不是指知識上的無知，而是在宗教的範

疇無知。在神秘宗教裡，這是指“沒有宗教

經歷，或沒有靈的辨別能力。 

 

 



【安靜反思】 

我們如不能確信有復活，就是不認識福音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否認了神的大能，就是不認識神，多麼嚴厲的一種指責。

因為保羅所有書信中，一直強調教義要正確無偏差。因為

教義引進行為，偏差的教義，至終引致犯罪的行為。這裡

保羅把生活上的失敗，歸咎在思想上的不正。反過亦然，

我們確實認識到我們有復活的生命，也會使我們的日常生

活中產生不再一樣的思想行為。 

 

“你們不要自欺”是保羅提出的嚴重警告，也是命仙。有

永生盼望的人，就要為了這美好、極重無比的盼望；保守

自己的行為在主的命仙之中，要親近善行、遠離罪惡！我

们屬靈生命成長的過程中要不時地面對仇敵的攻擊，世界

的誘惑，和我們自己人性的軟弱，這時我可以因著有“永

生”盼望這個武器來戰勝它們嗎？我們在思想中真的能確

信神的這種應許呢？讓我們從我們行為的選擇上能常常反

思！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您是大能的神，您可以讓我們從死裡復

活，您也如此應許了我們，我們感謝您，就求您讓我們確

確實實的相信它，時時刻刻依靠它。在我們做出每一個選

擇和行動時，都可以看到您為我們所預備的這種屬天的福

分，讓我們可以行在您的旨意中！如此禱告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靈修：2017. 5. 23（週二） 

題目：【復活的身體】 

【閱讀進度】 

（林前 15：35-44）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身

體來呢？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並且

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麥子，或

是別樣的穀。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它一個形體，並叫各等

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凡肉體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

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有天上的形體，也有

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光

又是一樣。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

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

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

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 

 

【默想經文】 

（林前 15：42-44）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

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

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

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

體。 

 

 

 



【詞句解釋】 

「朽壞」：主要是指身體會腐爛，但是當然也包括肉身與

道德朽壞兩者之間的比喻。 

 「血氣」：譯自 psychikon 一字，指“靈魂或生命”，包括

今生的每一方面，尤其用來與超然的生命對比。 

 

【安靜反思】 

復活的身體是怎樣的一個身體？這是我們常常思想，常常

渴望知道的。保羅在這幾節的經文裡，用了四個對比清楚

的描繪出復活身體的樣子，他不是要滿足於我們的好奇心

和求知慾，而是要加深我們對這一美好的盼望。 

 

保羅用我們所熟知的今生的生命（“所種的”）來做對比，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盼望的復活的身體有多麼美好，不會朽

壞，不再有腐爛和敗壞；滿了榮耀，有神的榮光總是映在

我們身上；永遠強壯，不會衰殘、不會疲憊、滿有力量；

不再活在血氣之中，而滿有靈性。這好像是一幅活生生的

畫面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就是神應許給我們的美好。同

時在這四個的對比中也讓我們清晰看到了只活在今生中的

悲哀：朽壞、軟弱、羞辱和屬乎血氣。 

 

這是一個選擇，在實際中，我們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我有沒有為了這美好的盼望而能放下地上的一切呢？我可

能還是為了今生的名譽、財富、慾望、愛好，錯過這無比

美好的嗎？讓我們警醒！ 

 



【連結禱告】 

三位一體的真神，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我是多麼不配的

一個人，您卻給了我這麼美好的應許，讓我死後可以有這

麼美好的盼望，就求您讓這幅畫面可以充滿我，成為我在

一切苦難和試探中的力量和盼望，讓我可以堅守在真理之

中，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們！ 

 

 

 

 

 

 

 

 

 

 

 

 

 

 

 

 

 

 

 

 



靈修：2017. 5. 24（週三） 

題目：【屬天的形狀】 

 

【閱讀進度】 

（林前 15：45-49）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

了有靈（靈：或作血氣）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

的靈。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那屬土

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

怎樣。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默想經文】 

（林前 15：48-49）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

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

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詞句解釋】 

「既有」：譯自動詞 Phoreo，指經常不斷地帶有。  

「形狀」：Likeness，Eikon ── 更好是用形像 Image， 用於

指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 

 

【安靜反思】 

我們的生命有一個成長的過程，要是從一個“形狀”到達

另一個“形狀”。第一個的形狀是在亞當的身上展現出來

的，他是從土造的，擁有一個天然的血氣的身體，在舊有

的狀態下，我們就像亞當一樣，有他一樣的身體，分擔他



的罪，承擔著他的死；第二種形狀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顯

明了，復活的基督以屬靈永恒的身體活著。我們要與主合

一，我們就會活在主的這種真實之中。但這是一個將來時

態，也只有我們再見主面時，才能完全進入這種“屬天的

狀態” ！ 

 

這個轉變過程正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要切身經歷的。無論

自己信主了多長時間，我們一定有屬地的成分，就像保羅

這裡所用的“不斷地帶有”，我們要進入“屬天”的體驗

中，就要發現這些“屬地”的問題，靠著主的力量和聖靈

的工作，讓我們從屬地進入屬天。現在我們可以安靜的思

想十分鐘，這一周來我的哪些行為還是屬地的呢？我愛神

超過一切嗎？我有自己的偶像嗎？我有嫉妒、怨恨、紛爭

嗎？求主憐憫，可以讓我們更多進入屬天的實際。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我願意匍匐在您的面前，看到祢救贖的

大恩，我原是屬肉體的、屬血氣的；現在您讓我品嚐到了

屬天的滋味，懇求您讓我可以更愛您，更愛主耶穌，期盼

在您裡面的完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靈修：2017. 5. 25（週四） 

題目：【竭力主工】 

 

【閱讀進度】 

（林前 15：50-58）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

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

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

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

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下同）不朽壞的，這必

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

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

話就應驗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

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

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

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

的。 

 

【默想經文】 

（林前 15：58）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

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詞句解釋】 

「竭力」：盡力(表示使用全力去進行某種活動)，原文排在 

               句首，更有強調之意。 

「勞苦」：是指工作到疲憊不堪。 

 

【安靜反思】 

 “所以”這個連接詞，所引起的下文是保羅對於弟兄姊妹

的勸勉，最終歸結在兩點上：(1) 要靠主“堅固不可搖動”；

(2) 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我們要如此行的根本原因就

在“所以”之前，就在於復活的基督，因為祂的權柄，因

為祂的大能，因為祂給我們的盼望。基督乃是我們“堅固

不可搖動”的原因，基督乃是我們“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的價值。我們所有的基督徒都像僕人一樣，將來要在這位

主的面前交賬。 

 

神救贖我們同時也給了我們使命，那我怎樣用主所給我們

的一生光陰、才幹、金錢，以及一切所有的?怎樣過我一生

的生活，究竟為主作了什麼？如果整天閒站，虛度光陰，

白佔地土，就要受到懲罰，更不用說犯罪作惡，隨從肉體

情慾，違背神的旨意了。我要回想一下最近以來，為主傳

過福音嗎？有愛弟兄姊妹的行動嗎？有參加過為主的身體

的教會服事嗎？還是仍活在自我之中，單單是個屬靈的消

費者呢？求主不要讓我繼續在糊塗中地度日，要為主竭盡

全力。 

 

 



【連結禱告】 

天父上帝，您讓我們看到您的權柄，您的大能和榮耀，是

為了讓我們在這個悖逆的世界中可以堅守您的正道，也讓

我們可以為你竭力做工。主啊，就求您饒恕我們的軟弱和

懈怠，讓您成我們每日的督促，來完成您讓我們在地上要

完成的使命，如此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們！ 

 

 

 

 

 

 

 

 

 

 

 

 

 

 

 

 

 

 

 

 



靈修：2017. 5. 26（週五） 

題目：【論捐錢】 

 

【閱讀進度】 

（林前 16：1-4）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

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

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及至我

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

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 

 

【默想經文】 

（林前 16：1-2）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

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

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詞句解釋】 

「論到」：這字每次用時，都是指哥林多人在來信中所提

及的事。 

「捐錢」：本意是政府的稅收，但這裏是指對教會的奉獻。 

 

【安靜反思】 

使徒保羅很重視基督徒奉獻的事情，他在多篇的書信中都

有提及。這裏提到了兩處教會，他吩咐哥林多教會也要像

加拉太眾教會一樣為耶路撒冷教會捐獻。保羅這裏使用的

不是“勸說”、不是“應該”，而是“吩咐”，因為他知

道奉獻是基督徒生命成長的必修功課，只有在這種操練中，



我們才真正理解主的愛，才真正懂得愛主、愛教會、愛弟

兄姊妹們，也才能彰顯出主在我們生命中的愛。 

 

保羅的這個命仙不是給哪一部分人的，而是給我們屬於耶

穌的每一個人的。“個人”就是在主裏的“你、我、他”，

無論我們的狀況如何，無論我們的收入如何，我們都要執

行這個命仙。這裏也讓我們看見，信徒捐錢是一週一次的，

不是月底結帳，也不是保羅到來時一次奉獻的，因為這是

一種日常的操練，讓我們可以在每個主日中都能更貼近主。 

現在，我是不是在遵行主借著保羅對我的吩咐呢？是不是

每個主日敬拜我都將自己當納的份放入神的家中呢？主啊，

請您讓我有能力來行出您的話語！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願在生命中更深的嚐到在您裡面豐豐

富富的愛，讓我更深的明白我擁有的一切都是您的，讓我

樂於每個主日的奉獻，讓我來操練捨棄的生命，操練對您、

對教會、對弟兄姊妹的愛，祈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靈修：2017. 5. 27（週六） 

題目：【福音的門】 

 

【閱讀進度】 

（林前 16：5-12）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

你們那裡去，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

往哪裡去，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

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但我要仍舊住

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

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裡無所懼怕，

因為他勞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樣。所以，無論誰，都不可

藐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裡來，因我指望

他和弟兄們同來。 

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的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裡去；

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時有了機會他必去。 

 

【默想經文】 

（林前 16：8-9）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詞句解釋】 

      「門」： 願意是機會，這裏指傳揚福音的機會。 

「有功效」： 此字常被保羅形容為他福音工作的果效。 

 

 

 



【安靜反思】 

每個基督徒都應知道我們要承擔起傳福音的使命，這是主

耶穌在馬太福音最後交托給我們的“大使命”，我們也應

該知道這個“大使命”是個有應許的戒命，祂應許我們，

當我們承擔這項使命的時候，祂就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我們不是自己在承擔傳福音的工作，而是在與我們

的主同工。 

 

保羅推延 去哥林多 教 會的原因 ，就看到 了 以弗所教 會有

“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他開了，他就要抓住這個機會，

多為主得些人。但他這句話之後，卻跟著說“反對的人也

多”，保羅突兀地提出這事，是要提醒我們基督徒就算在

神的心意裏為主作工，也並非全無阻攔。我們事奉神一方

面大有機會，同時也大有難處。所以，我們在福音事工中

要留心神預備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為主得人，也要有面

臨困難和阻撓的心理準備，為主打美好的仗。 

 

我現在要留心一下，哪個福音領域和福音工場是神為我開

的門呢？哪個親朋友人是神為我預備的呢？讓我能細細分

辨，鼓足勇氣為主興旺福音！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就是您福音的果子，我也要為您結出

福音的果子。就懇求您打開我屬靈的眼睛讓我看見您對我

的帶領和預備，也讓我有勇氣面對裏外一切的阻礙，來傳

揚您的福音，為您做美好的工，如此禱告是奉主耶穌得勝

的名，阿們！ 



靈修：2017. 5. 28（週日） 

題目：【警醒站立】 

 

【閱讀進度】 

（林前 16：13-18）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

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

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念。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

同工同勞的人。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裡來，我

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他們叫

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默想經文】 

（林前 16：13-14）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

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詞句解釋】 

       「警醒」：與主再來有關。 

「作大丈夫」：意即做男子漢，要有勇氣面對困難和誘惑。 

 

【安靜反思】 

 “你們務要儆醒” ，“儆醒”這個動詞和接下去的幾個動

詞，都是現在命仙式，再加上前面的一個“務”字，更強

化了這種命仙的口氣。保羅在這裏強調的是什麼呢？他強

調的是，雖然我們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有各種各



樣的苦難和誘惑，但我們要做大丈夫，要有勇氣，要剛強，

要時時刻刻在主道上站立得住，因為主要再來，主必再來。 

在北美生活的基督徒，在加拿大多倫多生活的基督徒，最

容易使我們跌倒的是什麼? 往往不是我們要面對的苦難，而

是舒適生活的誘惑。我們必頇記得，在一個安逸、放縱的

生活中，神不能引領我們前進。因為安逸的生活不能引領

我們向上，只會帶領我們向下，但天總是在我們上面，所

以我們要警醒，必頇時時望著上面，因此我們一定要付出

付價，要自制、要克己、要犧牲！  

 

另外，我們如果能堅守在主的真理中，同樣我們也就會因

著主的愛去做每一件事情，反過來我們可以從每一個生活

瑣事上來檢討自省，我們所做的真是因為主的愛啊？我們

真的堅守在真道中了嗎？我們已經被世界所誘惑了嗎？ 

 

【連結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我知道我現在所走的是一條艱難的

窄路，我往往會被苦難和誘惑所勝，父啊，求您使我能在

軟弱和失敗中站立起來，讓我時時警醒這些陷阱，不至再

跌倒，求您給我力量與勇氣，讓我能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直 到 主 來 ， 禱 告 奉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 阿 们 ！ 

 

 

 

 

 



靈修：2017. 5. 29（週一） 

題目：【可詛可咒】 

 

【閱讀進度】 

（林前 16：19-24）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

基拉並在他們家裡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眾弟兄

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我保羅親筆問安。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在基督耶穌裡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默想經文】 

（林前 16：22）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詞句解釋】 

「詛咒」：其基本意思是威懾或宣布要降災於某人或某物

之上。詛咒也指嚴厲譴責可憎的人或物。 

 

【安靜反思】 

今天靈修的經文是保羅所寫這封書信中除了問候語之外的

最後一節經文。這裏所要表達的，是對整篇書信的封印蓋

章，更值得我們反復回味，認真思考。“若有人不愛主” ，

我們基督 徒生命中 最 基本的要 素就是對 主 的愛。這 裏的

“愛” 字用的不是神聖、超越、完全神的 “愛” ，而是



屬人的、友誼的、平凡的、不全的“愛”。我們如果連這

樣的愛都吝於給主，這實在是保羅無法想象的。 

 

保羅在這封書信將要結束的時候，思想到這一切，可能使

他感受到主更深的愛。主這樣愛我們，無條件的為我們這

樣的罪人捨命、拯救我們、憐憫我們，使我們蒙受無限恩

典，有感於哥林多基督徒的現狀，保羅發出這樣的感慨，

有這樣愛我們的主，難道不值得你們盡力去愛祂嗎？你們

可以忘恩負義嗎？我勸你先檢討一下自己，我真的愛主嗎？

愛就要有付出、有舍棄，我為主有付出，有舍棄嗎？還是

像保羅所譴責的哥林多教會的那種基督徒中的一員？求保

羅的“可詛可咒”成為我們耳邊日日的提醒！ 

 

後半節的“主必要來”，原為亞蘭文，是早期教會的常用

語，以主再來互相提醒，同時這裏也透露出保羅強烈的盼

望。就讓初期教會的提醒也成為我今日的提醒，讓保羅的

盼望也成為我今日的盼望，提醒我主會再來，我要交賬，

也期盼著主的國度完全降臨，成為我堅守真理的無限盼望！    

 

【連結禱告】 

愛我們的父，我要祈求您的原諒，我實實在在缺乏對您的

愛，甚至缺乏我們肉身能有、能付出的愛，就求您讓我們

真實體會到您在我身上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付出，讓我能

愛上您，讓我能更愛您。就讓您的再來，成為讓我日日愛

您的提醒，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