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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休書與姦淫 
 

2017. 11 .19 (週日)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31-32) 

31“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32 只是我告

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

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31-32) 

“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只是我告訴你

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

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安靜反思】 

以色列民族在舊約時期解除婚姻的習俗就是：丈夫只要給妻

子一封休書就可以解除婚姻了，這個方法是從哪裏來的呢？

是在摩西五經中就有了。但是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

是當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發生，譬如：奸淫（申 24:1-3），

也就是說只有當妻子犯了奸淫罪的時候，給妻子休書是合理

的，除了這個原因之外，如果休了妻子，就是把妻子推到了

奸淫的位子，別人娶這個被休的婦人也是犯了奸淫罪了。 

 

奸淫罪在十誡中排在第七位，是僅次於殺人的一個極重的

罪；婚約是夫婦二人在神面前的誓約，這個罪侵犯了神所設

立的婚姻內、聖潔的夫妻生活的約定，它不僅破壞了自己的

家庭關係，更是破壞和神之間的關係。保羅說：“你們要逃

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

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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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6:18-19）神造萬物都是屬於神的，包括了我們

人；人沒有權利玷污、踐踏自己的身體，這是對神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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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今的時代人們對罪已經麻木了，人們不把婚姻看為神

聖，所以許多的婚姻在痛苦中掙扎。正確的婚姻觀應該從我

們開始，才能引導、教育我們的孩子，以身作則成為孩子的

榜樣，這是祝福孩子未來有個幸福生活最好的禮物。你是否

願意為了愛神愛人的緣故來持守神所賜婚姻的聖潔？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創天造地的神，求祢賜給我有敬畏祢的

心。知道祢賜給我們的婚姻是祝福、不是咒詛。求祢賜給我

有智慧經營好我的婚姻，帶領我們全家按著祢的旨意生活。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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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不可起誓 
 

2017. 11. 20 (週一)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33-37) 

33“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

誓，總要向主謹守。’34 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35 不可指著地起誓，

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

冷是大君的京城；36 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

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37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

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作是從惡裡出來

的〕。”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37）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

出於那惡者〔或作是從惡裡出來的〕。 

 

【安靜反思】 

起誓是向對方發出的擔保，是在對方發出質疑的情況下而發生

的。這不僅在舊約時代，就是在現今的社會裡，仍然有不少人

起誓，以保證他們所說的事情屬實。耶穌在這裡說不可起誓，

因為無論是指著神的座位 - 天；是神的腳凳 - 地；還是神的京

城 - 耶路撒冷，甚至是指著自己的頭起誓都是沒必要的，因為

這一切你都控制不了，這誓起的有什麼意義呢？作為一個屬於

神的人，要生活得誠實，說出的話語要誠信可靠，不要畫蛇添

足。按照自己的認識，是，就是；不是，就說不是。 

 

活的真實，在現今的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容易了，各種欺詐行

為比比皆是，真誠的人往往會受到傷害，出於自我保護意

識，人的本性就是同流合污，但這不是被神分別為聖的群體

應該活出的樣式。我們怎樣在這彎曲悖謬的時代活出真實的

生命呢？怎樣依靠我們所信的神為祂做美好的見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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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禱告】 

全能的天父上帝啊，我們原有的老生命是何等的敗壞，有多

少次我與世人毫無差別，甚至與他們同流合污。父啊！開恩

可憐可憐我這個罪人吧，我願意做的做不出來，不願意的卻

偏行。親愛的主，幫助我成為一個真誠守信的人，因為凡是

被造的都在祢的掌控之下，我不應該恐懼，求祢提升我信靠

祢的心，好榮耀祢的名。我誠心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穌基督得

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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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以善報惡 
 

2017. 11. 21 (週二)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38-42) 

38“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39 只是我

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

過來由他打；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

他拿去；41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2 有求

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38-39）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

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

他打； 

 

【安靜反思】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意思是對別人的不公平對待進行相對

應的懲罰，並且限制過度報復的行為。在舊約時期神給以色列

人的典章（出 21:24），以處理民事糾紛。這規則也適用於我

們世俗的待人接物，法律的制定基礎也基於此。不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不要與惡人作對，不是膽怯的行為，而是有智慧的

表現。某些情況是對自己的保護，更何況我們所信的神他的眼

目看顧自己的孩子，如果祂的孩子無故被欺負，祂能不心痛嗎？

但神有自己工作的時間計劃表，我們需要的是耐心等待。不僅

如此，作為神的孩子，我們還要善待惡人，因為耶穌基督就在

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以他良善的生命替代我們

這些不配的罪人。所以，我們善待虧欠我們的人，並不是他配

得，乃是神透過我們憐憫那些不認識神的人，也憐憫認識神的

人，或許他的眼睛透過你被打開，就救了一條生命也不一定。 

 

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一定會遇到別人對自己虧欠的

時候，但有人不覺得別人虧欠自己，是因為他樂意饒恕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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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他以恩慈對待這些人時，他的心就被平安和快樂充滿

了。你對這段經文想得明白嗎？記憶中有虧欠你的人嗎？如

果有，你願不願意試著用我們學到的這段經文來處理呢？ 

 

【連結禱告】 

創造天地的天父，為我捨命的主耶穌，親愛的聖靈，我感謝

祢極豐盛的憐憫和恩典，祢賜給我們的以善待惡，違背了我

們以前做人的準則，可是耶穌基督卻沒有按照我們的過犯待

我們。求親愛的聖靈賜給我們有一顆饒恕的心，並以恩慈對

待那些虧欠我們的人。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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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要成為完全人 
 

2017. 11 .22(週三)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5:43-48) 

 43“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46 你們若單愛那愛

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47 你

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

這樣行麼？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5:43-48）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

這樣行麼？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

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

完全一樣。 

 

【安靜反思】 

通常“有話說”都是神藉著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話，用以指

導我們的生活，但耶穌的這幾節經文的教導卻顛覆了我們的

習俗，以至我們從心裡覺得甚難。但我們是屬神的人，如果

我們與世人一樣，怎麼能叫分別為聖呢？聖的定義之一就是

要有極高的品格標準。耶穌基督在這段經文裡提到了兩個非

常重要的概念：賞賜、完全，從神來的賞賜是什麼我們不知

道，可是一定是使我們的生命更豐盛，因為耶穌說：“我來

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這賞賜一定是不能朽壞的，是可以存到永恒的。 

 

耶穌說：“你們要完全”，這句話不是一個選擇，不是一個

參考，而是一個命令，是神對每一個到祂面前的兒女的命

令。當亞伯拉罕 99 歲的時候，神到他面前說：“我是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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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能夠幫助我們成為完全人的

神，透過祂的獨生兒子耶穌賜給我們人所不能做的力量，就

是：“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是完全人，但我們已經走到了這條路上，

這是一條窄路小門，確實不好走，因為罪已經那麼深地植根

在我們的生命中，但這條路我們有耶穌帶著我們一起走，我

們就不懼怕。現在認真地想想，你心裡有怨恨的人嗎？有傷

害過你的人嗎？如果有，我們一起來禱告，請你在下面空格

處填上名字。 

  

【連結禱告】 

全能的阿爸天父，救贖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親愛的聖靈，謝

謝祢賜給我們這段寶貴的話語，非常的感人，可是我行不出

來。那些傷害我的人，今天還在傷害我的心，求祢幫助我首

先能夠饒恕                  ，賜給我從祢來的愛能夠愛他/她，能

夠為他/她禱告。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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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要得神的賞賜 
 

2017. 11 .23(週四)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6:1-4) 

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2 所以，你施捨的時

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

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

經得了他們的賞賜。3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

作的；4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

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答你〕。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6: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安靜反思】 

在前面的經文，耶穌已經提到了得賞賜，是為了讓我們能愛

仇敵。在今天的幾節經文中又提到了賞賜，這次是說的是善

行，也就是好行為。但在這裡重要的不是哪種好行為，及如

何定義，乃是在說好行為背後的動機是什麼。說簡單點就是

好行為的動機是建立在自己還是在被需要者的身上？也就是

說，我們的好行為是否僅僅為了要討大家的喜歡、得到大家

的稱讚、或是我必須有好行為與我的職分相稱等等，這一切

都是以“我”為出發點。真正的好行為應該是因為愛神、愛

人的緣故而從心裏發出的意念。 

 

耶穌在這段經文中用了“故意”這個詞，是為了叫別人讚揚

並去傳揚他的好名聲，是驕傲的罪在心裡發動的結果。另一

種好行為是因為出自我們裡面的憐憫和愛，而有自發的願望

去幫助別人。為被幫助者的需要，暗暗地幫助他人，可能被

幫助者是沒有能力償還的，這樣不僅顧及了被幫助者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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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也顧及到了他們尊榮的需要，免得他們被羞辱。神是

無所不在的，祂不僅會察看我們的行為，更會察看我們的動

機，因為動機才是一個人生命的自然流露。 

 

我們天天在這個世界上摸爬滾打，舉手投足都在演示我們的

內在生命，無論人是否看得見，神一定都看見。趁著我們肉

身還活著的時候，靠著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不斷地認罪悔

改，經歷生命的更新。你有勇氣走這條更新之路嗎？你準備

好了付上代價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我只能謙卑地俯

伏在祢的腳前，我的心思意念在祢面前是赤露敞開的，裡面

盛滿了驕傲、自私、貪婪．．．祢不喜悅的污穢。但我相信

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能夠救我脫離這些污穢。親愛的聖靈能

幫助我不斷地更新生命，讓我靠著那運行在我裡面的大能大

力得到一個豐盛的生命。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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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禱告真諦 
 

2017. 11. 24(週五)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6:5-8) 

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

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

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

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7 你

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

蒙垂聽。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

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6:6-8）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

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

知道了。 

 

【安靜反思】 

禱告是基督徒的基本生活之一，沒有禱告的基督徒就像斷了

線的風箏沒有方向，並且毫無動力。我們禱告的對象是肉眼

看不見但真實存在的神，一個敬虔的基督徒禱告會成為他生

命的一部分，只要生命氣息尚存、有意識的活動尚存，就一

定會禱告。然而法利賽人，這些宗教領袖為了表示自己的敬

虔，有些會當眾作很長的禱告，而且是故意在人多的地方，

目的是得到人的誇獎，滿足自己得尊榮。神的法則是凡是為

了從人那裡得尊榮的必不能存到永遠。 

 

耶穌說“進入內室”，不是在黑暗的地方，而是躲到沒人的

地方禱告，如臥室，因為我們的禱告必須是用心靈來禱告，

聖靈會用微小的聲音對我們的心說話。只有個人私下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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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才可能和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但這不是說要像一些其

他宗教一樣，不停地唸一句什麼話，就應驗了我們的祈求，

我們的神不受任何的有限的意識控制，祂對於我們的愛是出

於祂的本性。另外，既然神都知道我們的需要，為什麼還要

禱告呢？是因為我們不清楚神的心意，當我們不斷地在禱告

中經歷神的時候，我們對神就更認識，心就會更貼近了，對

祂的信心就更大了。 

 

現實生活中，我們被很多的事物纏身，所以時間很有限，能

夠讓我們的心安靜下來就更難，最後我們的身、心、靈都很

疲憊。你願意從這種疲憊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嗎？現在我邀請

你找一個安靜的內室，從每天 10 分鐘開始向神禱告，為自己

渴慕神的心禱告，好嗎？ 

 

【連結禱告】 

慈愛的阿爸天父，祢是深愛我們的神，所以祢將祢的獨生子

賜給了我們。求祢賜給我一顆渴慕祢的心。幫助我每天有一

個分別為聖的時間和祢親近，好明白祢的旨意，活出一個美

好而平安喜樂的生活。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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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向天父禱告 
 

2017. 11. 25(週六)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6:9-10) 

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

名為聖。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6:9-10）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

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安靜反思】 

這兩節經文是耶穌教導門徒禱告的起頭。人說話不是對著空

氣說話，而是有一個確實的對象，且這個對象必不是一般的

對象。首先，祂有能力幫助我們；其次，祂樂意幫助我們；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條，祂和我們有親密的關係。這三

條缺一不可，否則我們就真是對空氣說話了。 

 

神和人的差別不知道用什麽語言來形容，只能說是巨巨．．．

大，但神卻願意屈尊成為我們的父親，可見神是非常願意和

我們建立親密關係的。雖然神願意屈尊成為我們的父親，但

祂仍然是神，祂的本性如此，所以我們禱告的時候，不僅要

享受父子/女的親密關係，同時還要從心底裡尊崇祂是至高、

至尊、至聖的神。耶穌開始傳道時說：“天國近了，你們應

當悔改。”天國在人間，這是神起初造人、造世界時的心意。

父母都希望和孩子在一起，我們的天父也希望和我們永永遠

遠在一起。所以，我們要按照天父的心意祈求，願祂的國降

臨，以至於天地合而為一，使神的天國的法則和美好，在地

上也同樣的美好。這兩節經文，就是耶穌告誡我們的，在禱

告的時候，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 6:33），其餘的信息

都奠基在此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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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在我們的禱告生活中，通常也是以

自我的感受為主導。只有當聖靈的真光進入到我們心裡的時

候，認識自我的道路才能被開啟；也只有認識到自己的敗壞

才知道阿爸天父是何等的重要。我們能生活在神的國度是何

等的蒙福，你願意使自己的禱告生活更靠近天父的心意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每當我稱祢為阿爸天父的時候，有時只是

有口無心地叫，因為我們是這樣被教導的。有時我們並不關

心祢的感受如何，因為我們的本性不願意知道。求親愛的聖

靈幫助我們，好使我們的心對祢敏感，明白祢是何等的愛我

們，以至每次的禱告都滿懷愛意的對祢禱告。我誠心的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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