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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 靈修 (週日) 

題目：【先得安慰】 

 

 【閱讀經文】 （哥林多後書 1:3-4）  

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尌是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上帝。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尌安慰我們，叫

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釋義】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的開首，先做一個對上帝的讚美禱文。通常

他在書信起首做的讚美詞，都是稱讚上帝在受信人身上的作為；

但這裏可不一樣，他稱讚的是上帝在他（他的團隊）身上所施

行的奇妙作為。不過，上帝對保羅的作為也間接幫助了他的服

侍，從而幫助了受服侍的哥林多信徒。  

上帝的作為根源自祂的屬性。父上帝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

慰的上帝，這是貫串聖經的一個信息（參賽 40:1），也是我們

的信仰裏一個基本信念。上帝沒有應許我們不遭患難，卻應許

在患難中護佑我們免遭淹沒。基督徒沒有免疫於患難，卻免疫

於絕望。絕望不在我們的人生字典裏。  

保羅強調，他若能在牧養工作中給予信徒有效的安慰，都是

源自上帝的賜予，這不是出於人間的知識和經驗，不是從書

本或課室裏學習回來的。  

上帝如何給予他這些安慰的能力？乃是他過去在困局裏，蒙上

帝安慰的經歷。他先得着上帝的安慰，日後再以這個安慰來安

慰處在類似困局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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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事奉生涯裏，滿載患難與安慰，兩者夾雜交纏。患難是

我們經歷上帝安慰的契機，沒有患難，何須安慰？沒有患難，

便不存在客觀的需要，也不存在主觀迫切尋求的心，即或仍有

恩典發生，也不容易給發現。患難使恩典的需要變得真實而迫

切，也敏銳了我們的追求和發現。  

思想：  

患難除了豐富個人得安慰的經歷，也裝備了我們的事奉，擴充

了我們的生命視界和承載能力。不曾受過安慰的人，無法成為

親歷現場的同行者，無法給予患難者恰如其分的安慰，更無法

成為親身示範的信息和盼望。弟兄姊妹，不要為生活裏的偶然

挫折和失去而沮喪，這是我們得恩典的契機，這是我們受裝備

的時刻。 

 【禱告】  
天父上帝，祢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因為祢是慈悲與安慰！祢一

直在我的生命中工作，雕琢我！不但是為了我個人的好處，而

是讓我成為祢手中的器皿，被祢使用，尌求祢讓我清楚祢的雕

琢和使用。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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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3 靈修 (週一) 

題目：【示範單位】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1:6-7） 

6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

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

楚。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

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釋義】 

基督徒喜歡說見證，是因為信仰是示範性的。耶穌基督不僅

要求我們言說信仰，更期望我們活出信仰，將生命之道表明

出來。  

 

保羅確信他和他的團隊所經受的患難，乃要為哥林多信徒親作

示範。他們在患難中經歷上帝的安慰，便成了弟兄姊妹的安慰；

好使他們將來在面對不同的患難時，可以較有把握能得到上帝

的安慰。  

 

在患難中，人總是有孤單的自覺，他會以為這經驗是他獨有的，

而只有他受此苦便顯示他是被遺棄的人。但真相是，我們的患

難經驗，其他人都曾擁有，而我們的主曾受比我們大更多的患

難；這樣，我們便沒覺太了不起，毋須自憐自傷了。 

 

當發現身邊的人曾遭類似的負面經驗，而他們又能靠主勝過，

便亦增加我們的信心；憑藉眾多圍繞著我們的見證人的見證故

事，知道上帝會為我們開一條出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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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同理，我們的患難故事亦將成為繼來者的見證，所以必須立志

在患難中守住信仰；這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身邊的初

信者與未信者。不管在何種環境，我們都做好樣子的基督徒。

上帝在錄影中，請微笑。 

 

 【禱告】  

天父阿爸，祢讓如雲般的見證環繞著我，讓我在患難之中得安

慰！懇求祢讓我也能成為周圍弟兄姊妹的見證，讓我能看到祢

在我生命中的一切作為，並有勇氣來傳講祢的作為，求祢開道

路，賜智慧。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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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4 靈修 (週二) 

題目：【信仰所望】 

 

【閱讀經文】 （哥林多後書 1:9-10 ） 

9 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

活的神。10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

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  

 

 【釋義】 

   保羅過去蒙上帝拯救脫離死亡，今天繼續蒙上帝拯救，他期

待將來還是要得上帝的拯救。過去、現在與未來是連結在一

起的，過去和現在的恩典，成了對未來盼望的確據。  

 

信仰之為信仰，總是帶有冒險與不確定性。有些人企圖訂出某

些所謂屬靈定律，將上帝變成可預測甚或可控制的元素，藉以

泯除信仰的不確定成分；但除了上帝親作的應許，必然會守約

實現外，沒有任何定律可以規範上帝的作為。祂是行奇事的上

帝，祂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  

 

那信仰的確據在哪裡？外在的沒有，內在的倒是有的，尌是我

們過去的信仰經驗。  

 

我們曾多番經歷上帝在患難中的搭救，親身體驗祂的不誤時，

認定祂的慈愛信實，便可以積累而凝固成一個內在的認識：由

祂的拯救行動的事件，進而認定祂是拯救的主。這是我們的生

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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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過去的經驗並不構成百分百的保證，畢竟一向如此，不

等於未來必然如此。信仰永遠是信仰，不能變成某種定規的理

論。但過去的經驗卻可以鞏固我們的信心，強化我們對上帝的

信任。從未撇棄我們的上帝，是我們可以全然信靠的對象。  

 

思想：  

弟兄姊妹，我不曉得當談到信仰所帶給我們對將來的盼望時，

你們有多少過去的蒙恩經驗以為憑據？你們的信心是有根有基

的，抑或是憑空妄想？ 

 

 【禱告】  
 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知道祢是我一切力量的源泉，也只

有依靠祢，而不是靠著自己才能走出一切困境。求祢讓我在一

切的難處中學習單單的仰望祢，也讓我能學習將處在難處中的

弟兄姊妹帶到祢的面前。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尊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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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5 靈修 (週三) 

題目：【至專至誠】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1:12 ） 

12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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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義】 

   保羅向哥林多信徒表白他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他不是三心

兩意、一時一樣的多變小人。  

 

保羅憑著上帝的聖潔和誠實行事。「聖潔」在這裡指的主要

不是道德上的清潔，或宗教上的區分，而是單純專一。聖潔

和誠實因此便是至專和至誠，這都是來自上帝的素質。方向

清晰、目標專注、心無旁騖、思想純粹、持定善意、不作算

計、全情投入、表裡一致。  

 

一個真誠的人，沒被慾望與思慮纏繞，心中的良知自覺便得

以充分豁露，彷如中國人說的誠則明矣。倒過來說，這良知

又幫助人面對真實的自己，判定自己是否有這樣的單純和誠

實。一個敬畏上帝、心中沒有詭詐、不自欺欺人的人，可以

信任內心的自覺。良知是生命裡的道德防護裝置，讓人能夠

自然地窺知上帝埋藏在創造秩序背後的心意，從而使人得知

當做的道德抉擇。倫理學稱這個心意為自然律（Natural 

Law）。 

 

保羅以至專至誠的態度，倚靠上帝的恩惠，而不倚靠人的聰

明和任何其他的依恃。將上帝的智慧與人的聰明作兩極對照，

是貫串兩卷哥林多書信的觀念，也是舊約智慧文學的重要信

息。我們所熟悉的其中一句：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

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

你的路（箴 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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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我們是否關心太多也擔心太過，終日被各樣思慮煩

擾著，自以為聰明過人，可以用最有效的方法尋得解決問題、

實現理想的捷徑，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思慮太多、算計

太盡、意念繁雜的人，很容易迷失本心，迷失方向；終日勞碌

奔波、營營役役、拼命爭取，當千方百計得到手後，卻發現這

又不是他的最愛。  

 

思想：   

倚賴上帝是基督徒的權利，信任上帝的話語正確、信任祂的恩

典夠用、信任此生都在上帝手中，祂是我們的編劇和導演，帶

領我們演出真正的自己，並步入祂所應許的未來。 

 

 【禱告】  

天父阿爸，讓我在祢聖潔和誠實的品性上有份，求祢讓我成為，

方向清晰、目標專注、心無旁騖、思想純粹、持定善意、不作

算計、全情投入、表裡一致、心中沒被慾望與思慮纏繞的人。

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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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6 靈修 (週四) 

題目：【聖靈憑據】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1:20-22 ） 

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祂也

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21 那在基督裏堅固我們和

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尌是神。22 祂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

靈在我們心裏作憑據。   

 

 【釋義】 

由於保羅沒有遵照承諾前赴哥林多探望信徒，反對他的人便質

疑他的誠信，認為他是反覆多變的小人；他們甚至進一步質疑

他所傳的道，從傳道者的不可靠推證出所傳的道的不可靠。  

 

保羅在為自己辯護之前，先為所傳的道辯護。上帝的道比他個

人聲譽更重要。他要指出的是，他所傳的道關乎耶穌基督，這

是上帝在人間所有計劃和行動的核心，所以是永遠可靠的。 

 

1:20 節的「是的」，除了解為可靠外，也有成全的意思。上帝

所有的應許，都會在耶穌基督裡得以成全。  

 

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做了四件事情在我們身上：堅固、膏立、

蓋印和賜聖靈。堅固是確定我們，膏立是揀選我們，蓋印是答

允我們，賜聖靈則是一個憑據。但這也可說是同一件事情的四

個步驟：上帝以聖靈來膏立我們，以聖靈來在我們身上蓋印，

賜下聖靈為憑據，目的尌是要堅定我們。 

  
上帝是信實的，祂的啟示和行動永遠有效，祂的應許永不落空；

即或今天尚未完全應驗，我們也可以憑信心相信，將來必會悉

數應驗，沒有懸念。此外，上帝對人的揀選也是確定的，凡被

上帝揀選的人，祂都會賜下聖靈，膏立他們，在他們身上蓋印，

目的是要確定他們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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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上帝所揀選和使用的僕人，他所傳講的道來自上帝，百

分百可靠，這是由上帝的信實來證明的。傳道者的可靠性由所

傳的道證實了。  

 

耶穌基督不變，耶穌基督可靠，這是我們生命裡最重要的常數。

人生多變，際遇無常，人間的價值和信念亦常受衝擊。但是，

我們對耶穌基督的信靠卻不被動搖。祂可靠，我們全然信靠，

並因對祂的信靠而得著一個安穩的人生。  

 

思想：  

聖靈是我們獲得信仰確據的關鍵。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經歷

了聖靈的內住沒有？你們的生命被聖靈充滿了嗎？在當下經歷

聖靈，便確定所信的耶穌基督是可靠的，也相信上帝藉基督所

作的應許全都是可靠的。 

 

 【禱告】  
主啊，感謝祢，信靠祢的人隨時都有祢的幫助，因為祢賜聖靈

在我的裏面。祢以聖靈來膏立我，以聖靈在我身上蓋印，賜下

聖靈為憑據，目的尌是要堅定我。祢是信實的，祢的啟示和行

動永遠有效，祢的應許永不落空，求祢讓我時時堅信！禱告是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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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7 靈修 (週五) 

題目：【讓人快樂】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2:1-3 ） 

1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裏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2 倘

若我叫你們憂愁，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

3 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

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

己的快樂。 

  

 【釋義】 

  保羅為他的失約辯解，提到心裡一個抱負，期待下次到他們中

間，見到的是一張張燦爛的笑臉，而不是整個群體籠罩在愁雲

慘霧中；他也希望自己懷著喜悅雀躍的心情，以笑臉迎向各人

的笑臉。  

 

保羅要為牧養對象增添快樂，這好比父母親以最大的能力保護

子女，不讓他們遭到麻煩與痛苦。不過，保羅指出他和哥林多

信徒互相依存的關係：他不僅志切為他們增添快樂，也期待他

們能為他帶來快樂。子女是父母喜樂的泉源，當看到子女健康

快樂地成長，父母便有說不出來的喜樂和滿足；同理，教會的

弟兄姊妹是保羅喜樂的來源，每逢想到他們，心中便湧溢出喜

樂和感恩（參腓 1:3-4）。  

 

保羅不希望哥林多信徒感到憂愁，更不希望是自己導致他們憂

愁；要是他們不快樂，他也同樣不快樂，因為他失去了那能導

致他喜樂的原因。保羅盼望處分背道者的事件盡快解決，挪開

令他和他們同感不快樂的因素，才前往跟他們見面，這樣雙方

便能無芥蒂、無窒礙，歡歡喜喜地相交，保羅繼續以他們為喜

樂的來源，他們同樣以他為喜樂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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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人快樂是保羅的使命。雖然在過去一段日子，保羅因著哥

林多信徒不理想的表現而心裡痛苦，哥林多信徒也因保羅對他

們的責備和強硬的要求而感到非常不快樂；但保羅強調，讓他

們憂愁，不是他服侍他們的目標，這只是讓他們能長遠健康成

長的必要之惡，他愛他們，希望他們走在正確的路上，不致行

差踏錯，偏離了上帝的心意。短暫的痛苦，為要帶來長遠的快

樂。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

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  

 

保羅立志為哥林多信徒增添快樂，這也成了我的立志。我希望

身邊的人都感到幸福快樂。希望太太快樂、子女快樂、母親快

樂，神學院的同工快樂、同學快樂，教會的肢體快樂、能接觸

上的未信者也尋得快樂的祕訣。  

 

要實現這個既渺小又偉大的目標，我們得學習過一個以上帝

為中心、以他人為中心的生活。激發對人的愛心，敏感於他

們的短暫和長遠需要，設身處地感受，毫無保留付出。   

 

思想：  

我相信你也會立相同的志向，要做能帶給別人幸福快樂的人。

你打算做甚麼？又會怎樣做？ 

 

 【禱告】  
天父上帝，看完今天的靈修，真的盼望自己能像保羅一樣，能

給自己的家人，周圍的弟兄姊妹帶來的是幸福快樂。求祢用聖

靈的光照著我，讓我明白現在的行為是對周圍人的傷害而不是

快樂，求祢幫助我改正。禱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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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8 靈修 (週六) 

題目：【挽回的愛】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2:10-11 ） 

10 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

前為你們赦免的，11 免得撒但趁着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

非不曉得牠的詭計。  

  

 【釋義】 

哥林多教會有人反對保羅，既質疑他的使徒權威，又拒絕他的

教導，甚或可能宣揚與保羅的教訓截然相反的謬說。保羅要求

教會處分這個背道者，最初他們沒有這樣做；在保羅寫出一封

嚴詞責備的書信，並委託提多將信帶到哥林多以後，他們才被

迫屈從。  

 

哥林多信徒是徇保羅的情面才執行這次紀律處分的，他們因此

也擔心若所作的懲處不夠嚴厲，或是輕易赦免背道者，便會惹

怒保羅，所以懲處必須愈長愈好、愈激烈愈好。保羅要親作解

釋，他絕無意圖要將犯事者一棍打死，他們懲處犯事者也不會

為保羅帶來任何的快樂，所以懲處必須適可而止；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要猜度保羅的個人想法，單純尌事論事好了，要是他們

認為犯事者已值得給予寬恕，便寬恕他吧，他們寬恕他，保羅

便亦寬恕他。  

 

保羅告訴哥林多信徒，他的個人面子不用維護，他的個人損失

不用補償；他們不需要狠狠懲治曾公開反對他的人，才讓他一

洩心頭之恨。事實上，保羅雖然在真理上絕不妥協，堅持背道

者所傳講的道理是錯謬的，教會不能容忍這樣的背道者和他的

謬說，必須採取制止行動；但他卻沒有妖魔化任何人，即或背

道者衝著他而來，他也沒有將其看為撒但的化身，對方仍是主

內的肢體，其屬靈生命還是要緊的。人的屬靈生命遠較個人面

子重要，保羅關心的是如何挽回背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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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者一個常犯的毛病，是將個人的感受和利益夾纏在所服侍

的對象裡，以致把關注的焦點由對方轉移到自己身上。明明是

對方因故生氣，說了許多非理性的話；我在關心對方的過程中，

卻不經意被對方的氣話傷害了；又或是認定對方不肯賣自己的

賬，屢勸不聽，因而便生氣對方的生氣，甚或產生被辜負被枉

屈的感覺。太過注意個人形象和尊嚴的人，是不適合做關懷者

（care-giver）的，遑論成為愛者（lover）了。  

 

思想：  

學習以人為本，關懷別人的想法和感受，專注別人的福祉，卻

不要夾纏太多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在其中。這樣，我們才能成為

一個真正的愛者，全心全意地扶助人認識主、生命成長；並且

願意為別人的成長而付出自己的時間、精神等代價。 

 

 【禱告】  

主啊，我本身不懂得愛，也不知道如何去愛，求祢來教導，求

祢來幫助。讓我明白周圍人的需要，也讓我有力量用祢的大愛

去愛他們，幫助他們能來到祢的面前，幫助他們生命的成長。

現在請將一個人的名字放在我的心中，激勵我去為他做些什麼，

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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