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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9 靈修 (週日) 

題目：【 堅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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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經文也讓我們學習保羅的撒但觀點。保羅認為, 撒但是在

上帝的控制範圍內活動的，沒有上帝的允許，撒但不可能傷害

和毀掉屬上帝的子民。保羅將發生在他生命裡的所有事件，包

括眾多負面的遭遇，統統看成是上帝的帶領，而不是撒但的侵

害。他不會說他的坐牢是撒但促成的，不會說他的被鞭打是撒

但的計劃；再壞的經歷，還是出於上帝的帶領。 

 

那撒但和牠的計謀在甚麼地方呢？噢，還是無所不在的。要是

我們因著所面對的各種經歷，而產生對上帝的懷疑、對信仰的

動搖，甚或造成信徒間的衝突，長遠破壞了彼此的關係，也影

響教會未來的發展，這便肯定是壞事，肯定是撒但的詭計了。 

 

生意失敗、個人失業，不一定是出於撒但的。要是我們因著經

濟的困難而洞悉財富的有限和不可靠，從而更專心地依靠上帝，

則經濟困難便可以為自己帶來長遠的祝福。但要是我因生意失

敗和失業而對上帝心生怨懟，破壞了跟配偶和家人的關係，甚

至放棄信仰，那便肯定是中了撒但的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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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需要四處尋找撒但，也不用到處辨識撒但的詭計；我們

需要的是持定聖經的教導，堅守上帝給予教會和個人的召命，

榮耀上帝，盡力幫助人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從而建立他們的

屬靈生命。只要謹守這樣的目標，就算撒但的爪牙包圍著我們，

我們亦毋須懼怕；就算撒但再詭計多端，我們還是不會中牠的

圈套。  

 

思想： 

對付狡猾的敵人的最佳方法，不是比牠更狡猾更有心計，而是

拒絕跟隨牠的遊戲規則，堅持一貫待人處事的原則，以清心和

單純來應對狡猾與算計。「堅定不移」就是一貫的原則。敵變，

我不變。 弟兄姊妹，你們曉得撒但的詭計嗎？ 

 

 【禱告】  
掌管萬有的神啊，謝謝祢藉著今天的靈修告訴我這些真理，我

要持守「堅定不移」的原則-----敵變，我不變。要操練待人處

事的好品格，遵守彼此相愛的大誡命，求神幫助我。曉得撒旦

的詭計，遠離牠、拒絕牠、破除牠。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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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0 靈修 (週一) 

題目：【焚出香氣】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2:14）   

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釋義】 

 「誇勝」是炫耀得勝的意思，即羅馬帝國軍隊在出征作戰凱旋

回歸的進城大巡遊。保羅借用這個意像，指出當上帝在前頭帶

領凱旋軍隊前進的時候，他便扮演顯揚基督的角色，到處宣告

基督的得勝。傳道事工是一個得勝的工作，但得勝者是上帝，

而不是傳道者自己。 

 

在巡遊的隊伍裡，除了有主帥將軍和各將士外，亦有被俘為奴

隸的敵人和戰利品。由於「誇勝」一詞有受辱的含意，因此保

羅把自己擺在被虜戰俘的行列中；在眾人興高采烈、趾高氣揚

的時候，戰俘卻是悽慘可憐，斯人獨憔悴。不過，一支出征軍

隊虜獲的戰俘愈多，便愈顯出軍隊主帥的英勇和成就；所以，

他們是主帥得榮耀的重要元素。傳福音者的受辱，正是基督得

榮耀的一個途徑。  

 

保羅除了成為基督誇勝的手段外，他在傳福音的過程中，亦不

斷散播出一種香氣。15 節說這是基督馨香之氣。這裡保羅用

了另一個意像，就是在香爐裡焚燒香膏而產生出香氣，焚香是

獻祭裡的儀式。香膏必須被焚燒，受損失，然後才散發出香氣。 

 

無論是作俘虜以顯出主帥的榮耀，抑或是作香膏被焚以顯揚基

督的香氣，保羅都是說傳福音必須受損，然後讓基督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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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在基督得勝的事業裡，需要有人扮演倒楣、不濟、被嘲弄

的角色，保羅說他是心甘情願的。 

 

思想： 

弟兄姊妹，要是我們在跟隨主服侍主的過程裡，遭遇一些不如

意或不公平的事，被人誤會，受了委屈、攻擊、責難，設想一

下，這會不會是上帝定意的計劃? 祂要我們扮演受虧損的角色，

好讓耶穌基督以另一種形式得榮耀？我們在籌劃基督徒的生涯

時，總不能只期望恩典，而忽略了十字架的元素。 

  
我曾經為主背過怎樣的十字架？ 今日，我願意為主背負怎樣

的十字架？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活著的目的，就是傳揚和見證主的福音，

宣告耶穌基督的得勝。而這條人生之路並不是花香常漫，卻是

崎嶇難行。求神憐憫和幫助，在家庭生活和各樣侍奉中，面對

被人誤會、受委屈、攻擊、責難的時候，能學效保羅的甘心樂

意，好讓基督的香氣散發出來，使主耶穌基督得榮耀。以上禱

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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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1 靈修 (週二) 

題目：【生死兩極 】 

 

【閱讀經文】 （哥林多後書 2:14-16） 

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15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

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16 在

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

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釋義】 

我們繼續「香氣」的思考。  

 

「香氣」也有可能指著獻祭時所流露出來的氣味。保羅在其他

地方提到香氣時，都是指馨香的祭（弗 5:2；腓 4:18）；保羅

的意思是要成為祭品，流出芳香的氣味。當上帝得勝的時候，

保羅並非身處得勝者的行列，分享上帝的榮耀，卻是成為祭牲，

藉著他的犧牲和虧損來榮耀上帝。 

  
還得注意，保羅並非說香氣是由他流露出來，所以屬於他的，

卻說這是基督的香氣。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祭牲，藉著祂的犧

牲來榮耀上帝。 

 

我們參與耶穌基督的生命，在祂替罪犧牲的獻祭上有分，然後

作為祂的香氣，流露出來，散發出去。  

 

我們所散發出來的香氣，是否必然能夠吸引人歸主，救人脫離

罪海進入恩典中呢？保羅說效果一半一半，有人會因我們的傳

福音而信主，但也有人拒絕福音，並因拒絕福音而被上帝定罪。

就像榴槤的味道，不是人人都受得了，有人愛死，有人恨死一

樣；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基督的香氣，並非全人類都接受耶穌基



 7 

督的拯救。如此，當香氣散發出去，便在人間引起兩個截然不

同的反應：喜歡香氣的人，便得以存活；不喜歡的人，便因此

死亡。這裡說的存活和死亡都是指在永恆裡的。  

 

對滅亡的人，這香氣成了他們安葬用的祭禮；而對得救的人，

這香氣則甦醒他們的靈魂。所以，傳福音是使人死、使人活的

職事。  

 

原來傳福音極具影響力，竟然關乎別人的生與死，所以保羅說

到這裡，亦忍不住加上一句：這事誰能當得起呢？誰人揹得起

這樣深重的責任呢？他沒有對這個自問的問題給予答案，但他

的答案應是：靠著耶穌基督，我們都承當了這個對人影響深遠

的職事。 

 

思想：  

傳福音是羞辱的職事，是自我虧損的職事，我們不願意承擔；

傳福音是決定別人生死、影響深遠的職事，我們自覺無資格承

擔。無論是辱是榮，傳福音的職事都是我們承擔不來的。不過，

保羅說：「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

經託付我了。」（林前 9:17） 

 

 【禱告】  
慈愛的天父，祢藉保羅這位好牧者，告訴我們這福音的大能，

明白這福音關乎人的永生與永死。謝謝祢，讓我們的生命與耶

穌基督聯合，成為基督身體一部分，能進入到為傳揚福音受苦、

受虧損的行列；更享受與基督一同復活的大能，進入永生神的

家中。父啊，願祢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

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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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2 靈修 (週三) 

題目：【 放膽宣講 】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3:9-13） 

9 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大了。   

10 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11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12 我們既有這

樣的盼望，就大膽講說，13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

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  

  

 【釋義】 

保羅就舊約的職事和新約的職事做比較，指出舊約是暫時的，

新約才是長存的；舊約以文字寫在石板上，新約藉聖靈寫在人

心裡；舊約是定罪的職事，目的在揭露人的罪，新約是稱義的

職事，目的在幫助人得救；舊約是使人死的職事，無法帶引人

得著永生，新約是使人活的職事，讓人靠賴耶穌得著永生。 

 

這裡，保羅想到頒布舊約的事件：當摩西在西奈山下來時，他

的臉上充滿了榮光，使百姓不敢正視；便推論說，連屬死的職

事也有這樣的榮光，那賜人生命的職事自然應有更大的榮光了。

跟舊約的職事的榮光不同，新約的職事的榮光是更大的，大到

一個地步，叫舊的榮光相形見絀，甚至算不得是榮光。舊約的

職事的榮光不是永恆的，而是漸漸褪去的；新約的職事的榮光

卻是永不衰減，永發耀眼光芒的。  

 

保羅進一步指出，正因新約的職事是讓人得著永生，並且其果

效是永不被廢棄的，他便不計較眼前的困難，不顧念要付的代

價，放膽宣講（3:12）。這裡的放膽，指的不僅是膽量，也是

坦率直接。他接著便拿摩西下山時以帕子蒙臉為喻，指出摩西

為了遷就以色列人對光的有限領受能力，而將帕子蒙在自己的

臉上，就是減少了他的亮光（參出 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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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羅卻不會這樣做，不管人們是否喜歡或接受，他都會照直

宣講，特別是坦誠指出拒絕福音將會引來的悲慘結局。 

  
  正因新約的職事關乎人的生與死，保羅說他不會為遷就信徒的

口味，蒙上帕子，過濾所要說的福音內容，卻會坦率宣講。  

 

思想： 

弟兄姊妹，你看到福音信息對人的此生和來世的重要性嗎？你

覺得尚可以禁口不言嗎？ 

 

 【禱告】  

施憐憫與恩典的主啊，我們口中常說，要信靠、跟隨祢，為祢

而活，但在禱告中，卻時常為自己的各種私欲來尋求祢的幫助。

求祢的真光照耀，提拔和裝備我們，讓我們甘心樂意，靠著祢

的恩典和大能，放膽宣講這關乎人生與死的福音！以上禱告是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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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3 靈修 (週四) 

題目：【心中帕子】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3:14-18 ） 

14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

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了。15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16 但他們的心

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

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18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

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

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釋義】 

當保羅談到昔日以色列人隔著帕子來觀看摩西，突然便產生一

個感觸：今天摩西已經不在了，今天保羅也在實踐新約的職事，

毫無隔閡地宣講使人得生命的福音了；但以色列人是否看見基

督的榮光，就踴躍接受呢？不是。  

 

為甚麼不是？保羅的解釋是，摩西臉上的帕子雖然已經不存在，

但以色列人心中卻仍有一張帕子，蒙蔽著他們的心眼，使他們

看卻看不見。他們誦讀舊約聖經，因心中有帕子蒙蔽，便看不

出舊約所指向的是耶穌基督。外面的帕子沒有了，心中的帕子

依舊存在。這心中的帕子正是他們的「心地剛硬」的象徵。  

 

心中的帕子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指的是我們過去所有的知

識和經驗，逐漸形成一個成見，對自己、對世界和對上帝，都

有一套既成的看法，不肯予以更變。 

 

這樣的圖像奇怪嗎？一點也不！約翰早已宣告：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不接受光（約 1:5）。保羅在 4:4 節也說：此等不信之

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

們。這個世界不是沒有光，而是人們不喜歡接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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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拒絕基督信仰，是因為不願意改變原來信奉的宗教，也

不願意改換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習慣了一套想法和做法，便

不想作任何更動，以免安身立命的基礎給動搖了。這樣的人心

中有一張帕子，妨礙他們認識世上的光。  

 

一些人雖然信了耶穌，卻不打算徹底改變原有的想法和做法，

仍企圖保留若干生活裡的自留地。這樣的人心中也有一張帕子，

阻隔了大部分基督的榮光。  

 

思想：  

弟兄姊妹，你心中有上述或其他不同形式的帕子嗎？你覺得攔

阻你追求信仰的最大元素是甚麼？你覺得你最不能接受教會牧

者的哪個教導？為甚麼不能接受，是太唱高調？太跟（你的）

生活脫節？ 

 
 【禱告】  
監察人心的主啊，用祢的真光來光照我們吧！讓我們認識真實

的自己，看清楚自己心中的帕子有多大？多厚？有多少不同的

帕子？這些帕子攔阻了多少聖靈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求主除去

我心中的帕子！讓聖靈自由地運行在我裏面，改變我、軟化我、

更新我。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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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4 靈修 (週五) 

題目：【被光轉化】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3:14-18） 

14 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

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了。15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16 但他們的心

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

哪裏，那裏就得以自由。18 我們眾人既然敞着臉得以看見主

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

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釋義】 

在我過去跟弟兄姊妹的接觸裡，我看到人心裡的帕子主要有兩

種形式，除了前述的舊有知識和經驗外，更主要的是過去一些

失敗經驗。我們被自己的失敗經驗所困，教會也被群體的失敗

經驗所困。我們不肯給自己一條「生路」，嘗試開創新的局面；

總是告訴自己，今天的景況是命中注定的，或已是各樣壞情況

的最好可能，再無轉寰餘地，再努力還是徒然。  

 

多少次我努力幫助婚姻瀕臨破裂的夫婦，對他們作出這個那

個建議，最終都落得個失敗下場。究其原因，未必在於我所

提的建議不切實際，卻在於當事的兩造都沒有積極挽救他們

婚姻的企圖。他們將帕子蒙在心裡，看不到婚姻有任何生機

出路；這不等於客觀上真的沒有出路，而在於他們根本就不

打算尋找出路。他們既不自助、亦拒天助、自暴自棄、自甘

墮落、自我放逐。 

 

弟兄姊妹，我們是否都有一條帕子蒙在心裡，叫我們無法真切

認識上帝，無法在個人及教會裡充分體證上帝的大能？這條帕

子是怎樣的帕子，是否便是我們過去的失敗經驗？抑或是我們

的成見、古舊的想法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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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保羅滿有信心地說，甚麼時候他們接受了耶穌基督，甚

麼時候這張帕子便會給除去（3:16），因為帕子原本已被基督

廢掉了（3:14）。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3:17）。這話

不要讓我們混淆基督與聖靈，「主」在這裡指的是上帝，就是

摩西在西奈山上所遇見的上帝。上帝是靈，當上帝的靈進入人

的心裡，便釋放了人，使他得著自由。  

 

思想：  

怎樣的自由？當然這可以指著從律法、罪和死亡中釋放出來，

但保羅在這裡主要指的是自由地領受基督的榮光，並且生命被

基督所轉化，得著基督的榮形。「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

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

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3:18）領受真光，獲得真理是

重要的；但被真光所轉化，生命改變才是更重要的。長成基督，

才是我們生命裡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完全的自由。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感謝祢，已將我們心靈的帕子廢去，求聖

靈動工，將真光照進我生命中，讓我勇敢地打開心靈的眼睛，

進入光中，被真光照耀，願意脫去舊的，穿上新的。主啊，幫

助我們長成基督的樣式，目的是榮耀主的名，散發主的香氣。

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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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5 靈修 (週六) 

題目：【恩典召命】 

 

【閱讀經文】（哥林多後書 4:1-2 ） 

1 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2 乃將那些暗昧

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

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釋義】 

保羅談到他作為傳道者的資格。  

 

他先說自己蒙了上帝的憐憫。蒙憐憫可以指著兩個不同的意思：

第一是指得著上帝的揀選而成為傳道者； 

第二則是指著他獲得上帝的拯救，成為基督徒。 

 

對保羅個人而言，兩個意思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恩典和召命是

同時領受的。獲得救恩與獲得召命，同時是傳道者兩個不可或

缺的條件。 

 

我們為甚麼志切傳福音？因為我們嘗過救恩的喜樂，嘗過天恩

的滋味，知道信耶穌有多好。我們經歷生命的轉變，前我失喪，

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所以迫切告訴在困境裡的朋友，生

命的改變是可能的，他們也可以有所突破。  

 

  傳福音必須是出於愛的動機，我們領受過救恩的喜樂，希望

別人也能得到。這是一種把好東西分享給別人的行為。無論

做任何事，動機都是出於愛上帝和愛人，這樣的動機才討上

帝的喜悅。 

 

保羅接著強調他領受了傳福音的職分。這職分不是人自行爭取

得來的，是受耶穌基督所差派而獲得的。不是人揀選上帝，而

是上帝揀選人，並且分派人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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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所領受的職分，保羅便「不喪膽」，這不是指他不懼怕，

而是指他不會沮喪和絕望。縱然傳道生涯不容易，縱然有這麼

多困難和險阻，他仍堅持到底。  

 

  思想：  

其實不僅是傳道人，每個行業豈非也同樣需要清晰的召命？特

別是今天許多行業的工作環境惡劣，時間長，壓力大，待遇和

前景都不很理想；基督徒若是沒有從上而來的召命，便將如同

多數人一樣，只把工作當做賺取糊口之資，這即是消耗生命的

必然之惡了。弟兄姊妹，你在上帝面前蒙了怎樣的恩典？又領

受了怎樣的職分？ 

  

 【禱告】  

全知全能的神啊，原來恩典的救贖和召命是同時的，成為基督

徒的同時，也成為傳道人！大使命是給每一個基督徒的命令，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傳福音的職分。天父啊，我們既蒙了這救贖

的恩典，也領受了傳福音的職分，就求祢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讓我們在各樣不同環境中，傳揚福音不喪膽！以上禱告是奉主

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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