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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7 年 11/19~ 11/25 

十一月十九日 

讀經 雅一；信心試驗。 

鑰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

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雅一 2-3) 

禱告 主阿！求袮使我們在試煉中，全然的倚靠袮；當面對苦難

的際遇之時，仍能喜樂的成長。 

詩歌 哦，讓我們在主裡面常喜樂～ 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日 

讀經 雅二；信行合一。 

鑰節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二 17) 

禱告 主啊，我渴慕能信行合一，求袮帶領我活出救恩的實際。 

詩歌 哦，我要像袮～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一日 

讀經 雅三；言語無過。 

鑰節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

的全身。(雅三 2下) 

禱告 主啊，求袮常提醒我們守住舌頭，叫我們常連於袮，不隨

便說話，以免損害別人，也損害自己。 

詩歌 晚禱～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二日 

讀經 雅四；與神親近。 

鑰節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

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四 8） 

禱告 主啊，願袮吸引我們，領我們進入天天親近神，而活出該

有的「手潔心清」的生活。 

詩歌 吸引我近，更近～churchinmarlboro  

十一月二十三日 

讀經 雅五；彼此代禱。 

鑰節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

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 16) 

禱告 讓我們從雅各身上學習，憑信心、愛心，運用主的權柄，

奉主名禱告。 

詩歌 求主教我如何禱告～churchinmarlboro.org  

十一月二十四日 

讀經 彼前一；活潑盼望。 

鑰節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

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彼前一 3) 

禱告 親愛主，感謝袮的大憐憫，叫我們得著袮復活的生命。有

了袮，我們就充滿了盼望，不懼怕明天。 

詩歌 因他活著～YouTube  

十一月二十五日 

讀經 彼前二；像主活石。 

鑰節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

的。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

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前

二 4～5) 

禱告 主啊，感謝袮揀選我們、寶愛我們。願聖靈不斷雕琢我

們，使我們成為建造教會的活石。 

詩歌 活石～YouTube 

【本週聖經鑰句】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二 17) ──雅各

書的中心就是「信心」與「行為」，注重真信心於行為上的表

現，以試驗自己所承認的信仰，而活出善行的見證(二 14～

26；一 2～3)。信心與行為的關係乃是──信心證實人的義；

行為證實信心的義。因為外在行為是內裏信心的驗証，在人面

前的行為乃是在神面前稱義的表明，內在稱義的生命，必結出

外面生活的義果。因此，真實的信心，必定會在一個人的生活

和經歷上表現出來。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

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

的盼望。」(彼前一 3)──本書的主題乃是在「活潑的盼望」

中面對苦難。《彼得前書》第一章，彼得以感謝神完備的救

恩開始，闡明我們因重生，而「帶進) 了 「活潑的盼望」。

事實上，這「盼望」就是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

殘在天上的基業。這基業包含了第一章 5、9節魂的救恩和 13

節主顯現時我們所要得著的恩。 

此外，本書多次提到「活潑」和「活」(原文(zao)同一字)，

指充滿活力、賦予生命，包括「活潑的盼望」(一 3)，「活潑

常存的道」(一 23)，「活石」(二 4～5)。我們蒙了重生是因

「不能壞的種子」。這種子是指神「活潑常存的道」，即神

活的話(路八 11；雅一 18)。因這重生使我們有了「活潑的盼

望」；而重生的結果，還使我們成為「活石」(二 5)，為神所

用，要被建造成為靈宮，也就是為教會的建造。 
《哥林多前書》綜覽──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本書鑰義】熟悉並掌握《哥林多前書》論及以耶穌基督並祂

釘十字架，乃是教會中一切問題的解答；並且將基督的所是與

所作，應用在我們個人的生活和教會的實行上。保羅精心編寫

本書信，藉以特別： 

（一） 啟示「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是個人和教會生活中所有

問題的答案。保羅應用此原則對付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例如一 13、

22～23，五 7，十一 24～25) 。因為當時哥林多城乃是一個敗壞

腐化、人慾橫流的異教城市；哥林多人所特長的文學和哲學，

不但不能扭轉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反而助長不道德的風氣。

故對於己、肉體、情慾、世界的問題，惟有「基督」的「十字

架」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史考基說的好，「本書的原則和屬

靈的能力，是為普世歷代的教會，其價值永存。」 

（二） 矯正教會世俗化和屬肉體的事。哥林多教會整個的問

題歸納起來說，就是他們把哥林多人腐敗的生活標準和方式帶

到教會裏。針對當時教會的弊端，莫法特 (James Moffatt)簡練

地將實情表達出來：「教會處於世上，這是必然的；不過世界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5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To%20Be%20Like%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Evening%20prayer.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am%20thin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51.htm
hhttp://www.youtube.com/watch?v=Mgn-B5whWq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u5QBb2S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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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教會，這是不應該的。」故保羅嚴厲地糾正教會中屬肉體

而引起的錯誤和混亂，包括教會紛爭的事，放縱私慾的事，道

德敗壞的事；並且他必須對付哥林多人不尊重基督的主權和十

字架生活的應用，而導致破壞了教會的見證。 

（三） 幫助教會建立屬靈的事，包括(1)教會生活的實行――

一切為合一的建造；(2)基督徒最美妙的生活――在一切事上相

愛；(3)基督徒的信仰――復活得勝的確據。摩根說的好，「有

合一的靈，就不可能有分爭。有不變的愛之法則，就不可能有敗

壞。有復活的生命和亮光，就可以解決一切難處。」 

【本書重要性】 

（一） 《哥林多前書》是一本「問題專著」，因為保羅在書信

中處理教會在邪惡的哥林多城所遇上的各種問題，包括結黨紛爭、

淫亂的不道德行為、互相訴訟、婚姻、獨身、吃祭偶像之物、拜

偶像、蒙頭、濫用屬靈恩賜、否認復活……等等。本書雖只論哥

林多教會的事，卻是與歷代以來的基督徒生活和教會的實行息息

相關。今天教會所面臨許許多多實際的難題甚至有過於昔日哥林

多教會；諸如：擁戴不同的屬靈領袖、包容敗壞的行為、高唱個

人自由主義、基督徒中的離婚率普遍增高、女權主義的思想侵入

教會、忽略主的晚餐、盲目追求靈恩等等。然而神對付當日問題

的原則，今天仍是一樣。故此，這書信正是教會現今內外交困時

至為需要的。本書對於教會治理的原則，合一，聖潔生活，聖靈

的交通，恩賜的運用，皆有明確的教導，故值得我們的關注。此

外，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是關於愛的篇章，是全本聖經最美麗的

一章，還有第十五章是全部聖經論及復活最詳細的一章。在論到

基督徒生活和教會實行的方面，這卷書堪稱彌足珍貴。因此，任

何人若想要認識基督和祂的釘十字架，是我們個人和教會生活中

一切問題的答案；並且如何將基督的所是與所作，應用在活出聖

潔的生活和治理教會，就必須讀本書。 

（二） 哥林多教會的光景不好，但保羅仍愛教會，關心教會。

他對哥林多教會的態度，充份流露出父親的愛(林前四 15)，在責

備之中仍帶著信心、愛心、盼望。他以無比的愛心、忍耐和節制，

又十分有智慧和有誠實，處理了哥林多教會的種種問題，而為我

們留下牧養教會的好榜樣。因此，讀畢《哥林多前書》，深願我

們都更愛教會，好像保羅一樣以信、望、愛，委身於神的教會。 

 「此書信算保羅所寫最長者，從有些地方看，也是「最莊嚴堂

皇的」。第一章至第六章對付混亂，或說教會的內 亂。第七

章至第十五章解決困難。此為保羅能力登峰造極之時，他機敏

的靈感、卓見的道德、實際的常識，都是從此書信中流露出

來。所討論 10 多問題，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批卻導竅，迎刃而解。』本書的原則和屬靈的能力，是為普世

歷代的教會，其價值永存。」――史考基 

 「沒有甚麼書信與能與哥林多書信比擬。在這裏，我們看到保

羅怎樣的『關心各教會』。在這裏，我們看到保羅，作為他羊

的牧人，把他們的憂愁和問題，放在他的心上。」――《每日

研經叢書》 

 「《哥林多前書》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論到屬世的事，目的

在矯正；第二部分論到屬靈的事，目的在建立。他對付哥林多

人，因為他們有責任去糾止失敗之處，頭十一章將理由敘述得

很清楚。然後他引領他們到屬靈的事上，我們將發現在屬世和

屬靈的事之間，有著一種奇妙的平衡。」――摩根 

 「假如沒有《哥林多前書》，信徒就會貧乏得多了。在基

督徒生活的教訓方面，這卷書堪稱彌足珍貴。」――馬唐

納 

【讀本書要訣】先將本書從頭至尾讀覽一遍 (全書共十六章，

437節，大約 60 分鐘)；並且讀時，請將當時哥林多教會的光

景，以及所發生的問題，與現今教會一切的景況，作一對照，引

為鑑戒。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

掌握下列十四個問題及其答案。 

（一） 這封信的主題是什麼？ 

（二） 是什麼原因導致哥林多教會出現分爭呢(一 10～17)？

今日教會中是否有類似的情形呢？ 

（三） 我們如何與神同工呢(三 9～17)？ 

（四） 教會如何對付已習慣犯罪的基督徒呢(五 9～13)？ 

（五）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對婚姻、離婚、再婚及獨身的

原則是什麼？ 

（六） 我們能指出愛心與知識的對比麼(八 1～3)？ 

（七） 根據以色列民的失敗，我們可以學習到什麼教訓呢

(十 1～13)？ 

（八） 保羅為什麼提出姊妹們在禱告和講道時要蒙頭呢(十

一 2～16)？ 

（九） 擘餅聚會的中心意義是什麼呢？我們赴會時該有什麼

樣的態度呢(十一 17～34)？ 

（十） 試將保羅在第十二章所提到的不同恩賜與職事列舉出

來。神將這些恩賜和職事賜給人，目的是為了什麼

呢？ 

（十一） 在教會中何以愛是最重要的呢(十三 1～3)？愛的內容

是什麼呢(十三 4～7)？愛的超越性又是什麼呢(十三

8～13)？ 

（十二） 我們能指出先知講道與說方言的不同麼(十四 1～

25)？ 

（十三） 對基督徒來說，死人復活重大意義是什麼呢(十五 12

～19)？有哪些影響深遠的後果呢(十五 20～28)？ 

（十四） 在處理聖徒財物奉獻的實際事情中，我們學會了什麼

功課呢(十六 1～4)？ 

【本書鑰節】「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

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二 2)本書保羅所傳揚的信

息內容，乃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而一切問題皆以此解

決。「耶穌基督」是指衪的所是，而「釘十字架」是指衪所作的

工作。「基督」和「十字架」是神在人裏面作工的兩大路線：消

極方面，藉十字架除去人的舊造；積極方面，藉組織基督自己以

建立新造。因此，「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不單是神拯救人的

能力和智慧，也是我們生活中一切問題的答案，更是解決教會中

一切問題的法則。在本書中，保羅竭力幫助哥林多的聖徒，從一

切的人、事、物中歸向這個中心。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哥林多前書》！

通過這本書，求袮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認識基督和祂的釘十

字架，是我們所有問題的答案。並且無論教會有什麼問題，深願

我們都更愛袮的教會，以致我們彼此相愛、相互建造，好叫袮的

榮耀自己，充滿袮的教會。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