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讀經計劃》
第二十三週， 8/1-8/6
經文：羅馬書第十六章
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到五章
羅馬書
週一。第 16 章。一位著名的神學家說過：羅馬書第 16 章
是新約最具啓發性的幾章之一，因爲它鼓勵教會中人與人
相愛的關係。保羅在這一章先向羅馬教會介紹非比，她大
概是將本書信帶到羅馬的信差（1-2）。有 26 人蒙保羅提
名問安，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自主的、有奴隸、有猶太
人、有外邦人，顯出羅馬教會的多元性和合一性 (3-16)。
保羅提醒他們防備假教師(17-20)。與他同在哥林多的人
中，有八位附筆問安（21-24）。保羅用一個非常奇妙的
榮耀頌作爲結尾，與本書開頭所提到的基督的福音、從神
來的使命、達到萬國，召人信服等遙相呼應（21-24）。
每日經文默想：16:2 思想保羅如何謙卑地，又充滿愛心
地推薦這位元需要幫助的姊妹？我們是否也能謙卑地接受
別人的幫助，並在別人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
每日生活應用：16:17-19 保羅教導要儆醒和明辨真假。
今天的世界充滿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論學說，你要如何堅
立在羅馬書所講的真理上？

哥林多前書介紹
使徒保羅與哥林多教會關係密切，這教會位於希臘半島，
是當日亞該亞省的大商埠。徒 18 章記載保羅在此住了一
年半，首創教會，離開後，教會發展，人才鼎盛而複雜，
文化蓬勃而世俗，各種問題呈現。保羅曾三次到訪(51,
54, 56 AD)，四次致信。第一封失傳(徒 19，林前 5:9)，
第二封是林前，問題未解決再寫第三封憂愁的信(也失傳)，
最後第四封是林後。
林前可以說是一封解答問題的書信，無整體性主題。作者
針對當下的問題，勸教會在時代洪流中逆流而上。 解答
的問題包括: 教會建造，道德危機， 婚姻嫁娶， 節制自

由，敬拜規矩，身體復活等。16:13 可以説是全書的總結。
週二。第 1 章。哥林多教會與十字架的道理。
思考問題：
1:1-3，問候
Q1: 保羅以什麼身份寫此信？他如何稱呼收信的人？各處
的教會有何相同？他們憑什麼成為聖徒？提示: 神的教
會是一同蒙召，求告同一個主，因著基督耶穌的寶血稱
義，成為聖徒的群體。
1:4-9，神的信實
Q2: 保羅為哥林多教會感謝神之際，感受到神的信實。
他提及那三方面來支持他的感受？提示：1.神賜恩惠/
恩賜。2.神堅固信徒。3.神保守信徒好教他們與基督同
得應許的分。
1:10-17，教會合一
Q3: 哥林多教會隱藏著什麼危機？保羅如何勸導他們？
(v.10)
Q4: 你有領袖崇拜慾嗎？你跟隨的是人的教訓還是神的教
訓？當別人把你推祟為領袖時，你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
保羅給你什麼榜樣？提示: 教會高舉的不應是任何領袖
而是基督耶穌和祂的十字架。合一的見證參閱約
17:11-26。
1:18-31，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
Q5: 人對真理的追求有那三種看法 (v.18-25, 22-23)？
猶太人與希臘人代表什麼？兩者的盲點是什麼？
Q6: 什麼是智慧？什麼是愚拙？你同意保羅的分析與對比
嗎？
Q7: 為什麼十字架的道理被世人看為愚拙，卻是神的智慧
（vs.18，21）？神逆反式地揀選卑賤與愚拙的有何目
的？ (v.29-31)
Q8：為什麼十字架的道理叫人無可誇口？神如何使耶穌成
為信祂的人的智慧，公義和救贖？提示: 希臘人追求的

智慧和猶太人追求的神蹟都不能叫人認識神，明白真理，
唯有世人認為是愚拙的十字架彰顯神的能力，叫人因信
有得救的智慧。(v.21)叫人無可誇口，(v.31，賽
29:9-14)，並因信與基督的性情有分（v.30）。
週三。第 2 章。神奧秘的智慧。
思考問題：
2:1-5，保羅的榜樣，只知主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
Q1:“神的奧祕”指什麼？保羅如何以身作則宣傳這奧祕？
(2:1，4) 今天你傳福音的主要信息是什麼？用什麼態
度？
2:6-10，智慧
Q2: 2:6-7 中作者列出那三種智慧？
Q3: 保羅如何形容神奧祕的智慧？ (v.7,9)
Q4: 這隱藏的奧祕智慧如何向我們顯明？(v.10)提示: 十
字架的智慧是神在萬世以前已預定，卻一直隱藏， 直
到時侯滿足，在基督身上成就，人要領受這智慧只能靠
聖靈的光照。
2:11-16，屬靈人
Q5: 什麼是屬靈人？你是屬靈人嗎？
Q6. v.14,15 比較屬血氣的人和屬靈人的分別？
Q7. v. 13“屬靈的話”指什麼？ 你如何理解將屬靈的話
解釋屬靈的事？我們對屬靈的事的了解是完全主觀的嗎？
Q8. v. 16 上半節似乎說無人能透知神的心意，下半節卻
暗示我們擁有這潛能？這潛能是什麼？提示: 凡屬基督
與祂合一的人都有聖靈的內住(約 14:16-17) 。內住的
聖靈幫助我們明白神奧袐的事，聖靈就是神賜給我們信
徒的教師。聖靈也默示聖經作者(提後 3:16)，寫出屬
靈的話讓信徒知道神的心意。
屬靈人有五大特點:1.裡頭有神的靈(2:11)。2.能知道有
關於神的事(2:12)。3.能用屬靈的原則解釋神的作為
(2:13)。4.能看透萬事隨遇而安(2:14-15)。5.能有基

督的心(2:16)。
週四。第 3 章。建造神的殿。
思考問題 :
3:1-9，唯有神叫人生長

週五。第 4 章。作神管家。
第四章是保羅以自我評估的語法説出他對哥林多教會紛爭
問題的感想。
思考問題:

Q1: 在第二章中保羅提到屬血氣和屬靈兩種人(2:14)，在
第三章中 1-3 節又提到第三種人，請指出三種人的分別。
提示: 屬靈人: 參透萬事的信徒；血氣的人: 未認識神
的人；屬肉體的人: 信主而不成熟的嬰孩，體貼肉體卻
不體貼聖靈的信徒。

4:1-5，不論斷，待主判決。

Q2: 屬肉體的人有什麼徵兆？信徒紛爭代表什麼內在的屬
靈光景？
Q3: 第 9 節和以下的經文中保羅用那兩種比喻來代表信徒?
Q4: 植物生長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栽種與澆灌的功用是
什麼？

Q2: 你如何看別人對於你的論斷？你有否論斷神的工人？
不理論斷是否等於盲從？

Q1: 哥林多教會產生什麼淫亂行徑？在我們的教會是否有
類似的淫亂事件？

4:6-13，不自高自大，存心謙虛。

Q2: 保羅定規的教會處理辦法是什麼？憑何權柄？如此管
教的內在因由 (包括對神、對撒但、對己、對人)是什
麼？ 管教的目的是什麼？

Q3: 你如何衡量自己？第七節的三個問題對你有什麼啓發？
Q4: 你如何理解第九節？使徒如何成為一台戲和定死罪的
囚犯？

Q5: 你靈命的根基是什麼？你是否有在上面建造？用什麼
建造？什麼是金銀寶石和草木禾稭？兩者最大的分別是
什麼？

Q6: 對於哥林多教會紛爭問題，保羅為什麼以謙虛不自高
自大的道理教訓他們？自大與紛爭有何關聯？

Q7: 上文講個人的建造，16 節擴展至教會群體的建造。
你對於 16，17 節的嚴重警告有何感受？
Q8: 保羅在 18-23 節中總結前三章有關於智慧的討論，他
有何結論？提示: 哥林多教會的問題是看人比看神更重
要，所以引起結黨分爭，保羅告訴他們世俗的智慧在神
眼中都是虛妄，其實神已把一切在基督裏都賜給我們了。

第五，六章討論教會中的道德危機，第五章以現實亂倫個
案為例，定規教會懲戒原則。(鑰節 v.4,11)
思考問題 :

3:10-15，鑰節 3:13 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要被火試煉。

3:16-23，信徒是神的殿，是屬基督的。

週六。第 5 章。亂倫問題。

Q1: 管家的職責是什麼？神對管家最重要的要求是什麼？
該由誰負責評估他們？

Q5: 你對保羅在 10-13 節的自我披露有什麼感想？你是否
需要檢討一下你對於神僕人應該有的態度？

Q6: 根據 10-15 節，信徒在末日是否也要受審判？與啓
20 章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有何分別？提示: 10-15 節所講
的是基督台前信徒的工程被試驗 (林後 5:10)，與啓 20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不同。前者工程可能被燒掉，卻不會
因此失去救恩；後者卻是決定得救與否， 進天堂或下
地獄的審判。

4:20，高言大智不能夠幫助教會成長，神國的發展在於神
的權能是否得到彰顯，是否讓基督坐上寶座。

4:14-21，存慈愛溫柔的心如父待子。

5:1-5，淫亂事件的處理。

5:6-8，排除惡根。
Q3: 保羅以什麼比喻罪的影響力？溫習舊約聖經 (出
12:15-20)除酵節的典故。在新約之下，除酵有什麼屬
靈意義？你生命中有無該除去的酵？你重視生活上保持
聖潔嗎？
5:9-13，審判教內責無旁貸。

Q7. 保羅以何身份寫這段話？(14-15 節)

Q4: 為什麼保羅把教會內外的審判分別出來？保羅建議教
會要如何處理犯罪的弟兄？

Q8. 神國不在乎言語，乃是在乎權能是什麼意思？二者如
何對比？

Q5:“不可與他相交”是什麼意思？這個處理方法是否太
嚴勵？(v.11, 13)

提示:4:1 管家原文是 0ikonomous，英文 economy 經濟是
源自此字，所以管家是管理家產和一切家事的人。4:1
說“使徒是神奧袐事情的管家”，指的是神真道的管理
者。 執事原文是 hyperetes，是在船底下搖櫓劃槳的
人。管家不是家主，搖船不是船主，兩者都有幕後做事
人的意味。

Q6: 基督徒若與罪人隔離豈不是失去傳福音作光鹽的功能？
你如何處理這矛盾？

4:9，“死罪的囚犯”:羅馬人將死罪的囚犯放在戲院中供
人觀賞嘲笑.使徒甘願作為囚犯，成為一台戲是說明他
們為基督甘願放棄自由。

Q7. 教會履行懲戒時，有什應要留意的事才不致傷害無辜
者？提示: 保羅在這裡是要教會懲戒犯罪而不肯悔改的
教內人， 對付方法包括暫時與他隔絕，切斷一切相交
(包括聖餐)； 目的是要他悔改，並且阻止罪擴展，教
會有責任維護教內的聖潔見証。教外人自有神的審判。
我們是把“世界”趕出教會，卻不是要把教會離開世界。
5:9，“先前寫書”指林前之前已失存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