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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教牧和傳道同工： 

     

    在主裡向您們問安! 

 
感謝您們對建道神學院一直以來的支援，在禱告和奉獻上紀念我們的需要。 

 

感謝神，自｢爾道自建｣釋經靈修 APP 推出至今已超過 17 萬人次下載使用，當中約九成是來自本土的

下載，其餘則是來自世界不同地區如北美、歐洲、澳紐、日本、南韓、臺灣、東南亞等地；而因與內地的

網路差異，不少內地的信徒從另類管道下載，雖暫未有確實資料，但相信為數也不少。此事工能得到廣傳

並造就全球的弟兄姊妹，給予我們極大的鼓勵。 

 
寫作「爾道自建」靈修文章的作者們皆為本院的資深聖經學者，他們都盼望所撰寫之材料能造就更多

的主內肢體。為此，我們決定由 2015 年開始將「爾道自建」的事工延展，進一步擴闊所接觸的群組，尤

其是一些不習慣使用手機 APP 靈修的信徒。 

 

現特修此函邀請  貴教會與我們一起同工，參與「爾道自建」靈修夥伴計劃。假若  貴教會認為｢爾

道自建｣的靈修文章是適合用以推動會友靈修、讀經、小組查經、營會靈修或其他聚會等，敬請填妥附件之

回條以電郵或傳真寄回本院，確認後便可自行轉載使用 (請參『｢爾道自建｣的靈修文章使用守則』)。除可

使用已刊登之舊有文章外，我們更會把當月份最新的靈修文章(整個月文章)製成文字電子檔案 (WORD 

FILE)，以電郵方式發放給  貴教會，以便您們自行編制相關材料。 

 
我們推動「爾道自建」靈修夥伴計劃只懷著單純的目的，就是盼望能造就信徒，使他們能在神的話語

中得著建立。這事工從開展至今都是以免費的形式服侍信徒，我們亦決定繼續以此方式，不向使用者收取

任何費用，現在已有 900 間以上的教會参與此靈修夥伴計劃，收看人數合共超過 100 萬多人。我們憑信心

仰賴神的供應，服侍主內眾肢體。請您為我們禱告，求神供應我們這項事工所需的一切。 

 

如有任何垂詢，請聯絡拓展部同工鍾弟兄 (電話 3657-4831或電郵 chunghf@abs.edu)。 
         此祝 

主恩滿溢! 
拓展總監 

     

            

 

 

2017 年 10 月 25 日                                         郭奕宏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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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 

「爾道自建」靈修夥伴計劃 
電郵: chunghf@abs.edu 傳真: 3596-7824 (拓展部收) 

 

□ 我們願意每月以電郵收 ｢爾道自建釋經靈修文章｣ * 
 
教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稱謂+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人數：______________ 

 

教會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歡迎自由奉獻) 

註* 之後每個月的 20 號以電郵收最新文章，例如四月 20 日會收到五月份靈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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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道自建｣的靈修文章使用守則 

1. 不論以任何方式轉載｢爾道自建｣的靈修文章，必須標示資料來源如下﹕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2. 轉載靈修文章時必須注明文章作者名稱。 

3. 為保持原有資訊之完整性，在使用靈修文章時必須全文刊載，不可節錄單一段落或字句。 

4. 鼓勵使用者可以在靈修文章之開首或結束後加入切合本身群組所需要之材料，如牧者心聲、回

應、額外的思想問題、代禱事項等。 

「靈修文章+禱告事項」的範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作者：彭家鏗 

哥林多前書六 1-11 

1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

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

嗎？3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4 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生

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嗎？5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

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6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

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7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甚麼不情願

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吃虧呢？8 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

的就是弟兄。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

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

辱駡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

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借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要掌握這段落的主題，關鍵是去解釋「不義的人」（1）所指的是誰。這問

題亦與本章的分段有關，涉及 1-8 節與 9-11 節的關係。保羅在開首將「不義的

人」與聖徒作比較（1），在第 4 節更稱他們為「教會所輕看的人」。這班人（眾

數）到底是誰，應根據信徒彼此相爭以致鬧上法庭一事去分析，而不宜將他們等

同第 6 節所講的「不信主的人」，因為保羅在其書信（甚至整體新約教導）從沒

有教導教會去輕看未信的人。  
近年有釋經者指出，保羅在這裡針對的問題跟當時希羅社會的審訊制度有

關。當時的司法體制大概分為地方法院與國家級法院，後者的制度比較公平，保

羅上訴凱撒便是循國家級法院處理（徒廿五 12）。前者則處理一般的地方訴訟，

制度比較不公平，裁決權在由群眾組成的「陪審團」手中。社會上有財有勢的人

濫用這個制度，憑著廣闊的人脈關係，輕易控制了裁決權，產生不義的判決。保

羅在這裡要回應的問題，很可能是哥林多教會信徒之間的錢債或商業糾紛（「最

小的事」2），而其中一方也許是社會上較有權勢的人，透過地方法院的不義制度

聖經章節 
只需列出經卷及章

節。可自行決定是否

需要印出全段經文。 

靈修文章 

必須全文刊載，不可節

錄單一段落或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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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逼使弱勢一方就範。在這背景之下，保羅在這段落應是責備那些對簿公堂的信

徒，他們為了私利，竟不惜操控不義的地方法院制度去欺壓弟兄（8）。保羅提醒

他們，教會一方面有公平審議的權力（1-5）；另一方面，信徒不應按一己私欲去

行事為人。 

這正正是不能承受神國的人的標記（9-11，當中的惡行或多或少與私欲有

關）。再者，信徒間的訴訟，特別是在不義地方法院下的訴訟，會損害教會在未

信的人面前的見證（6）。相反，信徒作為基督的跟從者，應效法基督捨身的榜樣，

愛人如己，以其他人的需要為優先，活出彼此相愛的見證，不應為私欲，濫用不

義的制度去欺壓人（7-8）。 

   
思想： 
你怕「蝕底」嗎？你會因為不想「蝕底」而傷害人嗎？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愛

是不求自己的益處，引伸出的意義是信徒應處處為人著想，以他人的利益，而非

自己的利益作為行事為人的指標。你會怎樣實踐這個道理？ 

 

 

禱告事項 

(1) 約瑟團 Peter：求主幫助我，不只是單單為自己的需要禱告，也為身

邊的人禱告，求主感動我更能主動去説明身邊有需要的人，並付諸行

動。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可於思想問題之後額

外加入思想問題，例

如「本會牧者心聲」，

讓當天的靈修經文更

能適合各堂會的處

境。 

思想問題 

可自行加入額外切合

本身群組所需要之材

料，如牧者心聲、回

應、額外的思想問

題、代禱事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