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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               第 24 課 
 

 

1 禱告 

 

 

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把這一課有關門徒訓練的教導交給主。 

 

2 分享（20分鐘）                                                   ［靈修］ 

羅十三至十六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羅十三至十六）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 

 

3 背誦經文（20分鐘）                                 ［在基督裏的新生命］ 

複習 B系列 

 

A. 複習背誦經文的方法 

複習之前背誦的經文有以下部分： 
 
 

1. 複習新背誦的經文。  
 

複習是指每天重複一次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反覆背誦是記憶和準確引用經文的最好方法。因此，連續五星期

每天至少一次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這樣你會對每一節新的經文複習約三十五遍，之後便進入“反向複習

＂階段。 
 

2. 複習之前背誦的經文。 
 

“反向複習＂是指每三星期複習一遍所有之前背誦過的經文。反向複習是記憶你之前背誦過的所有經文的最好

方法。因此，每天從之前背誦過的一百節經文中選五節經文作反向複習。這樣每三個星期你便反向複習了所有

之前背誦過的經文。 
 

3. 隨身攜帶金句卡。 
 

帶着你背誦的金句卡或筆記簿去上班，利用一天中乘坐交通工具和空餘時間複習經文、默想和禱告。複習你剛

背誦過的五節經文，並反向複習一些之前背誦過的經文，然後默想和禱告這些經文的內容。 
 

4. 檢查是否準確記憶。  
 

彼此檢查是否仍準確記得背誦過的經文。 

每次小組聚會時，分為每兩個人一組，彼此檢查是否記得剛背誦過的經文。同時偶爾分為兩個人一組，彼此檢

查是否記得之前背誦的其中一組五節經文。互相檢查是否仍記得題目或標題、經文章節，以及正確無誤地背出

整節經文。你可以給予提示，有時給予題目或標題，有時給予經文章節，有時則給予經文的首幾個字。  

 

B. 二人一組複習有關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的經文 
 

1. 基督：林後五：17。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2. 神的話語：太四：4。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着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3. 禱告：約十五：7。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4. 團契相交：約壹一：7。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

切的罪。 

5. 作見證：太十：32。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 2016 “空中門訓”門徒訓練手冊 2                 第 24 課：被禁止的關係 2 

 

4 研經（70分鐘）                                         ﹝人際關係﹞ 

被禁止的關係︰林後六：14 至七：1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林後六：14至七：1。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林後六：14至七：1。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以下是組員分享他們的探索結果的一些例子。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不一定是以

下的分享） 
 

六：14 

探索 1. 基督徒必須停止所有妥協的情況和關係。 
 

“不要和不信的同負一軛。”在原文新約聖經中，這句話的動詞直譯的意思是：“不要繼續與不信的人不相配
地同負一軛”。言下之意，哥林多教會中有些基督徒已經與不信的人不相配地同負一軛。使徒保羅吩咐這些基

督徒不要再繼續這種妥協的情況！因為我每時每刻都住在非基督徒中間，所以我必須評估自己的個人生命，看

看自己是否在生命中某方面與不信的人不相配地同負一軛。我必須停止所有妥協的情況或妥協的關係！ 
 

 

六：17 

探索 2.  基督徒被禁止展開妥協的關係。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在原文新約聖經中，這句話的動詞直譯的意思是：“你們必須立
即從不信的人中間出來，而且必須完全跟不信的人分開”。言下之意，哥林多教會中有些基督徒仍在繼續發展

被禁止的關係。使徒保羅吩咐他們要一次過跟這些妥協的情況一刀兩斷。 

• 基督徒嚴禁發展某些關係。 

• 基督徒被禁止參與某些活動。 

因為基督徒每時每刻都住在非基督徒中間，所以我必須教導基督徒嚴禁哪些關係和活動。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林後六：14至七：1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六：14 

問題 1. ‘軛’是什麼？ 
 

筆記。這裏的軛是“雙軛”，是架在兩隻動物（馬或牛）之上使牠們並肩工作的。“軛”是用來把兩隻動物扼

在一起的工具，使牠們朝着同一方向，一同行動，以同樣的速度行走，也同一時間停下來。一般來說，牠們做

什麼都是同步的。如果其中一隻動物偏離直線，另一隻動物也被拉往同一方向。如果其中一隻動物減慢速度並

停下來，牠也迫使另一隻動物減慢速度並停下來。如果這兩隻動物嘗試跟隨兩個不同的帶領者，牠們會彼此牽

引，被推動各走各路，因而阻礙進度。聖經稱同負一軛（妥協和有約束力）的關係為“被禁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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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腦海中想到申二十二：10 這節經文：“不可並用牛、驢耕地。”他採用這個原則並把它應用在信徒

與非信徒之間的關係上，目的是要強調信徒和不信的人並不相配。基督徒若與非基督徒同負一軛，他會體驗到

非基督徒如何拉他遠離神的正路，妨礙他的成長，甚至使他完全不信。 
 

與不信的人建立“普通關係”和與不信的人“同負一軛（妥協和有約束力）的關係”之間有以下的分別︰ 

• 與不信的人和非基督徒建立“普通關係”是可以的。舉例說，你可以乘搭一輛由非信徒駕駛的公共汽車。

你可以在一家由非信徒烹調食物的餐館用膳。你可以到一間也許聘請了非信徒老師的學校就讀，只要你不

相信／接受這些老師所教導的謊言。你可以在一間由非信徒經營的公司工作，只要你不遵循非信徒老闆所

提出的不法要求。你可以跟非信徒做生意，只要合約的條款沒有違反聖經原則。 

• 與不信的人或非基督徒建立被禁止的關係，使你受約束，例如合法婚姻或商業夥伴關係。這些關係使你違

背聖經原則、抱持錯誤的價值觀，以及做出錯誤的行為或行動。 
  

 

六：14 

問題 2.  聖經所禁止的“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係”有哪些例子？ 

筆記。 
 

(1) 林前五：9-11 所說不相配的相交。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

像的；若是這樣，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基督徒）是行淫亂的，或

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 
 

聖經禁止基督徒與那些自稱基督徒但行事為人卻像非基督徒的人相交。因此，基督徒不可跟非基督徒建立不相

配地同負一軛（相交）的關係。當然，基督徒可以與非基督徒來往，不然他們便無法向非基督徒作見證了。 
 

(2) 林前六：1-8所說不相配的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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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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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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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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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

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

是弟兄。” 
 

聖經禁止基督徒把法律糾紛帶到非基督徒的法官前面訴訟。當一個基督徒跟另一個基督徒有法律糾紛時，他們

應當讓教會中有智慧的基督徒來判斷他們之間的糾紛，然後接受他們的裁決。如果彼此的糾紛無法解決，最可

取的方法是情願吃虧，由神來作最終判決。因此，基督徒不可與非基督徒的法官建立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

係。 
 

(3) 林前七：39所說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係。 

“丈夫活着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

人。” 
 

聖經禁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結婚。基督徒被視為真正屬神的人，也就是說，神藉着祂的聖靈住在基督徒裏面，

積極地引導他的生命。換句話說，基督徒是一個完全順服、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主耶穌基督的人。林後六：14 

清楚指出，信徒與非信徒不可不相配地同負一軛。一個（重生的）基督徒只可跟另一個（重生的）基督徒結

婚。 
 

這個原則也禁止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約會或訂婚。1約會的目的是結婚。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發展親密友誼是

一件危險的事。親密朋友彼此分享他們內心深處的思想和情感。他們會變得越來越互相依賴，他們之間的友誼

會發展成被禁止的關係。非基督徒的信念、情感、價值觀和目標無法輕易地撇棄。非基督徒會把基督徒推向世

俗的慾望、價值觀和目標。非基督徒所相信的一切都會深深影響基督徒的信仰和行為。 

                                                           
1 參看“空中門訓”門徒訓練手冊 2，第 17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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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基督徒便無法抵抗非基督徒的攻擊，因為他已悖逆神，無法指望神的保護。使徒保羅警告說，神任憑不信

和悖逆的人逞着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放縱可羞恥的情慾、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羅一：24，

26，28）。聽聽舊約聖經中的智慧之言：“我呼喚，你們不肯聽從；我伸手，無人理會；反輕棄我一切的勸

戒，不肯受我的責備。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難來

到，如同暴風；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懇切地尋找我，卻尋不見。

因為，你們恨惡知識，不喜愛敬畏耶和華，不聽我的勸戒，藐視我一切的責備，所以必吃自結的果子，充滿自

設的計謀。愚昧人背道，必殺己身；愚頑人安逸，必害己命。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

禍。”（箴一：24-31）。 
 

一些悖逆的基督徒辯稱他們可以跟非基督徒約會，藉此領他歸信基督。但這個說法並不討神喜悅，因為神明確

地禁止信徒與非信徒建立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係（申七：3-4；林前七：39；林後六：14）！聖經說：“你

怎麼知道你能救這個人呢？”（林前七：16）。因此，基督徒不可進入‘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婚姻’或‘不相

配地同負一軛的約會’。 
 

你若為了與不信的人建立親密友誼而離開耶穌基督，這將會是悲傷的一天！如果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只是為了取
悅你而決定成為“基督徒”或者不是全心全意的跟隨基督，這種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你們的友誼在這兩種情況

下都會飽受痛苦，最終失敗收場。雖然在神沒有不可能的事，但我們行事要有智慧，也要遵從神的吩咐。神禁

止我們與非基督徒或非信徒建立有約束力的關係，因為祂是為了我們的幸福着想。 
 

(4) 林前十：7 所說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係。 
 

“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聖經禁止基督徒參與非基督徒（異教徒）的狂歡。這些狂歡派對的特徵包括：行邪淫、惡慾、醉酒、荒宴、群

飲、可惡拜偶像的事（彼前四：3）；淫亂、污穢、貪婪、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弗五：3-5）。人們在舞廳

和俱樂部的各種慶祝活動中沉溺於毒品和淫亂的事，這些都是基督徒嚴禁的行為。因此，基督徒不可與非基督

徒一同‘參與狂歡派對、不相配地同負一軛’。 
  

總結。神禁止這一切的關係，因為基督徒無法指望在這些關係中會有和諧的關係。這些有約束力的關係是與非

信徒和非基督徒妥協，使人成為奴僕。 
 

 

問題 3.   基督徒還嚴禁哪些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係？ 
 

筆記。不可建立不相配地同負一軛的關係。這教導適用於所有涉及與非基督徒建立親密（有約束力）關係的範

疇。例如︰ 
 

(1) 基督徒不應與非基督徒建立業務夥伴關係。 

基督徒可以受雇於非基督徒，只要他不做神所禁止的事情就可以了。然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若建立夥伴關

係、一同投資、共同決策和承擔責任，這就是不當的商業夥伴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非基督徒夥伴若在業務上

涉及貪污或欺騙，便會牽連基督徒夥伴，使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承擔非基督徒的惡行所帶來的後果。 
 

(2) 基督徒學校不應雇用非基督徒老師。 

不然，學生便接觸到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假教師和說謊之人，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前四：1-2）。 
 

(3) 基督徒不應加入違背聖經的教會。 

基督徒不應參與違背聖經的教會，這些教會不把聖經視為神所啟示、無謬誤的話語、是一切教義和生命的權

威，或者不教導和不遵從聖經。基督徒不應選擇那些不把聖經視為可靠、是人類思想和行為絕對權威的老師。 
 

(4) 基督徒不應加入秘密組織。 

耶穌說：“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

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約三：19-

21）。使徒保羅說：“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

起來也是可恥的。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弗五：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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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5 

問題 4.  信徒與非信徒有什麼共同的分呢？ 
 

筆記。信徒在某些方面與非信徒有共同的分。舉例說，信徒與非信徒都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乘搭同

一輛公共汽車、使用同樣的貨幣等等。 
 

然而，某些方面是信徒獨有的。非信徒的生命以自己為中心，信徒的生命則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非基督徒積儹

財寶在地上，基督徒積儹財寶在天上。非基督徒的價值觀是屬世的、是變化不定的；基督徒的價值觀是屬神國

度的、是永恆不變的！非信徒追求人的榮耀，信徒則尋求聖經中的神的榮耀。因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人生

目標、人生方向和人生價值觀等事情上都沒有共同的分。 
  

義和不義沒有什麼相交。光明和黑暗沒有什麼相通。基督和彼列（另一個宗教的神）沒有什麼相和！信主的和

不信主的怎會有什麼相干呢？神的殿（教會的象徵）和其他宗教的建築物怎會有什麼相同呢？聖經中的神和其

他宗教的神怎會有什麼相同呢？這些“假神”稱為“偶像”，因為它們是由人設計出來的，而且根本不存在

（詩一一五：2-8；賽四十三：10-11）！聖經中的神不但禁止這一切的事情，而且命令人要與它們分開。神

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

作我的兒女。” 
 

 

六：17 

問題 5.  如果一個基督徒仍然在生命中某些方面與非信徒不相配地同負一軛，他該怎麼辦？ 
 

筆記。他應當遵從林後六：17 的教導，經文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消極的命令

是：“你們不要與非信徒不相配地同負一軛”，這個命令帶有相反和積極的一面：“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

來，與他們分別！”基督徒應當立即採取積極的行動去糾正錯誤的情況。 
 

基督徒應當與其他基督徒同負一軛，邁向同一方向、在信仰上彼此鼓勵、互相幫助，齊心努力去服事。（腓

一：27）。在婚姻、事奉和公開作見證等事上，基督徒應當與基督徒同負一軛。 
 

 

七：1 

問題 6.  當一個基督徒因他與非基督徒的不當關係而受到不良影響，他該怎麼辦？ 
 

筆記。基督徒應當立即徹底斷絕這不當的關係，並且“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罪”。他應當存着敬

畏神的心讓整個生命成為聖潔。當一個基督徒認自己的罪，神必赦免他，洗淨他一切的不義（約壹一：9）。 
 

基督徒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去成就聖潔2。他應當在聖潔方面不斷長進（羅六：13，19；帖前四：3，7；帖前

五：23）。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林後六：14至七：1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林後六：14 至七：1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 不要與那些自稱‘基督徒’但行事為人卻像非基督徒的人‘在社交上同負一軛’（林前五：9-13）。 

• 不要與非基督徒的法官‘在法律上同負一軛’。總不要在非基督徒的法官前面解決法律糾紛。只在基督徒

長老或其他有智慧的基督徒前面解決糾紛。（林前六：1-11）。 

• 不要與非基督徒‘在婚姻上同負一軛’或‘在約會上同負一軛’。總不要與非基督徒約會、藉此瞭解對方

是否合適的結婚對象。只以基督徒視為結婚對象（林前七：39）。 

                                                           
2 希臘文︰epiteleò，使（聖潔）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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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參與非基督徒的狂歡、與他們同負一軛’。總不要參加任何狂歡派對。只參與那些沒有使基督徒價

值觀妥協的慶祝活動（林前十：7）。 

• 不要與非基督徒‘建立業務夥伴關係、與他們同負一軛’。總不要與非基督徒涉及業務夥伴關係。 

• 只加入和參與那些宣講和遵從聖經的教會，這些教會把聖經視為神所啟示無謬誤和絕對權威的話語，並且

“宣講神一切的旨意（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徒二十：27）。 

• 總不要加入秘密組織（約三：19-21；弗五：11-13）。 
 

2. 從林後六：14 至七：1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給未婚人士的應用。我尤其要確保自己只與真正的基督徒約會，藉此瞭解對方是否合適的結婚對象。 
 

我尤其要注意自己閱讀哪一類書籍、雜誌和報章。我不想屬世的價值觀、想像力和慾望玷污我的思想和內心。

有些活動能塑造個人價值觀和習慣，在這方面我不會與不信的世界不相配地同負一軛。 
 

第 5 步。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林後六：14至七：1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成兩至三個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世人禱告。 

 

6 準備（2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傳講、教導或研習林後六：14至七：1的研經。 

2.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創一至四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3. 背誦經文。複習“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系列的經文。（1）基督。林後五：17。（2）神的話語：太四：4。

（3）禱告。約 十五：7。（4）團契相交。約壹一：7。（5）見證。太十：32。每天複習前五節已背誦的經

文。 

4.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5. 更新你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經文筆記、研經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