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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grim Virtues (II)

“天路客美德 (II): 清心知足”

(Hebrews 希伯來書 13:1-6)



這世界非我家, 我停留如客旅,天路客Pilgrims
我積財寶在天, 時刻仰望我主
天門為我大開, 天使呼召迎迓,
故我不再貪愛, 這世界為我家!
主啊,你知, 我無良友像你,
天堂若非我家, 我必流離無依,
天門為我大開, 天使呼召迎迓,
故我不再貪愛, 這世界為我家!
天路客生活/美德 virtues (來 13) 定居者
1-3 virtue of Love 爱心: 教会中
 4  virtue of Purity 贞洁: 婚姻里
5-6 virtue of Trust 信靠: 钱财上



1-3天路客 (彼此相爱)           定居者 (自私自利)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接待客旅,因为
..接待天使…记念被捆绑的人,..遭苦害的人..”
教会中美德:入会? Commitment = Love
Love: feeling good?:管教爱?舍己爱?(溺爱=恨)
林前13爱是恒久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
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
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弗5:1-2 十架爱:..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一样…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
舍了自己, 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4   天路客 (持守贞洁)            定居者 (放纵私欲)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
天路客:尊重/珍惜婚姻 & “床”: 纯洁性行为

婚姻内才有性行为
定居者: 性革命/解放: 割断婚姻与性的关系

藐视婚姻:TIME “还需要婚姻?”:Sex, love, kids
污秽性:奸淫,hook-up, one-night,同居,同性恋
单身:动机: pressure?/“有钱没钱,讨个老婆..?” 
终身大事,轻慢不得: 恐惧战惊谈恋爱/婚嫁
配偶: 投资婚姻: 神学性/敬拜神 (弗5:22-33)

妻子顺服/敬重丈夫 (3.5 节)
丈夫疼爱/领导妻子 (8.5 节)



4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
“婚床”婚内性行为: 纯洁 (“不可污秽”)

负面:身体奸淫&心里奸淫:太5见妇女..动淫念
伯31:1“我与眼睛立约, 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正面: 婚床上,有经常,美满性生活

OT 雅歌 & NT 林前7:3-5 好莱坞?!
“丈夫..合宜..待妻子,妻子也如此. (自己身子)
妻子没权柄..丈夫没权柄..夫妻不可亏负..暂
时分房,..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

身体属於配偶: 婚床是敬拜神!
性快感是爱邻舍.
性高潮是讨神喜悦的.

来12:28-29



定居者: 性革命/解放: 割断婚姻与性 (反革命):
代代相传咒诅:家庭破碎,社会病态,财政重担

今生咒诅 永世审判
4c…床不可污秽,因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苟合”:婚姻外性行为 &“行淫”婚姻内的奸淫
林前6:9-10..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作娈童,

亲男色,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罪中之乐(地狱) 神的国 (永生)
6:11有人从前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洗净,成圣,称义了.

CBCOC/哥林多教会: 耶稣宝血遮盖



1-3天路客 (彼此相爱)           定居者 (自私自利)
4   天路客 (持守贞洁)            定居者 (放纵私欲)
5-6天路客 (信靠上帝)            定居者(信靠钱财)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财神魅力:..钱能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食亡
不能爱神太6:24/半途而废天路客提前6:9-10

...贪财是万恶之根.人贪恋钱财..引诱离了真
道,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财富咒诅,焦虑不快乐 ,虚空的虚空
自己自足 ,自高自大,不义之财
敲诈剥削,道德败坏, 家庭破裂
太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生命,..?

Twitter-Chief?



5-6天路客 (信靠上帝)            定居者(信靠钱财)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提前6:6-8 “然而, 敬虔加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因我们没..到世上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知足常乐: 不被潮流牵鼻子: I-phone 6s,..Jones
提前 6:17-19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
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
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18 又要嘱咐他们
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19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
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倚靠钱财? (地狱) 倚靠上帝? (永生) 



5-6 知足常乐:信靠上帝话语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申31:6 以色列:应许地 CBCOC:新天地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

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诗118:6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有耶和
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投
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
王子.万民围绕我,..围困我,如同蜂子围绕我, 
好像烧荆棘的火,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
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
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诗118:6

“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
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
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
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2017: Reformation 500: Martin Luther
Oct 31, 1517 All Saints' Church, Wittenberg

“95 Theses”
April 17-18, 1521 Imperial Diet of Worms

25 of his writings: The 95 Theses, Resolutions..
On the Papacy at Rome, Babylonian Captivity…



“Unless I am convinc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e 
Scriptures or by clear reason,…I am bound by 

the Scriptures I have quoted and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I will not retract anything, since it 
is neither safe nor right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 cannot do otherwise, 

here I stand, may God Help me,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