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课

关 心我们 的身体

如果某个人有很好的家具却把它放到一间破旧的房
子里，你会怎么想呢？那岂不显得很不合理吗？然而，有
些人的行为正象这个样子。他们很关心他们的人格，却忽
视了他们的身体。

毫无疑问，你会认识到你的人格只是你的存在的一部
分，另一部分是你的身体。虽然培育和关心你的人格对你
来说很重要，正如你在前面的课文中所学到的那样，但是，
你也必须成为你身体的好管家。

编写本课的特别目的，是要帮助你对自己的身体行使
管家职责。对于如何运用你的身体来荣耀神、如何保持你
的身体健康以及如何在别人面前呈现出良好的体貌，在本
课中，你将会学到一些颇为有用的教导。

课文大纲

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保持你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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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良好的外貌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后，你应当能够：
l 阐释做你身体的好管家的含义。
l 阐述保持你身体健康的几种方法。

l 把一个信徒应该如何穿着的圣经原则运用到你的生
活中。

学习要领

1. 继续你的学习。认真阅读课文进程，所有的习题都一
定要在你查看答案之前完成。在圣经中找出并阅读所

提到的每一处经文。
2. 学完课文之后，再复习课文，然后作自我测试，并对

照课本后面所给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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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制的
淫秽的
原则

合宜的
亵渎神圣的
圣所      亵渎

课文进程

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信徒们都把神殿视为神圣的地方。

因此，这些神殿很受崇敬，任何对它们的亵渎都是不能允
许的。

根据圣经，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它是圣灵的殿（哥
林多前书 6：19）。作为神的圣所，我们的身体属于神，

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
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我们身体的管家，我们就象是

监护人。我们的责任在于照看我们的身体，努力使之免受
任何伤害或亵渎。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些教导，这些教导将

帮助你很好地履行这一责任。

习题 1、我们的身体属于神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

过 一种 道德的生活

使你的身体处于控制之下
目的 1. 指出信徒可以控制他的身体而非信徒则做不到

这一点的原因是什么？

每一个还没有承认神是他的所有者和主的人，都生活
在一种糊涂状态中。罪是他的主人，他却认为他是自己的
主人。他这样认为，也确信是这样，便把他的身体交给了

罪（以弗所书 4：19），以致于变得腐败堕落（罗马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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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27）。虽然他的智力或许会时常意识到这种奴役，
但是，他的意志却不能控制他身体的罪恶愿望（罗马书 7：
23-24）。

信徒的状况则完全不同。神是他的所有者，基督是他

的主，圣灵住在他的身体里面（哥林多前书 3：16）。这
就意味着罪不再是他的主人，因为圣灵已经把他从罪的辖
制中释放出来（罗马书 8：2）。现在，他被赐予了能力作
他身体的主人，而不是作他身体的奴隶。因此，他不应该

让罪通过他的肉欲来作他的王（罗马书 6：12，14；彼得
前书 2：11）。相反，他必须使他的身体完全处于控制之
下（哥林多前书 9：27）。这是他作为一个管家的责任之
一。

习题 2、下面哪个句子阐述了为什么信徒与非信徒在控制
其身体上的能力不同？
a） 非信徒不能控制他的身体，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

是罪的奴隶。而信徒能够控制他的身体，因为神已经

释放了他，使他成为了他自己身体的主人。
b） 非信徒不能控制他的身体，因为他实际上是罪的奴

隶。信徒能够控制他的身体，因为圣灵已经把他从罪
的辖制下释放出来。

习题 3、假如你在告诉某个人，作为信徒我们有能力控制
我们的身体。你会用哪一节经文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具有这
种能力？
a） 罗马书 1：24。

b） 罗马书 8：2。
c） 哥林多前书 9：27。
d） 彼得前书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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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的身体来荣耀神

目的 2. 把身体各个部分的名称配上提到了它们的圣经
经文，并概述每节经文谈到关于怎样用身体的各
个部分来荣耀神。

那些没有认识到神的所有者身份的人，在他们的生活

中会滥用他们身体的各个肢体。在罗马书 3：13-15、雅
各书 3：6-8 和彼得后书 2：14 中，圣经对这种滥用身体
作了充分描述。

而你已经认识到了神是你身体的所有者。你也知道了

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因此，你不应该用你的身体来做一
些有罪的事情。那是一种亵渎神的行为。你不应该用你的
手来偷盗或打你的邻居（以弗所书 4：28），不应该让你
的脚往有问题的地方去，也不应该用你的嘴来撒谎和说伤

害人的污秽的话（以弗所书 4：25，29；5：4）。你不应
该用你的眼睛来看下流的东西，或者心里存着邪恶的念头
来看某一女人（马太福音 5：28）；你不应该把你的身体
用来淫乱（哥林多前书 6：13，18）。

然而，承认神是我们身体的所有者的最好方式就是把
它们奉献给神（罗马书 6：13；12：1）。这种奉献包括把
我们的肢体用来敬拜神和事奉神（罗马书 6：19，哥林多
前书 6：20）。

习题 4、下列所给出的经文，阐述了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肢
体可以如何用来荣耀神。按照以下的提示来完成后面的图
表：1）在圣经中找出并阅读每一节经文。2）在肢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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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栏目里填写与之相关的经文。3）在经文右边的栏目里，
写上该经文所谈到的如何运用那个肢体来荣耀神。第一格
已经填写好，以作为向你说明如何完成表格的例子。要把
提到的所有经文都用上。与每一肢体相关的经文可能不止

一个。

箴言 31：20
马太福音 13：9
马可福音 16：18

使徒行传 2：4
使徒行传 10：46    

使徒行传 19：6
罗马书 10：9-10
罗马书 10：15

加拉太书 6：11
以弗所书 4：28

提摩太前书 2：8
希伯来书 13：15
雅各书 3：9

启示录 2：7

肢体 有关的经文
如何运用这一肢体

来荣耀神

耳朵
马 太福音13：9 

启 示录2：7
听耶稣 和圣 灵 的话 语

舌头，
嘴或口

手

脚

同样，你也可以为着公义的目的来运用你的肢体，并
以此来荣耀神。而且请注意这一点：如果你用你的肢体来

事奉主，主也将供应你身体的需要（哥林多前书 6：13）。
这就是说，神将向那些把他们的身体奉献给他的人，供应
他们身体上的需要。神将加添你的力量（以赛亚书 40：
29，31），赐给它们吃的和穿的（马太福音 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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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它们保持身体健康（出埃及记 15：26）。

保持你 的身体健康

目的 3. 指出那些遵循保持身体健康之原则的人的例子。

遵循保持健康的原则

健康的身体给神带来崇敬和荣耀，也可以更好地用来
事奉神。神应许要医治我们的疾病（诗篇 103：3）；但是
神也赋予我们关心自己的健康的责任。下面是有助于你享
有健康的几条原则。

1. 要吃好． ．．。这并不是说你要吃很多，但是你必须保

持饮食的平衡。食物中含有某类物质，叫做维生素，各种
维生素是一个人维持健康所必需的。如果你对某类食物吃

得很多，而不吃其他食物或吃得很少，那么，你的身体就
会缺乏某些种类的维生素。结果，你的健康将会受到损害。

2. 要运动． ．．。缺少运动会导致肥胖，这有害于人的健

康。因此，人必须运动。最好的身体运动是做体力活。如
果你的大多数时间是从事脑力劳动或者是坐着，你就应该
做一些体育运动，参加某些体育活动，或者是花些时间散
散步。

3. 要有足够的休息． ．． ．． ．．。过度工作，无论是体力劳动还

是脑力劳动，都将对你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你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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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休息。当耶稣说安息日是为着人的福祉而设立的时
候，他并不是在说空话（马可福音 2：27）。因此，一个
人应该只工作若干个小时，然后，便要有大约八个小时的
睡眠。

4. 养成保持清洁的习惯． ．．．．．．． ．。在利未记中，神为以色列

人设立了如何保持清洁的具体规定，这颇为值得注意。他
们必须经常洗澡，洗衣服，清洁房子，吃洁净的食物，并

保持他们宿营的地方清洁。虽然旷野生活的卫生条件很不
好，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保持了健康（诗篇 105：37）。毫
无疑问，如果当今的每一位信徒都遵循类似的规定，也会
享有很好的健康。

确保你的安全

意外事故会严重伤害你的身体，使之不能为主事工。
因而，尽可能地避免事故颇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你必
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确保你在家里的安全，以及在街道上
和在你的工作场所的安全。有些人 “易于发生意外 ”，他似

乎比大多数人遇到更多的事故。如果你有易受意外的倾
向，那么，把这交托给主，并请求他对你生活中这一问题
的医治。

习题 5、指出下列每一个遵循保持身体健康之原则的人的

例子，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约翰是某圣经学院的一位学生，但是，他每天都从学

习中抽出时间作某项体育锻炼。
b） 比尔喜欢吃面包和奶酪。这些事物对他来说既不贵又

易于调配，因此，他很少吃其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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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萨拉忙于辅助他的牧师。他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很少
超过五个小时，因为他有那么多事要做。

d） 玛丽花时间洗衣服和保持房子的清洁卫生，即使她的
邻居们几乎没有人这样做。

避免养成坏习惯

目的 4. 指出信徒们为什么要远离不良习惯和情绪的原
因。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必须保持健康和圣洁。把有
害的、羞耻的事加在我们的身体上、损坏我们的身体，实

际上都是在亵渎圣灵的殿。而神对待那些亵渎他的殿的行
为则非常严厉（哥林多前书 3：17）。因此，信徒们要远
离那些不良的习惯，如吸烟、喝酒或吸毒等。有些时候广
告宣传把它们说成是好习惯。但是，它们对人体器官的损

害是显而易见的。
不要养成不良习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是我们

的主。如果我们养成了这些坏习惯，它们可能就会成为我
们的主人。然而，耶稣明确地说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

（马太福音 6：24）。那些被上面所提到的坏习惯所辖制
的人的生活状况是多么的可怜啊！他们想戒掉这些坏习
惯，但是他们会发现他们做不到。如果你有这些不良习惯，
现在是戒除它的时候了，让圣灵掌管你的生活。圣灵将帮

助你节制自己（加拉太书 5：23，25），你就能象使徒保
罗那样说 “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哥
林多前书 6：12）

信徒们作为他们身体的管家，还应该控制他们的身体

欲望。如果我们不控制欲望，这些欲望将会变为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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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们的主人。信徒们不应该受制于贪欲（以赛亚书
56：11）和放任自流（哥林多前书 7：1-5）。

远离不良情绪

很显然，有些情感对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例如，生气
会导致人的神经系统紊乱；焦急会导致胃溃疡；怨恨或心

怀恶意会影响到你的肝脏。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这些情感
和其他的诸如痛苦和恐惧的情绪。相反，我们要让圣灵在
我们的生活中结满成熟的 “果子 ”，正如我们在第四课所学
到的那样，其结果将是一副健康的体魄，而这健康的身体

将为它的主人带来赞美和荣耀。

习题 6、指出下面哪些句子阐述了信徒们应该远离坏习惯
的原因，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坏习惯损害身体，而身体是圣灵的殿。

b） 一个人养成任何习惯都是完全有害的。
c） 一旦一个人养成了坏习惯，就会无法戒掉它。
d） 坏习惯会成为一个人的主人，而只有基督才是信徒的

主。

呈现 出良好的外貌

目的 5. 把指导信徒穿着方式的原则配上应该运用这些
原则的各种场合。

如果神只看人的内心，我们为什么还要表现出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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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呢？（撒母耳记上 16：7）。正是因为与主相反，人
们不看内心而只看外表。如果圣灵的殿——身体——因为
它的管家忽视了它而看上去显得没有人关心，人们就会轻
视它，那么神将受到羞辱。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通过

我们的外貌为神带来荣耀。

保持你身体的清洁卫生

作为一个管家，信徒有责任保持圣灵的殿的清洁卫
生，他的身体和他的衣着应该保持干净。如果你所做的工
作容易弄脏自己，那么，你下班以后应该洗澡换衣服。没

有任何理由可以把谦卑与污秽混为一谈！不幸的是，有时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其结果是给神带来了羞辱。

穿着要适宜

神的管家应该如何穿着？在最初的教会中，作出了某
些规定（哥林多前书 11：2-15，提摩太前书 2：9，彼得

前书 3：1-3）。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起源，我们便
会发现一条总的原则。实际上在创世记 3：7 中，我们看
到那个男人和女人尽力以他们觉得合适的东西来装扮他
们自己，这并不讨神的喜欢，于是，神便按照他觉得合适

的东西来装扮他们（创世记 3：21）。因而，我们应该使
我们的穿着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欢或者讨
这个世界的喜欢。毕竟，我们所探讨的是如何保护神的殿。

依据刚刚提到的那条原则，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将影响

到信徒穿着方式的其他四条原则。这四条原则是要有区
别、要正派、要朴素、要合宜。在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的
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表明了早期教会中如何运用这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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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好些例子。

要有． ．区别． ．

我们在申命记 22：5 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妇女不
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

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 ”。在这节经文中，神向
以色列人表明，男人和女人在穿着上应该有所区别。这条
原则显然就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情况而运用
的原则之一（哥林多前书 11：2-15）。作为信徒，我们今

天也应该认识到这一原则，并以与我们的文化和圣灵对我
们的带领相一致的方式来运用它。因为我们是他的殿的管
家，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以神所反对的方式来对待神
的殿。

要朴素．． ．

朴素指的是信徒们的穿着应该简单，不要过度装饰或
过度华丽。请注意保罗和彼得怎样把这一原则运用于早期
教会的信徒们当中（提摩太前书 2：9，彼得前书 3：3）。

耶稣和雅各都提到了衣着华贵的富人（路加福音 16：
19；雅各书 2：2）。这些富人们显然并不觉得他们的穿着
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些富人们的华贵衣着与穷人们的悲
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的华丽服装表明他们是放纵的

人，不关心他人。这当然不是神的管家的穿着方式。

要正派．．．
保罗明确地指出，正派是应该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提摩太前书 2：9）。这就是说，信徒们的穿着不应该以

性感的方式来显耀他们的身体，也不应该模仿那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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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基督徒们应该记住，他们的身体是用来事奉主的（哥
林多前书 6：13）。愿你的身体能用来荣耀神，而不是用
来绊倒他人（哥林多前书 10：31-32）。当今世界的道德
是如此的败坏，因此，强调这一观点不会显得过分。

要合宜． ．．

与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原则相比，要合宜的原则更多

地涉及到了文化、现实和当地的情况。那就是，在某一文
化、时间或地方是适宜的东西，可能会不适宜于另一文化、
时间或地方。在哥林多前书 11：13 中，使徒保罗提到了
这一合宜之原则：哥林多妇女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不合宜

的。
有时候，某些行为是不合宜的，虽然其不一定是有罪

的。例如，穿拖鞋并没有错，但是，摩西穿着拖鞋来到神
的面前却是不合宜的（出埃及记 3：5）。即使在当今的某

些地方，信徒们在进入教堂之前也必须脱鞋。一个人在教
堂里戴着帽子也被认为是不合宜的。但是，与此相反，犹
太人在事奉期间总是带着帽子。同样，在海滩上穿泳衣没
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穿着泳衣去教会就不合宜了。对

于每一个场合，圣灵都会帮助信徒以最合适的方式行事。
通过适宜的穿戴，你将会讨神的喜欢，并为他人带来祝福。

习题 7、把下面的每一个场合（左边）配上应该用来纠正
它的原则（右边）。在每一个场合的前面填写上该原则的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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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约翰参加野餐后，没有更
换合适的衣服便直接来

到了教堂。
....b 简与她的非基督徒朋友

萨 莉 一 样 ， 穿 着          
又短又暴露的衣服。                        

....c 玛丽买了非常贵重的珠
宝来戴，却不与他人分享
任何东西。

....d 玛莎按照某种习俗穿上

了为男人们制作的衣服。
....e 乔治穿着很值钱的衣服

和很贵的鞋，以显示他已
经变得多么富有。

1） 要有所区别。
2） 要朴素。

3） 要正派。
4） 要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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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1 不同于非信徒，信徒能够控制他的身体，因为他：
a) 不再在罪的辖制之下。
b) 比非信徒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
c) 知道他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2 假设有一个朋友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神对那些向他
奉献他们身体的人有什么应许？ ”指出下列你会用来
回答他的问题的每一节经文，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出埃及记 15：26

b) 箴言 31：20
c) 以赛亚书 40：29，31
d) 马太福音 6：31-33
e) 马可福音 16：18

f) 哥林多前书 6：13
g) 雅各书 3：9

3 安娜打算遵循保持健康的第一条原则，要吃好。这意
味着她应该：

a) 经常吃大量的食物。
b) 吃很多她所喜欢的食物。
c) 吃各种不同种类的食物。

4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情感对身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b) 信徒们不一定要真正地控制神所赐给他们的正常

的身体欲望。
c) 应该避免着急和怨恨之类的情感，因为这些情感

有害于健康。
5 我们在圣经中首先发现的关于神的管家应该如何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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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总原则是：
a) 要正派。
b) 要讨神的喜悦。
c) 要有所区别。

d) 避免炫耀。
e) 要合宜。

6 假设你在教导一些年轻人关于影响到信徒们穿着方
式的原则。在下面每一条原则的旁边，写出你将用来

说明或教导该原则的圣经经文。你可以用某些经文来
说明多条原则。
a) 讨神的喜悦…………………………………………
b) 要有所区别…………………………………………

c) 要朴素………………………………………………
d) 要正派………………………………………………
e) 要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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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4 下面可以是你完成表格的方法之一。你可以在每一
肢体的边上按照不同的顺序来列出圣经经文，但是
这些经文应该与它们所讲述的肢体相符合。

肢体 有关的经文
如何运用这一肢体来

荣耀神

耳朵
马太福音 13：9

启示录 2：7
听耶稣和圣灵的话语

舌头，嘴
或口

使徒行传 2：4，
10：46，19：6

罗马书 10：9-10
希伯来书 13：15
雅各书 3：9

靠圣灵说话认耶稣为
主赞美神感谢和赞美

神

手

箴言 31：20

马可福音 16：18
加拉太书 6：11
以弗所书 4：28
提摩太前书 2：8

要大方按手在病人身

上；写作圣经书卷工
作在祷告中高举双手

脚 罗马书 10：15 去传福音

1 哥林多前书 6：19 说，它们是圣灵的殿。
5 这些例子是 a）和 d）。

2  b）阐述了其原因。句子 a）有两个错误：1）非信
徒有时候意识到了他的受辖制； 2）神没有释放
信徒成为他身体的所有者，因为神才是其身体的
所有者。然而，神赐给了他作为其身体主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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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6 a）和 d)。句子 b）不是正确答案，因为有些习惯（如

保持清洁卫生）是有益的。句子 c）也不是正确答案，
因为一个人在圣灵的帮助下戒除不良习惯是可能

的。
3 b）
7 a  4）

b  3）

c  2）
d  1）
e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