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課第十八課 論崇拜次序論崇拜次序
哥林多前書十一2-34

保羅處理哥林多教會崇拜次序的問題：

崇拜中女人蒙頭（十一2-16）

混亂聖餐（十一17-34）

屬靈恩賜（十二-十四）

幫助教會整體的崇拜，

能夠按照聖經的教導、上帝所給的恩賜，井然有序地進行

第十八課第十八課 論崇拜次序論崇拜次序

處理哥林多教會崇拜程序上的問題：

禱告時蒙頭的正確做法

守主餐的正確做法

先引用一般原則，

如：創世記神造男造女的過程，

再引用習慣和先例，

如：早期教會風行的習慣，

來支持他的教導。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一2 我稱讚你們，因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3 我願意你們
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4 凡男人禱告或是講
道（或作：說預言；下同），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5 凡女人禱告或是講
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 6 女人若不蒙
著頭，就該剪了頭髮；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愧，就該蒙著頭。 7 男人本不該
蒙著頭，因為他是神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8 起初，男人不是由
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9 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為男人
造的。 10 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 11 然而照主
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 12 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
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神。 13 你們自己審察，女人禱告神，不蒙著頭是合
宜的嗎？ 14 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嗎？ 15

但女人有長頭髮，乃是她的榮耀，因為這頭髮是給她作蓋頭的。 16 若有人想要辯
駁，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的。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涉及當代的習俗。

端莊的婦女在公共場所必須蒙頭，

否則就為人輕視。

主後一世紀哥林多城是海港，

有妓女的行業存在，

良家婦女蒙頭以茲區別。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教會姊妹們討論：

在基督裡既是自由的，

是否可以不用蒙頭？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十一2

初代教會尊敬使徒的口頭教導，

當教會遇見問題，會請教建立教會的使徒

保羅教導：

一方面須面對固有的習俗

一方面也須顧及神造人的心意

從表面無關乎得救真理的問題，

幫助我們思想其中的意義、

婦女從聖經的眼光看自己合乎中道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從創造的次序來討論婦女蒙頭的問題：

男人是女人的頭 十一3

女人是由男人而出 十一8

為男人而造 十一9

蒙頭是女人順服男人的記號，

也是為在公開場合維護自己的尊嚴。

從聖經的根源，蒙頭也是對婦女的保護、順服的記號

「頭」象徵權柄，也可能含有來源之意。

「蒙頭」在當時表示順服於他人的權柄之下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女人蒙頭固然表示順服男人，

更使姊妹在會眾面前有尊貴的地位與禱告的權利。

男人禱告或是講道，

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十一4

女人禱告或是講道，

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 十一5

於做的當中，

也表達順服於上帝創造的次序。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

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萬有都是出乎神。十一11-12

當時一般教會都要求婦女蒙頭崇拜。

「女人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十一10

姊妹與弟兄一樣，

在教會都有服事與敬拜的機會，

仍然尊重當時的社會禮儀。

男女兩性關係是互相倚賴，互為夥伴的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現代教會不見得要按照字面意義來遵行，

只要不違背得救的真理，

也尊敬當時所處時空權柄的記號。

留意教導中核心的價值，而非只是完全依照字面。

蒙頭的精義乃是在順服權柄

‧婦女蒙頭的問題 ‧聖餐

學習順服在教會中有權柄的領袖，

都是「蒙頭」的原則、

而非只是外在的行動而已。

順服就是把自己俯在上帝的保護傘下，

服在上帝所安排的次序之下。

保羅書信有相當多教會生活藝術的教導，

引導我們在教會生活中進退有據、得宜，

因為順服神而彼此順服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十一17-22 責備教會守聖餐時的混亂

十一23-34 教導聖餐的意義

混亂聖餐的問題：

新約聖經論及聖餐規則最全備的一處，

每次聖餐聚會都會引述這段話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一17 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讚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
益，乃是招損。 18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
我也稍微的信這話。 19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
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 20 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21

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 22

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麼？還是藐視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
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讚你們麼？我不稱讚！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教會守聖餐時的混亂：

保羅責備哥林多信徒在主餐聚會中分門結黨，

各人只顧自己吃喝，

哥林多教會有分門結黨問題，

各自擁戴中意的領袖。

保羅強烈責備哥林多教會：

「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十一17

顯然是指他們「分裂」和貪吃、醉酒，

混亂了記念主的目的。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早期教會所守的主餐，是與愛筵聚餐連在一起的。

各人會預備食物到教會來分享，

富有的、貧窮的各自聚在一起，

有分門別類的問題，

未能一同分享食物。

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

還是藐視神的教會，

叫那沒有的羞愧呢？十一22

沒有在尊崇主的前提下，在聚會中彼此分享。

聖餐不僅是與神的關係，也表明信徒的合一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若分門結黨、忽略弟兄的需要，

便是藐視教會舉行聖餐的意義；

羞辱貧窮的弟兄

相等於藐視神。

我們雖多，
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十17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一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
那一夜，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
我。 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6 你們每
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是主親自設立，或稱主的晚餐、主餐，

是基督與門徒同守逾越節之晚餐時所設立。

聖餐的設立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聖餐的意義

印證：是主血所立的新約
藉此向信徒保證，

神一切的恩惠和應許必然臨到

在信徒方面，

領受聖餐

表明我們對神

忠誠與信心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聖餐的意義 表記：

記念主的死 十一24-26

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信徒之間分享交通 十16-17

盼望主的再來 十一26

耶穌就是從天上降下的降下的糧糧 約六約六

領受靈糧、

培養靈性、

增強靈命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聖餐的重要

經常遵守

初代教會的榜樣

領受聖餐的條件

必須是信徒，清楚救恩，能夠分辨是主的身體

受過洗禮，公開接受耶穌成為個人的救主

能夠清楚分辨聖餐意義的年齡

留意省察靈性及道德狀態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聖禮作為恩典的媒介

憑信心領受聖禮，神的恩典亦隨之而來

外在、可見的表徵

水 – 施洗，餅和杯 – 傳遞

內含的內在屬靈恩典

領受中與主有份、

與主的生命相連結

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不斷的記念主、等候主來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用餐謝飯都是記念主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耶穌自己成為生命的糧、成為我們裡面的飽足

日用飲食中禱告祝謝，都有耶穌的同在與祝福

亞當夏娃因吃了不該吃的而犯罪、墮落

耶穌使一切分別為聖，我們不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一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
身、主的血了。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29 因
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30 因此，
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原文是睡）的也不少。 31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32 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
主懲治，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33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聚會吃
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34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免得你們
聚會，自己取罪。其餘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守聖餐的正確態度

「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十一27

一面省察自己是否有得罪神和人的地方

一面也顧及別人的需要

倘若以不相稱的態度 － 如分黨、貪婪，

守主餐，反而會受審判。

「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十一27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十一29



‧婦女蒙頭的問題‧聖餐

守聖餐的正確態度

保羅不只是引導禮儀，

更是發現在禮儀中

我們與神的關係、

我們與彼此肢體的關係。

由教會小小的混亂，

保羅正面教導信徒，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禱告禱告

謝謝耶穌成為我們的

恩典、救贖、公義、智慧，

使在我們的生活裡，常常能被主提醒。

教會雖有小小的問題，

主給了恩典，從問題中帶來了

成長、真理的造就。

給我們信心，靠主的恩典，

在問題中得勝、而且得勝有餘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林前十一聖餐有何表記的意義？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姊妹「蒙頭」在當時有何意義？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林前十一聖餐有何表記的意義？

一.記念主的死

二.表明信徒的分享和交通

三.盼望主的再來

姊妹「蒙頭」在當時有何意義？

表示「順服」於他人權柄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