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祭偶像之物 (哥林多前書 8:1-13) 

基督徒有沒有不應該做的事情？為何不能做這些事情? 

一． 知識與愛心 (8:1-3) 

8:1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

人。 

8:2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8:3 若有人愛 神，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 

為何知識會叫人自高自大? 

知識與愛心有何關聯? 

為何知道仍是不知道? 

神知道一個人愛神，很重要嗎？ 

 

【林前八 1】「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

愛心能造就人。」 

哥林多城廟宇林立，祭拜偶像的風氣很盛行，市上售賣的肉類和食物往往是祭過偶像的，

尤其是在節日。處在這種環境中的基督徒，難免有意無意地吃到祭過偶像之物。有些基督

徒認為，吃了祭過偶像之物，就等於有分於敬拜偶像，有損基督徒的見證；但另有些基督

徒則不把吃祭過偶像之物當作一回事。 

 

「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曉得』是一種裏面主觀的知覺；『知識』原是一種外面客

觀的見識，這裏特指關於吃祭偶像之物的知識；哥林多的信徒知識全備(參林前一 5)，所

以保羅說他們都具有這一類的知識。 

『知識』本身原是美好的(箴二 10)，可以使人充滿各樣美物(箴廿四 4)，但知識有一個危險

的副作用，就是叫人錯誤地引以為驕傲。『自高自大』叫人自以為是，因此看不起別人，

定罪別人，甚至絆倒別人(參 9，13 節)，拆毀別人(參 11 節)。 

          「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愛不僅能造就信徒個人，並且也造就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參

弗四 16)。 

 

『自高自大』和『造就人』是對立的；自高自大就會膨脹(原文字意)到破裂，造就人就會

叫人得著建立。其後果也是對立的；自高自大的結果會帶進腐敗，造就人的結果是永久長

存。 

          

基督徒的行動不單單依據他的知識，也必須依據他所當有的愛心。我們依據知識的行動不

一定為外人瞭解，但我們依據愛心的行動能摸著別人的心。 



           

保羅在論到吃祭過偶像之物時，他沒有說該不該吃，他卻提到知識和愛心。 

          保羅所注意的不是可不可以的問題，他所注意的乃是對別人有沒有益處，對別人有沒有造

就。信徒碰到任何問題，也要從『可不可以』轉到『能不能造就』的觀點來分辨。 

          有愛心的人作事有一個堅定的原則：凡是能叫別人得著建造的，他就作；凡是不能叫別人

得著建造的，他就禁戒不作。 

           

我們即使有了各種奧秘的知識，如果沒有愛，就算不得甚麼。我們即使有了移山倒海的恩

賜，倘若沒有愛，也沒有甚麼價值。知識和恩賜都有一天要歸於無有，惟獨愛是永遠長存

(參林前十三 2，8)。 

           

那真正使基督徒成為屬靈或屬肉體的原因，不是知識，而是愛心。 

 

          乃是神的愛注入我們信徒的裏面，使我們能憑著這愛，如同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悅，而求別

人的喜悅，這樣，我們就能建造別人(參羅十五 1~3。 

  

【林前八 2】「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那些認為自己所知道的很廣博，並且引以為傲。 

          「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人的所知極其有限，若與神的知識相較，只能承認

自己甚麼都不知道(參羅十一 33~35)。 

 

人的學術鑽研得越深、越博，就越感到自己所獲得的學問實在淺薄、有限；惟有那些一知

半解的人，自以為無人能出其右。 

          一切事物的最後因素是在神那裏，而有限之人不能瞭解無限之神。 

          真知識是知道得越多，越覺得不知道；假知識只知道一點點，就以為已經知道全部了。 

          若有人以為他知道得完全了，他就失去了知識的第一個要素，或者說他未意識到他所不知

的事，他仍需要別人指點。 

  

【林前八 3】「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我們愛神，是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 19)，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裏(羅五 5)。 

愛神的人、不愛神的人，神都知道；此處的『知道』含有同意、喜悅的意思。 

                也有解經家認為這句話應該譯作：『這人乃是知道神的』(the same is known of Him)。愛神

的人才有真正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單是從理性的領悟得來，更是藉著對神的愛，從實際地

經歷祂而得來的。 

 



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知道神，但我們可以愛祂。神最喜歡的事，就是人愛祂。所以我們討神

喜悅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專心愛神；這比對屬靈的事有知識，更為要緊。 

          沒有愛就沒有真知識；惟有愛神的，才能得到對神的真知識。 

          基督徒所當知道的乃是愛的知識；知識若脫離愛心，就不是真知識，反而與人有害。 

          凡我們因愛神的緣故，在教會中或在日常私生活中，為神所擺上的事奉、工作、待人、處

事…，都為神所知道；連我們為祂所流的眼淚，祂都裝在皮袋裏(參詩五十六 8)。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

道他。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

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20 就是

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

都超過了； 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做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弗所書 1 :17-23) 

 

人總是喜歡與別人比較，如果自己有一些別人不知道的知識，很容易自高自大，並且人的

知識通常都是有限的，片面的，不完全的，通常只在知識的初階，就會覺得自己已經懂了

很多，事實上還有很多不知道的． 

人有知識，不但不能造就人，反而容易令人厭惡，與其追求知識，不如更多追求有愛心，

因為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二．偶像與真神 (8:4-6) 

8:4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知道 神只有一位，再沒有

別 的  神 。 

8:5 雖 有 稱 為  神 的 ， 或 在 天 ， 或 在 地 ， 就 如 那 許 多 的  神 ， 許 多 的 主 ； 

8:6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

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偶像的真相是什麼？為什麼在世上算不得什麼？ 

這裡告訴我們神的什麼屬性？與其他被稱為神的有何分別？ 

我的的神是誰？主是誰？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知道偶像與神的真相，與吃祭偶像之物有什麼關係？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17.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18.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19.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20.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21.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21.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22.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1-23.htm


【林前八 4】「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沒有別的神。」 

偶像本身毫無能力，是虛假的(參詩一百十五 4~7；一百卅五 15~17；賽四十四 12~20)，但

偶像的背後有鬼魔(參林前十 20)。 

我們裏面一種主觀的知覺；基督徒的信仰建基於『相信獨一真神』的根基上。 

  

【林前八 5】「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 

     

不是說實際上有許多的神存在，乃是說在敬拜偶像的外邦世界裏，他們製造了許多的神。

保羅在此乃是承認一件事實：有許多根本不存在的神，被人們當作神明來供奉。 

當時治理外邦的君王，人都稱之為主，例如非斯都就稱該撒為主(參徒廿五 26)，這個『主』

也就是神的意思。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他們也有許多被神明保佑的經歷，難道這些都是假的嗎？ 

屬靈的世界是真實的；這個世界上除了物質，還有屬靈的．除了人有靈，還有神的靈與天

使．神能行神躋，天使也能行奇事，因為天使是比人有能力的，在超過人所在的空間中，

而邪靈則是墮落的天使．所以我們不能只靠神躋來判斷是否為真神的唯一憑據，因為魔鬼

的目的就是以假亂真，要人遠離真神，讓人屬於牠，更不用說無法使人得到生命，解決罪

的問題，蒙恩得救，成為天父的兒女． 

  

【林前八 6】「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

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 

『然而』是一個強烈的對比；『我們』指基督徒；『只有一位神』指基督徒所信的是獨一

的真神(提前二 5；賽四十四 6)；『就是父』指這位真神是耶穌基督的父，也是我們信徒的

父(參弗一 2~3)；『父』字也表明祂是一切生命的來源。 

                本節的『一位神』和前節的『許多的神』相對，『一位主』和『許多的主』相對。 

『本於祂』指父神是萬物的源頭(徒四 24)；『我們』指基督徒；『歸於祂』指基督的救恩

是得著眾多信徒來歸向神(參徒廿六 20)。 

『主』指主人，擁有一切所有權的造物主；『就是耶穌基督』指神已立耶穌為主為基督

(參徒二 36)。 

“主”在當日的異教中，很常用來指神明（保羅用主來稱耶穌基督，用心就更顯明了）。

保羅的用意不過是說明外邦世界拜滿天神佛，卻沒有一個是真的。——《丁道爾聖經注釋》 

 

          「萬物都是藉著祂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基督是承受萬物的，萬物也藉著祂而造

成(參來一 2；約一 3；西一 16; 羅 11:36)；『我們』指『基督徒』，基督徒是藉著基督而產

生的新創造(參林後五 17；弗二 17)。 



 

我們信徒只要單單承認祂是一切的主宰。任何敬虔的外表、宗教的形式都不能使我們更加

聖潔。 

          基督徒所信的，只有一位神，一位主。我們不但不可敬拜任何雕塑的偶像，同時也不可讓

任何的人事物，諸如：屬靈偉人、地位、學問、錢財等，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無

形的偶像。 

 

哥林多城偶像林立，我們生活環境中也經常會遇見異教徒所拜的偶像，號稱是神是主，其

實那些根本不是神，在屬靈裡，在神面前，那些別神根本毫無地位，毫無所有． 

 

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包括人的萬物都是從這一位神而來，也要歸給祂，並且是藉著主耶穌

基督而有的．天父與耶穌基督(還有聖靈)是分開的位格，卻是一體，因為父與聖子原為一． 

 

三．顧念軟弱的人 (8:7-13) 

8:7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

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 

8:8 其實食物不能叫 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 

8:9 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 

8:10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

那祭偶像之物嗎？ 

8:11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8:12 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8:1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這等知識”是哪種知識？為何人不都有這等知識？那麼他們有哪種知識？正確的知識應

是如何？ 

我們有什麼自由？為何這種自由會成了軟弱人的絆腳石？ 

誰是軟弱人？他們可能看見我們做什麼而沉淪？ 

這一段的結論是什麼？ 

【林前八 7】「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

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 

『人』在這裏特指信徒，因為保羅三次稱他們為弟兄(參 12~13 節)； 

『知識』原文是指外在客觀的知識； 



『這等知識』就是認識宇宙間只有一位真神，偶像都是虛假的，並不實際存在。 

          「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拜慣了偶像的人，對偶像缺

乏正確的知識，雖然信了基督，但對偶像仍然心存忌憚，以至於認為吃了祭偶像之物，就

等於敬拜了偶像。 

『污穢』指叫他們的良心有虧，不得平安，不敢與神有正常的親近與交通。 

 

我們若只在外面學效別人的榜樣，卻仍心存疑惑，結果會叫我們的良心受到污穢，因為凡

不出於信心的行為，都是罪(羅十四 23)。 

          信徒的良心軟弱，常常是由於缺少屬靈的知識，可見我們的良心與我們的屬靈知識極其有

關。所以我們不但要追求愛心，並且還要叫我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

我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腓一 9)。 

  

【林前八 8】「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 

    使我們能夠站立在神面前的不是食物；人吃甚麼，並不能向神證明甚麼，也不能使我們的

靈性變得更好。 

          「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這裏的『損』和『益』不是指身體方面的，乃是指

靈性方面的；全句意指並不因沒吃而靈性遭受損失，也不因為吃了而靈性更豐足。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提前四 4)。我們吃的東西

毫不影響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在基督裏得以成為完全，不是在乎吃喝甚麼，不吃喝甚麼。 

          食物本身並沒有影響我們與神的關係之作用，因此，決定是否進食某種食物，並不在於神

這一方面，而在於需要考慮與其他信徒之間的關係。 

          食物在道德上和屬靈上是一個中性的東西，它本身沒有好與壞，只有當人附以意義時，才

會染上道德的色彩和屬靈的外貌。所以我們在涉及食物的時候，應當超越過食物本身，而

注意別人對某項食物的觀念與看法如何。 

          食物不能使人更為完美，也不能斷定人屬靈的優勝與劣敗。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

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 17)。 

  

【林前八 9】「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 

『謹慎』原文意指要小心察看自己的立場對周遭之人的影響。 

『這自由』指因認識偶像算不得甚麼(參 4 節)，故對吃祭過偶像之物不以為意，而覺得有

吃的自由； 

『那軟弱人』指那些良心脆弱、視祭過偶像之物為不可吃的基督徒； 

『絆腳石』指成為令他們跌倒的原因。 



                保羅告訴我們，當我們在運用基督徒的自由去作任何事時，不能單顧慮自己對這事的感受

與看法，而要小心不給軟弱的弟兄放下絆腳石，避免使其受慫恿去違反自己的良知，甚至

犯罪(參 10~12 節)。 

    剛強的人吃了無礙；軟弱的人吃了良心就污穢(參 7 節)。因此，剛強的人要謹慎，不可濫

用吃的自由，免得絆倒別人。 

          基督徒論自由，不當以自己的益處為出發點，否則自由就成了別人的難處和絆腳石。 

          凡是足以引起弟兄姊妹，在信心和良心上發生疑惑的事，我們雖有自由，也不可以去作，

因為我們顧念弟兄姊妹。 

          我們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我們不可以將自己的自由，用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

相服事(加五 13)。 

          倘若不愛神也不愛人，我們雖有知識，仍是等於沒有知識一樣；倘若不愛神也不愛人，我

們雖有自由，也是等於作魔鬼的奴隸。 

          倘若知識和自由增加，而愛心卻沒有增加，則危險不堪設想。 

知識和自由是水，屬靈的愛心是堤；堤高不怕水漲。水有大用，也有大害，知識學問和基

督徒的自由，也是如此。 

  

【林前八 10】「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裏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

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 

『你這有知識的』指認識偶像算不得甚麼，對吃祭過偶像之物也不以為意的基督徒；當有

異教徒朋友邀宴時，他們可能會欣然赴宴。 

『這人』指看見別的基督徒在偶像的廟裏坐席的人； 

『軟弱』就是良心裏認為基督徒不該吃祭過偶像之物的人； 

『放膽』指被造就、受教導。 

                全句的意思是，這原來良心軟弱的信徒，由於看見那有知識的基督徒的行為，就受教導，

起而效尤，跟著他們也去吃祭過偶像之物。 

 

有知識的人往往只顧自己，沒有考慮到別人；他們只顧自己大快朵頤，滿足口腹之慾，卻

不顧到別人心裏的感受。 

          這裏有兩種人：有知識的人和良心軟弱的人，前者以後者為拘泥形式者或宗教狂，後者以

前者為屬世的基督徒，而他們各別都以為自己比對方屬靈，這是教會中經常可以見到的怪

異現象。 

  

【林前八 11】「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沉淪』原文意指敗壞；這裏並非指永遠的沉淪，而是指基督徒生活中的沉淪，毀掉了作

基督徒的見證。 



          全節的意思是說，因你憑知識所行的壞榜樣，使那軟弱的弟兄違背他良心的感覺，放膽去

吃那祭過偶像之物(參 10 節)；而這種行動在他的感覺裏，等於有分於拜偶像，因此他的良

心就被污穢(參 7 節)，以致他的基督徒生活和見證都被敗壞。而這被你所傷害的人，乃是

基督曾為他死的弟兄，你怎能坦然面對基督呢？ 

自以為有知識的信徒應當注意：基督為你的弟兄而死，你卻不願意為他放棄一塊肉！基督

把自己的生命都給了他，而你卻不願意為他放下你基督徒的自由。 

          基督不但為剛強的信徒死，也為軟弱的死；不但為有屬靈知識的死，也為沒有屬靈知識的

死。因此，我們對每一位神的兒女，都要小心翼翼，免得不知不覺中得罪了弟兄(參 12 節)。 

  

【林前八 12】「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良心自覺不該吃祭過偶像之物，但還是去吃的話(參 10 節)，會導致良心遲鈍，這就是擊打、

破壞了他們的良心，更容易去作不該作的事，甚至他們的信心崩潰。 

          「就是得罪基督，」指任何傷害其他肢體的事，等於直接傷害到作頭的基督；得罪弟兄就

是得罪基督。 

 

信徒雖然沒有犯罪，但若因我們的行為叫別人犯罪跌倒的話，在主的眼中也就算是我們犯

了罪。 

          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基本原則，不是根據我們自己對某件事物的看法如何，而是根據這件事

會不會得罪弟兄、得罪基督。 

  

【林前八 13】「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跌倒』意指使人陷入陷阱，或導致人犯罪。 

『肉』是指祭肉，在此代表祭過偶像的食物。 

     

信徒行事為人的原則：永不叫人因我跌倒。 

          一個有愛心的人，他不吃祭過偶像之物，不是因為他對偶像心存顧忌，而是因為他愛他的

弟兄，不願叫弟兄因他的吃而跌倒。 

 

羅馬書第 14 章也就這個問題有更多的討論． 

  

雖然我們有真正並且正確對真神與假神的認識，並且有自由吃祭過偶像的食物，但是為了

不讓軟弱的人因為我們的行為而沉淪，寧願不吃． 

【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之物麼?】 

   在哥林多的地方，廟宇偶像林立，教會處在這種宗教崇拜偶像的社會環境中，信徒的生活

習慣難免不受其影響，當有不少人曾在偶像的廟裡坐席，吃過祭偶像之物（林前八 10，



十 21），所以論到這吃祭偶像之物，就有人向保羅提出來應當如何處置，這個問題盤根

錯節，甚難解決，保羅在本書信中分析詳明，作了很清楚的答覆： 

①信徒應知神只有一位，萬物都是神所造的，偶像算不得什麼，所以吃或不吃那是否

祭過偶像之物，無損也無益（林前八 4-8）。 

②至於那良心軟弱的信徒，他以為吃了祭偶像之物，而感到心裡不安，因他疑惑，不

憑信心而吃，覺得有罪，最好不吃（林前八 7；羅十四 23）。 

③有知識信心堅固的信徒，為了體恤那信心軟弱的弟兄，不要得罪他，傷了他軟弱的

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就以身作則，寧可不吃，免得叫他跌倒（林前八 10-13，十 28，

29；羅十四 15，20，21）。 

④凡市上所買的食物，或是不信的熱所請赴擺設的筵席食物，信徒只管享用，不要為

良心不安的緣故而發生疑問，且就食物本身來說，都是聖潔的，並不能污穢人，因為凡一

切的物都是屬乎主的（林前十 25，26；參羅十四 6，14；可七 18-24；提前四 4）。 

⑤任何食物，基督徒應當謝恩而吃因為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

一樣可棄的，所以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能對己無損，對人有益處，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就是了（林前十 24-30；提前四 4，5）。 

⑥信徒應避免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進食，因為那是祭鬼的筵席，有與鬼相交污穢之嫌，

置身其境內，與信徒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林前八 10，十 20，21）。——李道生《新約

問題總解》 

 

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是否可行，也有可辯論的餘地。有兩個原則是可以引導我們，第

一是良心的法則。使徒毫無猶豫地表明，對軟弱的弟兄必須考慮。偶像原是虛無的，擺在

面前的食物更完全沒有什麼作用。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同時一個人若達不到這個

高的標準，仍以為偶像是存在的神明，吃祭偶像之物就不對了，他一定要執著不可自由去

行，他的良心可能錯誤，所以要將良心糾正，儘量要接受這良心的法則。 

第二是愛心的法則。我們要考慮別人，彼此顧念，沒有人只為自己活著。我們是基督

的肢體，與我們聯繫的肢體不可傷害。身體整個健康是我們需要的。如果有些會絆跌，是

因我們的行為，我們不可只是驚異，因為我們實際上犯了罪，所以我們要謹慎，別人也許

不能走我們的路，對他們可能會滑倒的，我們就要負責任。這樣我們沒有選擇，還是不作

的好，一切習慣不能對人有益，應該摒棄，因為基督的愛禁止我們。 

── 邁爾《珍貴的片刻》 

 

使徒對偶像的認識――『偶像…算不得甚麼』，乃是根據他對基督的認識――『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祂

有的，我們也是藉著祂有的』(6)。他認識了基督的獨一性，就認識偶像的虛空，也就認

識了吃祭偶像之物這事本身的無所謂。但他對基督的認識又是豐滿而不偏枯的，他認識基



督另一面的意義，就是愛中的遷就。所以他能不因知識得罪弟兄，以致得罪基督；而能行

在神最高的心意中。這是說出我們若對萬有中心的基督有了豐滿的認識，也就不難對萬有

透澈的認識，而有適中且合神心意的行動(參林前二 15)。哦，基督真是一切知識之鑰！―

―《讀經指引》 

除了吃祭物這件事情，今天的學習還可以如何在生活中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