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书

教会与工人
第五课…

四1-5 我们看到工人的身份，1「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工人，也就是做主工的人、服事神的人。在保罗来讲他是外邦的使徒，
工人
也就是做主工的人 服事神的人 在保罗来讲他是外邦的使徒
他是神的仆人，他的身份是执事，他的职分是管家，服事的态度要忠心。
 林前三5「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
讲到的执事就是仆人，指的是基督的仆人
 林后三6「新约的执事」，西一25「教会的执事」
 罗十六 非比姐妹，就是送罗马书去的这一位女执事，
非比姐妹 就是送罗马书去的这 位女执事
她是在哥林多九公里之外的一个海港—坚革里教会的女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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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如果讲女执事的话，它指的就是讲教会事奉者的
这个地方如果讲女执事的话
它指的就是讲教会事奉者的一个职称
个职称，
例如腓一「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执事有仆人的意思，但是如果放在事奉的职称上，那它就是一个职称，
今天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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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保罗的身份是执事，基督的仆人；保罗的职份，就是管家。
管家要求的态度就要忠心 只提这一点
管家要求的态度就要忠心，只提这
点，可见忠心是服事神最基本的要件：
可见忠心是服事神最基本的要件：
不管你多有恩赐，多有能力，多有聪明有智慧；
但如果不忠心，会半途丢工作的、会贪小便宜的、会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
就不能够使神的事工，由内而外由始至终的完成，那神的名也会受亏损。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他都认为是极小的事、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这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
但是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像仍然保罗跟教会的部分信徒，
感觉上有些张力 他是被论断的
感觉上有些张力—他是被论断的
 就是有一些假教师进到教会里面，做了扰乱的事情，
也有部分的信徒受到了煽动、受到挑唆，
以至于他们就质疑保罗使徒的职份
保罗是奋力要来维护他使徒职份的，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意思就是保罗不是使徒，
因为 如果你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 意思就是保罗不是使徒
他们有这样的怀疑的话，那当然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就同时被质疑。
福音不可以被质疑，所以保罗奋力要维护他从神、从主耶稣基督蒙神所奉召，
所作使徒的身份，他是非常的坚持这样的一个服事身份，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提前一12「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 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事
因祂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祂。」
」
 保罗感谢主给他力量并且认为他是一位可信任的仆人
 但是，所有美好的品格都不是自己有的。
但是 所有美好的品格都不是自己有的。

林前七25「既蒙主怜恤能做忠心的人」
把林前七25、提前一12 配在一起，
你就知道保罗不是自负的说「因祂以我有忠心」，
他很清楚知道他是蒙了主的怜恤才能够做忠心的人。
所以忠心是神所赏赐的美好品格
所以忠心是神所赏赐的美好品格，
我们今天如果能有美好的属灵品格，都是主的怜悯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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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这个字有定罪的意思。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这地方的「称义」用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地方的「称义」用的是
个被动的语态，
不是保罗对他因信称义没有把握，而是说，为自己的无罪为自己的有理来辩解，
保罗说他不要这样做。「称义」就是以自己、以什么为是、以什么是对的，
或者说显明谁是有理的，保罗不为自己辩解，
不说他就是对的，也不说他就是有理的。

6-8 工人的禁忌，禁忌的意思，要去「忌讳」什么事情？…
工人的禁忌，事奉者要特别留意，你不要去碰它，当然也包含前面论断的意思。
工人的禁忌
事奉者要特别留意 你不要去碰它 当然也包含前面论断的意思
 不要去做一个论断的、定罪的人
 我们当然可以指出人的错处为着希望他悔改，希望他反省，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定他的罪，只有主才能够定罪，只有神才能够定罪，
事奉者要特别小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禁忌了

罗二1「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6-8 首先就是自高自大，6「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
首先就是自高自大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所以论断就是有定罪的意思。但他说他也不要自认为有理、他也不要自认为是对的，
他要把这个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但是主来，祂会把一切的事情显明。
那当然，在神面前站得住的、站稳脚步的，就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事奉主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都要为自己来辩驳吗？
很多时候可能 我们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把审判权交在神手中，可能更是一个有智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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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在福音上加添了哲学的看法，他们高举智慧、高举教师，
然后靠自己的想法来分别说谁是最好的智慧老师 他们重这个 轻那个
然后靠自己的想法来分别说谁是最好的智慧老师，他们重这个，轻那个，
所以在群体当中就开始有了纷争，一有纷争，合一就没有了，谦卑就没有了。
在高举老师、教师的同时，就是高举了自己，忘了基督徒，我们唯有高举神。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学习效法使徒，不要过于圣经所记，不要高抬、不要高举人。

保罗提醒信徒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要来遵从、要来高举神、要小心。
「自高自大」 这个词在林前 出现有六次，
「自高自大」，这个词在
出现有六次
 林前四 有三次，6、18、19，五2，八1，十三4，
所以「自高自大」在 哥林多前书就出现了六次
 还有一次在 西二18，新约就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字
可见保罗他认为「自高自大」这个词，
放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是最合适的。
放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是最合适的

保罗知道他要谨守的分际—他是基督的仆人，「仆人」是希腊文「奴仆」这个字，
奴仆是没有主权的 主人把他买来就有了完全的权柄在这个仆人的身上
奴仆是没有主权的，主人把他买来就有了完全的权柄在这个仆人的身上，
奴仆是完全没有主权的。保罗在罗马书讲到基督的仆人，用的是「奴仆」，
意思就是主权完全交给神。我们服事主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是以基督为主。
罗十9「以基督为主」，如果基督是主，祂是我生命的主，创造生命的主，
祂是救赎的主，意思就是祂是我生命的主。我生命中的，心中的宝座
只有我们的主坐在其上，如果别人把服事者高举，过于圣经所记又过了神的吩咐，
过了神的教训，那么非常大的危机会出现。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不要自我膨胀 基督徒也是：我们可以说感谢主赐给我们好的牧者
不要自我膨胀，基督徒也是：我们可以说感谢主赐给我们好的牧者、
有这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高举过于神。

箴十六18「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箴十八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所以自高自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就是在败坏、在跌倒之前会有的，
 一个人骄傲、自以为是、高举自己、自我膨胀，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一个服事者，不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自己，
如果一个服事者 不把荣耀归给神 把荣耀归给自己
自高自大，那也是一个危机的出现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服事者在第三章 的最后已经看到：所有一切教会的宏观、国度观，
 所有一切，也就是神兴起一切，都是为着祂的儿女
 仆人、事奉者、牧者，其实是神为教会信徒所预备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属于谁的，
而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主的
而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主的，
我们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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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罗用一个讽刺的语言、口气：「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

7「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甚么不是领受的呢；

自己就作王了！」后面他就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我愿意你真的是作王
自己就作王了！」后面他就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愿意你真的是作王。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彷佛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彷佛不是领受的呢？」
这个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约三「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们感谢主，今天所能拥有的，是神从天上赐下，使我们能够得着可以享用，
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但是如果自高自大我们就会说：「这是凭我自己」，
这个是 个很危险的事情 特别哥林多教会是有恩赐的 也是很丰富的 个教会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特别哥林多教会是有恩赐的，也是很丰富的一个教会，
在林前一4-9 感恩的那个部分，就会看到保罗为他们在基督里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来感恩。
但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不是凭自己的能力而得来的，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人要懂得认识自己，人要懂得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更深的感谢，
警醒的感恩，如果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那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好像那一切都是凭自己得来的，这是保罗的一个提醒。
这些提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这些提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有了一切，就自以为是了；有了一切，就自以为高高在上。

9 保罗说他不是王，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定死罪的囚犯。

人自以为有了一切属灵、物质的丰富之后，他就骄傲起来，这就是他危机的开始。
太五3 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不是说只是谦卑而已，「虚心」的意思是灵里贫穷。
灵里贫穷，自己没有他就会到神那里求、到主那里要，他就盼望能够从主那里领受，
灵里贫穷
自己没有他就会到神那里求 到主那里要 他就盼望能够从主那里领受
他没有、他希望有，所以灵里贫穷的人当然不会骄傲，
只会谦卑或者更认识自己的软弱，就会到主那里来求恩典，
那么主会赏赐给他，天国的丰富都是他们的。
太五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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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都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知道自己没有，然后我们知道主那里丰富，
丰富又非常多的恩典，有极大的丰盛，就到主那里求，这样的人有福了，
认识自己的没有 又看见了 知道了在神那里的丰富
认识自己的没有，又看见了、知道了在神那里的丰富，
到主面前求，他们就可以得着饱足，就可以得享天国的丰富。

教会本来应该是主来掌权，应该是基督作王，应该是神来作王，
如果是人来掌权 就会有乱象 为什么呢？因为人意代替了神意
如果是人来掌权，就会有乱象。为什么呢？因为人意代替了神意。
从自高自大，衍生出骄傲，衍生出自夸、论断，分门别类，纷争结党，
最后就是自己作王，这是极危险的一件事情。
任何教会，今天、历世历代皆是如此，如果我们常说把世界的那一套带进来，
或者说用人意来代替了神的意思，教会就开始混乱，神同在的恩典就没有了，
如果教会失去了神同在 失去了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典 那教会还像个教会吗？
如果教会失去了神同在，失去了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典，那教会还像个教会吗？
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以马内利，对我们个人、对教会而言都是这样，
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是一个得享属天恩典跟福气的人。

有生命的见证摆在信徒的面前
有生命的见证摆在信徒的面前…
9-13 保罗说他成了一台戏，前面讲到作王，
9 说他是定死罪的囚犯，这个差别真的是天差地别。
9「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在这里我们看到定死罪的囚犯，而且是公开示众的，就是受人唾弃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定死罪的囚犯 而且是公开示众的 就是受人唾弃的
 一台戏，演戏的人是都站在人面前，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好像是很出风头、
光鲜亮丽、能够得着掌声，演戏的人在台上，应该是这样的光景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灯台挪走，就好像启二，
七封信的第一封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很殷勤、能吃苦耐劳，
还有恩赐能够分辨真假先知。但为什么主说祂要把灯台挪走，
就是有一件事他们被责备，启二4「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如果今天只是看重外在的 外显的工作 就觉得不得了了 就觉得教会没有问题
如果今天只是看重外在的、外显的工作，就觉得不得了了，就觉得教会没有问题，
那其实可能问题还更大，或者说问题还隐藏在其中，很快就要显出来。

但是保罗这里不是，从上下文来看，这台戏真不好演，
这台戏他是定死罪的囚犯，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活见证，
或者说用演戏来看，这台戏是给所有的、全宇宙来看的、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给所有的神所造的万物来看，这个就是很不容易。
为什么？因他的身份 在这里 他把自己比作定死罪的囚犯
为什么？因他的身份，在这里，他把自己比作定死罪的囚犯，
保罗传福音的不容易，我们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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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我们会看到保罗这位服事主的人，工人的榜样，

11

12

10「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

十六8-9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

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他们自夸聪明，
我们软弱
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他们自夸聪明
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
这些信徒他们自夸聪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强壮，觉得自己很荣耀。
但是，一个服事主的人，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
 11-13「直到如今」他在演这台戏：「直到如今，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
后面有许多为福音所受的苦 两个「直到如今」 11「直到如今」
后面有许多为福音所受的苦。两个「直到如今」，
 然后13「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反对的人多，他是不是要赶快走呢？反对的人多，逼迫就大，但不是这样
 保罗说他反而要继续留在以弗所，反对的人多但是福音的机会也大，因为有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所以由此可见服事主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一切
而不是从环境、从自己来定夺什么。人认为悲惨的事情，保罗从神的眼光来看，
他看到有机会 他看到人对福音的需要 他对人的灵魂负担更加的强烈
他看到有机会，他看到人对福音的需要，他对人的灵魂负担更加的强烈。
9-13 看到保罗说他亲手做工，他忍受逼迫。
林后十一彷佛有一个受苦清单，有很多很多保罗所受的苦的一个描述。
甚至保罗所受的苦还不止于这样；这一段已经让我们看到服事主的艰辛，
以及保罗在主里面事奉要走完全程的这个心志，以至于到最后，他在 提后讲到：
美好的仗 他都已经打完了 他所守的道他也已经守住了
美好的仗，他都已经打完了，他所守的道他也已经守住了。
到最后的时候，在 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走完了全程，给后世做了榜样，
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
这是何等让人羡慕，何等让人尊重的这位神仆人，所带出的生命见证。

保罗是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可见保罗所经历的苦难，以及他对苦难的反应。
当然从希腊人的价值观他们对保罗这个反应是不以为然的，
他们会认为智慧教师就是应该能够有许多的掌声，
怎么会是这种光景，他们对保罗的反应是不以为然。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保罗他是以服事主 作神的仆人为荣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他是以服事主、作神的仆人为荣的，
虽然他在生活上碰到许多的困难，他在服事上有许多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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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b「我求你们效法我」，「求」这个字有恳求、有邀请、有鼓励的意思，

保罗为父的心肠，14-21保罗以福音来生养的这些神的儿女，虽然他离开了他们，
但他还是十分的关切 他也是用爱心来警戒 特别提醒他们该注意的事
但他还是十分的关切，他也是用爱心来警戒，特别提醒他们该注意的事。
14-15保罗对信徒的爱是十分的深厚的，不论他们从别人的工作受益多少，
他们真正从保罗的受益就得着好处，仍然是最多的。所以保罗有父亲的爱，
也有从神领受的权柄来要求他们，提醒他们要看重，他有劝勉对这些神的儿女。
所以警戒他们：14「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 我求你们效法我 」
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如果只是圣经教师在这里教了一段时间就离开，就到别的地方去，
那可能就是 个师傅的角色
那可能就是一个师傅的角色
 但是就保罗来讲他是为父的心肠，虽然以宣教士的脚踪而言，
他必须还是要继续往前去传福音，但是他留在哥林多也有
一年半的时间，他以福音来生养建立这个教会，他一直关心他们，
年
来 养建
直
虽然他人不是一直在他们当中，但是他的关心，却是如同属灵的父母一样
所以在这边说「师傅虽有一万
所以在这边说「师傅虽有
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为父的却是不多」，
保罗是以为父的心肠来提醒他们，来劝勉他们。

保罗不是骄傲，他乃是以属灵父亲的身份在说话，父亲有权柄要求孩子听他的话，
保罗不是骄傲
他乃是以属灵父亲的身份在说话 父亲有权柄要求孩子听他的话
当然他也必须做到能够成为孩子效法学习的榜样。
保罗也特别说，要信徒能够效法他，如他效法基督(林前十一1)。
这一段是非常宝贵的，讲到为父的心肠，牧养教会如果没有为父的心肠，
那么岂不就是雇工了吗？约十耶稣说祂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
但是雇 碰到危险 第 个跑了 因为他是雇
但是雇工碰到危险，第一个跑了，因为他是雇工。
我们在教会里服事是雇工还是牧人呢？我们自己去检视一下：我们是真的有负担，
然后真的是被神所带来？我们在祷告中清楚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来服事的禾场吗？
这是神要我们来事奉的地方吗？如果我们是牧者，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
如果不是全职的工人，也必须要对我们所服事的对象有爱，
否则的话，所带出来的，就没有生命的热度，没有爱的这样的热度。
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让我们看到他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是所有服事主的人，
特别是牧者 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可以清楚的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爱
特别是牧者，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可以清楚的从神领受这样的
个爱，
这样的关切，这样的一个看重羊的需要的，我们要做一个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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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以后，保罗告诉他们这封他现在所写的信，是要请提摩太带到他们当中；

今天很多的书道理是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呀。
但是从神而来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但是从神而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
切相信的，它也给我们能力，
它也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活出主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所以能力是从神而来。
保罗不是把言语跟权能来做一个这样的对照，言语跟权能本身不是对立的，
但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些是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保罗反对的是用人间的智慧言语，
来替代真实福音的大能。所以呢，保罗特别强调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什么言语？19「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因为他们在论断保罗…
「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因为他们在论断保罗
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权能、权柄，可以说这些话呢？
因为他是使徒，他有权柄可以来行一些事，他也有从神而来的真实的教训。

他对提摩太有一点描述：
他对提摩太有
点描述：
是他在主里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也希望教会可以来善待他。
保罗特别的一些提醒，因为既然教会有人质疑他，因此就有人要抵挡他，
甚至于也很可能对提摩太有所不敬，保罗特别提醒：
18「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因为他请提摩太带信，
以至于可能他们又有别的说词 自高自大他们觉得保罗不敢到他们当中
以至于可能他们又有别的说词—自高自大他们觉得保罗不敢到他们当中。
19a「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但在这个时候保罗人仍然在以弗所服事，

所以他有 个重要的警惕，19b「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所以他有一个重要的警惕，
乃是他们的权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保罗把言语跟权能做了一个对比。其实言语和权能它不是对立的，
保罗在这里重点是说他反对的是用人间的智慧的言语，来替代真实的福音的做法，
 福音是神的大能，它不只是告诉人要怎么去做，怎么去行
 它更是知道，告诉所有领受福音恩典的人，是神赐下能力，
它更是知道 告诉所有领受福音恩典的人 是神赐下能力
让人可以做得到，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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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

讲这句话，就是他有权柄他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讲这句话
就是他有权柄他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 「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保罗不是威胁他们，而是父亲对孩子说的话：如果你不好好的听这个父亲的训诫，
那很可能就会马上出错，当然，保罗是盼望带着慈爱温柔的心，
但保罗并不是不能行使权柄的人，因为他是使徒，他有权柄。
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来提醒、告诉他们—他是从神领受权柄的，
他是神的仆人 而不是那些假教师的自以为是
他是神的仆人，而不是那些假教师的自以为是。
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性质里面，不看重宝血的救赎，只看重属人间的智慧，
然后自认为是属灵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部分的信徒的问题，
他们对使徒的权柄有怀疑、有否定，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保罗是看到，他也知道教会的一些光景，所以他提出一些训勉、
一些警戒，由此可见保罗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分党的问题，
从 第一章到 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高举智慧，
高举智慧所衍生出来的许多的问题
高举智慧所衍生出来的许多的问题，
所谓纷争结党那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19

注意20 的意思是跟着19 来，不能单独来看这节，单独来看这节就是：
「神的国不在乎言语」，那我们也不用看圣经了、也不用听道
「乃在乎权能」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恩赐，你能够医病赶鬼、
你能够有一些神迹奇事，我就要高举有这个能力的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节经文 如果我们不从上下文来领受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节经文，如果我们不从上下文来领受，
单单把这节经文拿出来，其实有它隐含着一些让人会误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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