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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柄与自由权柄与自由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运用权柄？
你有自由，但为着更高的一个目的，为着爱的缘故而不用这个自由

你有权柄 但是 同样的愿意为着信徒的好处放 权柄 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你有权柄，但是，同样的愿意为着信徒的好处放下权柄，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九1-3会看到保罗说权柄的由来，1「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
保罗面对教会中有人受了假教师的煽动，他们就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保罗一连抛出了四个问题来为他成为外邦使徒清楚的差派来分诉，

来强力的争辩，因为有盘问他的人对他使徒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同时就表示他所传的福音也受到质疑，这个是保罗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他强调他的蒙召成为使徒的真实性 3「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所以他强调他的蒙召成为使徒的真实性。3「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
这样的质疑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很严重的在教会里面散播。

在 1-3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讲到他权柄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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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神所差派的，他是清楚蒙召做外邦使徒的。

4以后，保罗就讲到权柄的运用…
首先 服事主的人当然可以在服事的同时 可以享有家庭的生活 可以结婚首先，服事主的人当然可以在服事的同时，可以享有家庭的生活，可以结婚、

有婚娶、可以旅行。保罗说难道他没有这样的权柄和其他的使徒一样吗？

4他反问：「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
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彷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吗？」

6「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服事主从神领受恩典、领受权柄，
神爱祂的仆人 也为祂的仆人建立合神心意的生活神爱祂的仆人，也为祂的仆人建立合神心意的生活。

服事主的确是可以享有这一切，神也给所有服事祂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祝福，

保罗也再次提到事奉者、传道人，他是可以靠着福音养生，保罗也再次提到事奉者、传道人，他是可以靠着福音养生，

这在4、7-11、13-14多次出现，因为这也是主的命定。
14「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当然我们这蒙召做全职的服事者，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
因为是从神领受呼召，神就为蒙召者负一生的责任。

当然我们这个蒙召要非常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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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这个蒙召要非常的清楚，

甚至可以说我们需要有100%的这么样的清楚。

服事的路上有很多的艰辛，也有从恶者来的试探，撒但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我们服事的确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时候需要天天从主领受恩典和能力我们服事的确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时候需要天天从主领受恩典和能力，

主应许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就好像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保罗一生为着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应该还不止在林后十一23-33所提的那些事。

当我们看那些经文，就知道保罗的确受了许多的苦，为着福音的缘故。
所以我们服事主的确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在这条事奉的路上，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蒙召 也就是神呼召我们做全职的服事者 传道人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蒙召、也就是神呼召我们做全职的服事者、传道人，

如果我们没有100%的把握的话，碰到一些事情撒但还是会见缝插针的。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怀疑、或者对自己的蒙召没有那么样全面清楚的把握，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怀疑、或者对自己的蒙召没有那么样全面清楚的把握，
我们也可能会上撒但的当，可能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回头路，那就非常的危险，

也是不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每一位全职服事者需要很清楚的蒙召，

然后我们也必定会经历到一个服事者，他靠着福音养生的这个恩典。

神绝对不会丢弃我们，神也不会不顾我们，
祂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

4

祂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神也乐意将祂的丰盛让我们可以去经历。



诗廿三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相信服事主 我们必定会有很多在这节经文上的经历我相信服事主、我们必定会有很多在这节经文上的经历，

来印证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很清楚的蒙召这件事情是对每一位全职服事者必须要有把握的。

我们也会看到神也呼召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他们工作的岗位上，
他们也可以做职场宣教士。神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

按比例来讲神是呼召一部分的人 比例不多的人做全职服事者按比例来讲神是呼召一部分的人，比例不多的人做全职服事者。
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其实是在各个的职场上，他们要领受他们是职场宣教士，

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不是只有传道人，每一位都会经历神的话语的可靠跟信实。

诗廿三1会成为每一位基督徒在各方面的经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他的蒙召是清楚的，他使徒的职份是清楚的，
信徒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如果有任何的质疑那都不是出于神。

所以在这地方保罗用这样的一个例证来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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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地方保罗用这样的 个例证来告诉我们，

他是有这个权柄可以靠着福音养生，这是主的命定。

7在生活习俗上，栽种葡萄园的，他当然可以吃园里的果子，
牧养牛羊的 他当然可以喝这个牛羊的奶牧养牛羊的，他当然可以喝这个牛羊的奶，

所以他用这个生活习俗上来做例证。
他也用律法的条例、律法的依据，

8-11引用旧约申廿五4「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
靠福音养生这是主的命定，我们从生活的习俗上，从律法的依据上，

还有在祭司的事奉上 13「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还有在祭司的事奉上，13「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

所以保罗从多方面讲到用福音养生，在主的命定当中，所以保罗从多方面讲到用福音养生，在主的命定当中，
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从生活习俗上，从律法的依据上，从祭司的事奉上

都可以看到清清楚楚这个是有神的心意。

所以一个事奉主的人他可以有家庭生活、他可以有婚娶、
他可以行走在各处 保罗说他当然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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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行走在各处，保罗说他当然可以啊，

如果其他使徒可以，他也可以。

但是接下去，这个话语就立刻有一个转折，
在12 15保罗说他没有用过在12、15保罗说他没有用过…

12a「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
「何况我们呢？」意思就是别人和我们，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当中他所建立的，
他以为父的心肠来牧养他们，所以保罗用比较的说法，

如果别人在你身上有这个权柄 那么我当然有如果别人在你身上有这个权柄，那么我当然有。

12b「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所以他宁可放下行使权柄的自由，他放下他的合理享受，所以他宁可放下行使权柄的自由，他放下他的合理享受，

他应该可以有家庭生活的，但保罗是独身的，林前七保罗很强调婚姻生活、
婚姻的定律要合神心意，如果可能的话，

守素安常、守独身，可以更全心的服事。
保罗在这里很平衡的，他在七讲到婚娶、讲到守独身的事，

九提到难道我不能够像那些有婚姻 有家庭的使徒一样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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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到难道我不能够像那些有婚姻、有家庭的使徒一样的生活吗？

但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是放下了这个家庭的生活。

保罗强调对哥林多教会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靠福音养生，他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腓四16 他也接受馈赠 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 是从头一天开始腓四16 他也接受馈赠，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从头 天开始

就跟保罗一起同工来兴旺福音的，所以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赠

保罗却在哥林多教会给他的馈赠上，他是拒绝收取的。为什么？

这个教会一开始在林前一是有结党纷争的，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

甚至他们对保罗使徒职分也有所质疑的，在这种情况当中保罗就不取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服事者 传道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服事者、传道人，
有所取也有所不取，这个是必须要很清楚的，要有所抉择。

另外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曾经跟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一起同工，另外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曾经跟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 起同工，

甚至有的时候，他也织帐篷，供应他和他同工的需用。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保罗在他的权柄的运用上，他是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服事主的人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特别要强调在金钱、

在权柄、在各样的事上，我们必须要分别，
我们也必须要让主的心意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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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要让主的心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活出来，

活出主的心意，目的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



16以后会看到保罗的事奉原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甘心的传福音、作仆人…
16 18他是甘心传福音的 甘心意思就是指他自愿的 十分乐意的 他以16-18他是甘心传福音的，甘心意思就是指他自愿的、十分乐意的，他以

基督的福音为可夸、不是夸自己。事奉是本份，是甘心乐意更是神的托付，
保罗非常清楚知道神要他做的是什么事。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了解事奉不是挑你

喜欢做的事，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这点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有的时候一些青年同工他们会说对儿童主日学有负担，事实上，
能他们对长辈有点畏惧 儿童主日学真的是神要你全力投入的吗可能他们对长辈有点畏惧。儿童主日学真的是神要你全力投入的吗？

教会每一项服事都是神需要呼召人，然后我们也要带着负担来委身…

挑比较自己能够掌握的来做，这事实上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挑比较自己能够掌握的来做，这事实上不 定是合神心意的。

那是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比你挑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是有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事奉不是来挑自己喜欢做的事，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这个样的分辨

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可以全心的、带着真正的负担来服事，来做合神心意的工。

保罗很清楚在林前二他立了志向，
他就是只讲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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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只讲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这是他一生的服事，以基督为中心的事奉。

然后呢他就是甘心要作仆人…
18「既是这样 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18「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19「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

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保罗的事奉观是为基督、为他人，

19说自由 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 但是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19说自由，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但是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

为了传福音放下权柄跟自由，甘心受约束，作众人的仆人，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要多得人，
为要更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救。

马丁路德：「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事所有的人。」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是最自由的

但是呢 我们却甘心作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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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我们却甘心作仆人，

为着是福音的缘故也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

这边讲到说是作众人的仆人，
为着福音的缘故 对还不认识主的朋友 我们甘心的 愿意来服事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对还不认识主的朋友，我们甘心的、愿意来服事他们，

也愿意把福音更迫切的带到他们的面前。
我们还有作仆人是作信徒的仆人，林后四5「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你们」就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所以林后四5 保罗说作信徒的仆人所以林后四5 保罗说作信徒的仆人

林前九19 保罗说作众人的仆人，基本上我们就是仆人，

不管是对信徒而言，在教会作仆人，不管是对慕道的朋友，

对还不认识主的朋友，我们也是甘愿的来服事他们，

这个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

如果你听到有些人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可不作人的仆人。
这句话就有问题，因为在保罗的林前后的这两处经文当中，

我们都看到作仆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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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看到作仆人是必要的，

作仆人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很清楚的。

20-22看到保罗在解释 19如何作众人的仆人，
意思就是不论是犹太人 不论是外邦人 或者是软弱的人意思就是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或者是软弱的人，

保罗是由内而外，他的心态、跟他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就是作仆人来服事他们。

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为的是要多得人，
使所接触的人都有机会认识耶稣得着救恩。

所以 我们必须是在主的恩典当中学习作仆人所以，我们必须是在主的恩典当中学习作仆人，

仆人是没有自己的，仆人是以服事对方为重的。

一个服事者如果是非常的骄傲的、非常的主观的，服事起来就有很多的困难。个服事者如果是非常的骄傲的、非常的主观的，服事起来就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各方面、在服事的品格上，

在各方面我们需要有主的恩典有主的怜悯，当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在身上的话，我们就能够与人相亲近，
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传福音 为主多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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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传福音，为主多得人；

另外在教会里面服事信徒也能够谦卑，也能够活出生命的榜样。



我们不只是要自己作仆人、要作榜样，然后要教导信徒一起来作仆人。…
教会里面如果都是以仆人谦卑的生命在彼此事奉 彼此服事的话教会里面如果都是以仆人谦卑的生命在彼此事奉、彼此服事的话，

教会的问题当然就会少很多。所以我们必须是从心里作仆人，
这个仆人不只是外面的服事工作，你外面好像是仆人且谦卑的服事

但是你的心里是一个老大的心态，那还不是真正的仆人

仆人是需要从里而外甘心，所以保罗用了「甘心」，这个就是由里而外。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20「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徒廿一23-26 保罗完成三次宣教旅行、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带着四位有愿在身

的犹太人进到圣殿，然后行洁净的礼，并且由祭司为他们献祭的事。的犹太人进到圣殿，然后行洁净的礼，并且由祭司为他们献祭的事。

他这样做其实不是为着讨好人，而是在传福音的事上，尽量找到切入点，
在基督的律法也就是爱的律法的准则下，来与人同理，

然后进而让对方可以明白福音的真谛。23看到总结以上所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保罗在服事的这件事情上 他的生命所带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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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服事的这件事情上，他的生命所带出的榜样，

他从心里所带出来对信徒的真情，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24-27保罗鼓励要跑完全程来得奖赏，保罗鼓励信徒：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 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就是要信到底，我们服事神，

也是要走完全程，这个信仰不能半途而废。

哥林多教会现在碰到一些光景，有一些信徒在生命上
受到了 些假教师的影响 保罗为他们觉得非常的着急受到了一些假教师的影响，保罗为他们觉得非常的着急，

保罗盼望所有的人走在这条合神心意的路上，

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信就要信到底，我们一定要走完全程。， ，

这个地方保罗是用赛跑做比喻，当时哥林多每两年会举办一次运动会，
得胜的人他就会得到一顶用橄榄枝或者月桂的树枝、叶子，所编的冠冕。
保罗常常用运动员在场上赛跑来比喻一个人的属灵生活，

但是，你半途而废你不可能到达终点，如果不认清方向走偏了路，

也没有办法看到标竿 甚至于怎么样呢就上了撒但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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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办法看到标竿，甚至于怎么样呢就上了撒但的当，

在这样的争战当中，就要败下阵来。

26「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基本上来讲我们真是 我们需要奔跑这条天路基本上来讲我们真是、我们需要奔跑这条天路，

我们要认清标竿、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直跑，
标竿事实上就是主自己，为要得神在天上祂要向我们、

告诉我们要去得的奖赏，而事实上这奖赏仍然还是主自己，
主就是最大的奖赏，主就是我们的标竿。

奔跑不是无定向的 如果是无定向的 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奔跑不是无定向的，如果是无定向的，那就非常的危险了

斗拳不是打空气，打空气就是没有任何目标的

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敌对者的，因为不是打空气，我们真的是有 个敌对者的，因为不是打空气，
所以这一个斗拳，你有一个对象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是与撒但、恶者来争战，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是有一个敌对者的。

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勉励告诉我们：半途而废没有办法到达终点，

要认清方向 也要认清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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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清方向、也要认清敌人，

很清楚的一个教导，要勇夺冠冕。

如果要勇夺冠冕的话呢，运动员本身都会需要节制、需要有纪律，
他们身心都愿意受约束，更何况是天路客呢？他们身心都愿意受约束，更何况是天路客呢？

保罗这地方用运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可以了解，
27a「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要有节制，要有纪律，

让身心都愿意受约束，这个是我们在奔跑天路上必须要注意。

27b「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和合本的「福音」旁边是有虚线的和合本的「福音」旁边是有虚线的，

就是它原来是没有这一个字；
但事实上一样的意思，因为你既然是传，你有传讲，但事实上 样的意思，因为你既然是传，你有传讲，

你向别人传讲那传什么呢？当然服事者，像保罗，

他是传福音，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
自己变成不够资格的，自己变成放在一旁不用的，

这个地方指事奉失去了奖赏而受到了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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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指事奉失去了奖赏而受到了亏损，

是讲到说自己反被弃绝。



在这一章，保罗甘心的放下权柄、放下自由，

为着是合神心意的服事 为着都是为父心肠 爱的流露为着是合神心意的服事，为着都是为父心肠，爱的流露，

一切是为着信徒的益处，甘愿放下自己。

耶稣在约十三祂就是作仆人来洗门徒的脚，
祂不是仆人但是祂作了仆人的工作，祂主动为门徒洗脚。
在教会我们的服事也是如此，所以，哪怕你是长老、执事、牧者，

不管是什么样的头衔 服事岗位 事实上我们都是仆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头衔、服事岗位，事实上我们都是仆人，

我们要彼此事奉、彼此服事，效法耶稣的谦卑。

另外主动作仆人，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动，另外主动作仆人，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动，
而是你看到哪里有需要，看到哪里需要补上，你就主动的去，

主动作仆人，也是非常重要。

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讲仆人的真理，不多啊！
这是我们需要去加强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好好的效法主耶稣来作仆人，
而且这个仆人是信徒的仆人 也是那个不认识主的人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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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仆人是信徒的仆人，也是那个不认识主的人的仆人。

甘心作仆人这是保罗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