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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為為為為福福福福音音音音放放放放棄棄棄棄使使使使用用用用你你你你的的的的自自自自由由由由（（（（9:19:19:19:1----27272727））））    
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10/2910/2910/2910/29////2020202018181818    

一一一一....    供供供供奉奉奉奉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僕僕僕僕人人人人（（（（9:19:19:19:1----14141414））））    
1.1.1.1. 前前前前言言言言    

1) 在第八章中，保羅設下基督徒的自由的界限。這界限是基於因關心周圍基督徒的

福利所行出來的弟兄之愛。他將這原則概括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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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當我們行使我們的自由時冒犯了別

人，我們就已經超越了使用自由的權限。 

2) 到了第九章，保羅說明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如何按著這原則行。在 1-18 節中，他

論到他有權利接受他所牧養的人的供奉。在 1-14 節中，他說明他擁有這權利，

而在 15-18 節中，他說明為何他不使用這應有的權利。最後，他又在 19-27 節

中，解釋為了要為基督【多得人】的緣故，他情願放棄使用任何應有的權利。 

3) 在本章第一段（9:1-14），保羅列出六個理由說明他有權利接受他所牧養的教會

的供奉： 

a) 他是一個使徒； 

b) 工人得工價是天經地義的； 

c) 有神律法的根據； 

d) 別的教會領袖也是如此行使他們的權利； 

e) 舊約祭司就是如此行的； 

f) 這是耶穌所命定的； 

4) 第一個理由只與使徒有關，因此不適用於今天的傳道人。其餘五個理由都可以應

用在教會歷史的任何時期，在每一個牧者和基督工人的身上。  
2.2.2.2.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是是是是一一一一個個個個使使使使徒徒徒徒（（（（9999::::1111----6666））））    

9:1 我不是自由的麼．我不是使徒麼．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麼．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

所作之工麼。 

9:2 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裡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 

9:3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 

9:4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喫喝麼。 

9:5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

兄、並磯法一樣麼。 

9:6 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    

1) 第一節包含有四個問題，都是反問，而且答案都是顯然的，不需要作答。 

2) 第一個問題是【我不是自由的嗎？】。在哥林多教會寫給保羅的信中（7:1），

提到教會中有些信徒濫用他們在基督裡的自由。這自由是保羅曾親自教導過他們

的。在此處，他闡明他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他的意思是“我與你們一樣有自由。

而且我與你們一樣珍惜我的自由。但我更珍惜另有一些更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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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個問題是【我不是使徒麼？】。身為一個使徒，他比一般的基督徒有更多的

自由。保羅常意識到他的使徒身份，因此他沒有傳揚他自己的哲學或以他自己的

名字來牧養和事奉。他是神的使徒，被任命去將福音傳給外邦人（徒 9:15）。 

4) 在此處，他提供了兩個他的使徒身份的證明。首先，他見過主耶穌：【我不是見

過我們的主耶穌麼？】。一個使徒必須是一個基督和祂的復活的見證人（徒

1:21-22）。保羅不是耶穌在地上那段時間與祂在一起的門徒們之一，但起碼在

三個不同的場合中，他曾親眼看到復活的主。主在保羅信主時向他顯現（徒 9:4-

5），並據我們所知的另兩個異象中向他顯現（徒 18:9-10; 22:17-18）。保羅可

以見證他曾親自遇見復活的基督。 

5) 第二個見證是在哥林多信徒們的身上。【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所作之工麼。假若

在別人我不是使徒、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哥林多教會是保羅使徒工作中的一個

果子。他們得救的信心，和他們對神的認識是藉著保羅忠心耿耿的傳道和管教而

來的（徒 18:1-11）。 

6)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在主裡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在古代，【印證】（seal）

被蓋在所屬的貨櫃，信件，和其它之物上，表示所有權，不可任人隨意更改或代

替。蓋有【印證】之物件不但表明其擁有權，也保證其真實性，不是冒牌貨。哥

林多教會就是保羅使徒身份的活生生的【印證】，證明他的真使徒身份。 

7) 保羅接著說，他【對那盤問我的人……分訴】。【盤問】（examine）是一個法

律名詞，就是在一案件被裁定前所作出的調查和詢問。他希望能清楚地為他該有

的權利【分訴】（defense）。 

8) 首先，他應得他所牧養的信徒的供奉。【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喫喝麼】？意

思就是，身為一個神的牧人（即使不提使徒的身份），難道他沒有權要求教會供

給飲食嗎？（提前 5:17-18; 加 6:6） 

9) 他繼續說，【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

使徒、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樣麼】？“難道我沒有權利娶一個基督徒姐妹，無

論我往何處去傳道，她都與我一同事奉嗎”？其他的使徒們，包括【磯法】（彼

得）都是已婚的，就如耶穌的弟弟們也是一樣。保羅可能是一個守寡的。無論如

何，他有權去娶一個女信徒。雖然他選擇獨身，但在基督裡，他有再婚的權利。

他有權與其他使徒一樣，帶他的妻子與他一同傳福音，一同受教會的供奉。 

10) 這一節經文好像暗示了一個原則，就是教會必須供應足夠的金錢給牧師，佈道

家，宣教士，和此類的基督徒，使他們的妻子不需要出去工作，可以有更多時間

在事奉上幫助她們的丈夫。 

11) 這節經文也可以應用在教會也應當負擔與傳道人一同旅行傳道的妻子的費用，

【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樣麼】。 

12) 保羅帶著一點嘲諷地問，【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保羅和巴拿

巴與其他使徒一樣有權不必另有工作，得以全時間事奉主。他們不需要靠自己作

工來養生，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義務。但他們卻如此行，是出於自願的。  
3.3.3.3. 工工工工人人人人得得得得工工工工價價價價是是是是天天天天經經經經地地地地義義義義的的的的（（（（9999:7:7:7:7））））    

9:7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喫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喫牛

羊的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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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用三個例子來說明工人得工價是理所當然的。在這一章，他多次採用“反

問”來指出他的要點。問題的答案是顯然的，並不需要任何回答。 

a) 【當兵的】不可能白天打仗，而晚上兼差來養活自己。他不需要自費。自有主

人供應食物，穿著，武器，住宿，或任何他們生活的所需。 

b) 農夫不可能免費替別人栽種，維護葡萄園。然後兼差來維持生活。他們【吃園

裡的果子】，並領工錢或得收成的一部分（參提後 2:6）。 

c) 牧人也不可能免費替別人牧羊。他們期望主人至少給他們一點【牛羊的奶】為

報酬。 

2) 所有這三種工人因他們的作工得報酬。這是理所當然的，公平的，是眾人所期望

的。為何對神的工人就不同呢？  
4.4.4.4. 有有有有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律律律律法法法法根根根根據據據據（（（（9:89:89:89:8----11111111））））    

9:8 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麼。 

9:9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榖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難道 神所掛

念的是牛麼． 

9:10 不全是為我們說的麼．分明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當存著指望去耕種．打場的

也當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 

9:11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

麼。 

1) 此處“作工得工價”的原則不同前面的例子，不只是【照人的意見】，而是照神

的【律法】：【牛在場上踹榖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引自申 25:4）。這句

話指【如摩西的律法記著】的一般的作法，就是當牛在做工時，也必須讓它們吃

飽。這就是它們的“工價”。 

2) 保羅說，【難道 神所掛念的是牛麼？】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指神不在乎動物的福

利，而是指祂在乎人遠超過動物。若祂在乎牛作工得工價，祂更在乎人也同樣作

工得工價。 

3) 因此保羅所要求的，甚至他所引用舊約誡命，的主要目的是針對人。就如保羅所

解釋的，神【分明是為我們說的】。人必須作工來得生活的所需。【耕種的】和

【打場的】也當【存得糧的指望】去作工。 

4) 保羅絕對有權將這原則應用在他自己身上。若一個人替另一人作工應當得工價，

一個替神作工的人也應當得工價。【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

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麼？】。若將這原則應用在事奉方面時，唯

一的不同處是以物質作為屬靈工作的工價。神供應祂自己屬靈的獎賞，但祂的子

民必須供應物質的報酬。  
5.5.5.5. 別別別別人人人人教教教教會會會會領領領領袖袖袖袖也也也也是是是是如如如如此此此此行行行行的的的的（（（（9:129:129:129:12））））    

9:12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

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1) 保羅對他該得供奉的第四個原因是哥林多教會顯然一向供奉他們的牧者們。他們

現在正在供奉的，或過去曾經供奉的，肯定包括亞波羅和彼得（參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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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保羅身為教會的創辦人，並有使徒的身份，理當比【別人】得到更多的

供奉。但他卻【沒有用過這權柄】。 

2) 即使保羅有許多理由來證明他有權利受教會的供奉，他卻放棄了這權利。原因是

【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忍受】（endure）的意思是默默忍

受或讓它過去。保羅用了現在式的【忍受】表示他仍然繼續毫無怨言地忍受任何

可以幫助他完成神的託付。他一向就是過著一個捨己的生活。 

3) 保羅以製造帳篷為業（徒 18:3）來維持自己傳道和教導的工作。他對以弗所信徒

所說的，可以照樣告訴哥林多信徒，“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

是你們自己知道的”（徒 20:34）。他不單單供養自己，並且也供養了那些與他

一同事奉的同工們（帖後 3:8）。 

4) 自己供養自己是一種【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的方法。保羅不願意初信者或慕

道友有任何理由懷疑他是為了錢或過好日子而事奉的；尤其他傳福音的對象多數

是未曾聽過福音的外邦人。     
6.6.6.6. 舊舊舊舊約約約約祭祭祭祭司司司司就就就就是是是是如如如如此此此此行行行行的的的的    （（（（9:139:139:139:13））））    

9:13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喫殿中的物麼．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麼。 

1) 保羅應當受教會供奉的第五個理由是這是自從祭司制度建立後向來的慣例。祭

司，就是那些【為聖事勞碌的】，都是靠十一奉獻的穀物和動物以及獻祭的祭物

維生的。即使在聖殿建立之前，在會幕中也是如此（民 18:8-24）。 

2) 事實上，在大祭司亞倫時代之前幾百年，亞伯拉罕就奉獻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

“至高神的祭司”（傳 14:18-20）。因為祭司的事奉是【伺候】祭壇，他們必須

為此得供奉。     
7.7.7.7. 這這這這是是是是耶耶耶耶穌穌穌穌所所所所命命命命定定定定的的的的（（（（ 9:14 9:14 9:14 9:14））））    

9:14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1) 保羅應當受供奉的最後一個理由是主曾命定這原則：【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

生】。 

2) 神的律法與神的兒子都教導祂的先知，教師，和牧師都應當因他們作主工而受供

奉。新約聖經中也有類似的的教導。保羅可能是指耶穌對七十門徒的指示（路

10:7），或指一個聖經未曾記載的主的教訓，也可能指神特別給保羅的一個啟

示。無論如何，我們肯定耶穌曾親自教導過（【主命定】）這個真理。 

3) 神命令祂的子民供奉那些服事他們的人，但他沒有命令那些服事的人接受供奉。

保羅沒有接受供奉，即使他比任何人更有這資格。但為了福音的緣故，為了弟兄

的緣故，也是為了愛的緣故，他甘心樂意地限制自己的自由，放棄這個權利。     
二二二二....    放放放放棄棄棄棄使使使使用用用用你你你你的的的的自自自自由由由由（（（（9:159:159:159:15----27272727））））        

1.1.1.1. 前前前前言言言言    

9:15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

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a) 在 9:15-27 中，保羅說明以愛限制基督徒的自由這個原則。他不用他的權利要求

他所事奉的教會供奉他。他舉出兩個理由說明他為何放棄接受這樣的供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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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他不願意失去免費傳福音的獎賞（16-18 節）。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不

想要得任何妨礙他傳福音給人的東西（19-27 節）。 

b) 前面，他已經給了六個他為何該得供奉的理由（1-14 節）。此處，他繼續說，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15 節）他不會以任何理由，據理力爭。 

c) 他補充說，【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他說這些話不是以進為退，表

面拒絕了，仍希望他們主動供奉他。他從來沒有受過任何他服事的人的供奉，也

沒有想要這樣行。他也不在此時用遮掩的方式要求供奉。 

d) 這就是保羅一貫的原則。他曾提醒帖撒羅尼迦教會，“弟兄們、你們記念我們的

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傳 神的福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帖前

2:9）。在後書中，他重複這要求，“也未嘗白喫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

作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帖後 3:8）。 

e) 保羅在離開帖撒羅尼迦教會之後，曾接受他們的支持，但那時他已不在他們中

間。當保羅在哥林多時，帖撒羅尼迦是支持他的馬其頓眾教會中之一。“我虧負

了別的教會、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我在你們那裡缺乏的時候、並沒

有累著你們一個人．因我所缺乏的、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們都補足了．我向來凡

事謹守、後來也必謹守、總不至於累著你們”（林後 11:8-9）。 

f) 保羅不接受他正在服事的教會的供奉是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我寧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他寧願死也不願意任何人認為他傳道與教導是為

了錢，過好日子。他不是一個受僱的先知，像巴蘭一樣（民 22 章），或為了

“貪財”而服事（彼前 5:2）。抱著這樣的信念，保羅對以弗所長老們宣告，

“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

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

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18:33-35）。     
2.2.2.2. 免免免免得得得得失失失失去去去去他他他他的的的的獎獎獎獎賞賞賞賞（（（（9:169:169:169:16----18181818））））    

9: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9:17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9:18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

盡我傳福音的權柄。    

1)1)1)1) 這這這這獎獎獎獎賞賞賞賞不不不不是是是是為為為為講講講講道道道道或或或或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事事事事工工工工    

a) 保羅說，【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他在傳福音和福音的內容上沒有任何功

勞。他只不過是領受了這啟示。他也不是誇口他在傳福音上的努力和能力。他

【傳福音】，比別人更加殷勤，但這卻是【不得已的（under compulsion，難

以克制的強烈衝動）】。當有一天他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時，

主阻止了他。那時，他被神分別出來，作外邦人的使徒（徒 9:3-6, 15; 

26:13-18）。保羅選擇神的呼召，“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

26:19）。但實際上，他沒有別的選擇，因為保羅傳福音【是不得已的】。 

b) 後來他發現，其實當他還在母腹裡時，神就把他分別出來（加 1:15）。就如

耶利米（耶 1:5）和施洗約翰（路 1:13-17），保羅在他出生前，就蒙神呼召

與命定。就如耶利米，保羅不能不傳福音。當耶利米因為被棄絕和嘲笑而受挫

折和情緒低落時，他想要停止傳道，但卻不能。“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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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裡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

忍不住、不能自禁”（耶 20:9）。保羅也對歌羅西信徒說，“我照 神為你

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理傳得全備”（西

1:25）。 

c) 每一個神所呼召的傳道人，在某一個時間，都會發現他是在神的難以克制的強

烈感動之下。若一個人抵擋神的呼召，或想要放棄，將如耶利米一樣，“覺得

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直到他順服。他沒有別的選擇。 

d) 除了保羅傳福音是【不得已的】之外，他也說，【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

了】。保羅是說，他若不順服這呼召，他就會遭受嚴厲的管教。對不忠心的僕

人，神許諾最嚴厲的審判（雅 3:１）。 

e) 保羅樂意傳福音，但卻不是【甘心】的。【若不甘心】的意思不是指他不願意

順服，而是他不是自動自發的。他願意傳福音不是出於他的意志。事奉基督不

是他主動的，因此他沒有得【獎賞】，只得【責任】。神將傳福音的【責任託

付給他】，對此他既不配，也不期望得獎賞。 

f) 【責任】的原意是管家的職分（stewardship），指別人託付我們管理一件貴

重之物或一件重要的事。這名稱切合每一個蒙召做神僕的人。神給祂的僕人祂

看為貴重的，要祂好好看顧，並許諾將嚴厲管教那些不盡責的。保羅用【禍】

這個字來形容即將遭受的痛苦。  
2)2)2)2) 這這這這獎獎獎獎賞賞賞賞是是是是為為為為不不不不得得得得工工工工價價價價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    

a) 保羅在提到他不能因傳福音而得獎賞之後，他接著在 18 節提到他可以得到的

獎賞。 

b) 福音已經託付給保羅，他也有強烈的感動去傳福音，因為若他不如此行就會有

嚴重的後果。但他對是否得傳福音的報酬倒沒有強烈的感覺。在這情況下，他

完全可以期待得到他所服事的人的供奉。他沒有得供奉，這是他的選擇，而不

是他必須這樣作。這樣的選擇給他帶來大大的滿足和喜樂，並且他知道因這樣

的選擇，他將領受一個獎賞。 

c) 他決定不【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他願意日夜作工來養生，而不成為他服事

的人的負擔，免得他們認為他的服事是為了錢。 

d) 保羅的喜樂和滿足，使他放棄自由，不據理力爭一個應得的權柄。他如此行，

為的是在基督的工作上有所貢獻。  
3.3.3.3. 為為為為基基基基督督督督贏贏贏贏得得得得失失失失喪喪喪喪的的的的靈靈靈靈魂魂魂魂（（（（9:199:199:199:19----27272727））））    

1) 藉著捨己（9:19-23） 

9:19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9:20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9:21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神面

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9: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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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a) 保羅不使用他的基督徒自由的主要原因是【為要多得人】。他深深相信“有智

慧的必能得人”（箴 11:30），並且為了帶領人到基督面前，他願意犧牲任何

的權利。以他的權利而言，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但因為他愛所有人，

他樂意為他們的緣故，限制自己的權利。他好像【作了眾人的僕人】。只要任

何事絆倒人，冒犯人，或妨礙人在主裡的信心，他就調整他自己的習慣，喜

好，和他整個生活方式。 

b) 首先，【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在聖經允許的範圍內，他會盡量像猶太

人一樣與他們相處。雖然在基督裡，他不再需要被猶太教的禮儀和傳統所捆

綁。照著行還是不照著行並不影響他的屬靈生命。但若照著行可以打開向猶太

人傳福音的門，他會毫無猶豫地照著行。以前律法的約束如今成為愛的約束。

很清楚的，他的動機就是使猶太人在基督裡得救。 

c) 提到他的同胞猶太人，保羅說，“我心裡所願的、向 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

人得救”（羅 10:1）。若他傳福音給外邦人引起一些猶太人因發憤而信主，

也是好的（羅 11:14）。在這節經文之前，他說，“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

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 9:3）。 

d) 若他因同胞猶太人的緣故，願意受咒詛，與基督分離，他肯定也願意為他們的

緣故，守禮儀的規條，守特別的節期，或禁止吃某些食物；為要得【律法以下

的人】。在保羅要帶提摩太同去傳福音之前，“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就給

他行了割禮”（徒 16:3）。提摩太的行割禮對他自己，或保羅，沒有一點好

處。但對向猶太人傳福音的事工卻有很大的好處。相對於可以使一些猶太人信

主，這是一個極小的代價。 

e) 因為猶太人仍然【在律法以下】，當保羅在他們中間，就【作律法以下的

人】。在他的信仰，教導中，他從未表示守律法有任何屬靈的好處。這雖然不

能幫助人得到或保存救恩，但卻是打開在猶太人中間傳福音之門的一個方法。 

f) 第二，【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當保羅在外邦人中間作工

時，他也願意活得像一個外邦人。 

g) 為了避免別人的誤會，他清楚地表示他所指的不是忽視或違背神的道德律法

（十誡和其它的道德誡命）。這些已經在新約之下被鞏固了。譬如，不只是殺

人才是犯罪，連恨弟兄也同樣是犯罪。不只是姦淫才是犯罪，連動淫念也是犯

罪（太 5:21-30）。愛並不廢除神的道德律法，而是要成全（羅 13:5, 10; 太

5:17）。所有在基督裡的是【沒有（外在的）律法的人】，卻【在（基督的）

律法以下】。每一個信徒都在耶穌基督的律法義務之下，是藉著愛的動力，而

不是律法的外表。 

h) 然而，除非違背道德律法，保羅仍然與外邦人的習俗認同。他吃他們所吃的食

物，去他們所去的地方，穿他們所穿的服裝。再次，他的目的是為基督【得沒

有律法的人（外邦人）】。 

i) 第三，保羅【向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他願意與那些沒有能力深入明

白福音的猶太人或外邦人認同。當他在這些【軟弱人】中間時，他就作【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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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就降低到他們能夠明白的水平。對那些需要簡單和重複講解的人，他

就講他們容易領受的道理。目的就是【得軟弱的人】，領他們得救。 

j) 簡單地說，保羅成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

的好處】。他沒有在福音上妥協。他不會改變任何福音的真理來滿足任何人。

他願意委屈自己來遷就任何人，為的是領人到基督面前。他絕不犧牲任何真

理，但他卻願意犧牲他本身的自由。 

k) 若有人被福音的真理冒犯了，這是他自己的問題。但若他被信徒的不必要的行

為或做法冒犯，他的問題就成為信徒的問題了。這不是律法的問題而是愛的問

題。 

l) 保羅以活出福音和傳福音為他生活的中心。【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

故】。保羅如此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就是一同分享福音的好

處與福氣。他要他們與他一同在神的家庭裡。  
2) 藉著節制（9:24-27） 

9: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

獎賞。 

9: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

的冠冕。 

9: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9: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a) 若沒有【節制】（self-control），就無法限制自己的自由。人的罪性不喜

歡，並抗拒被限制，甚至以屬靈自由的名義為藉口。知道過愛的生活的原則是

一回事，但行出來卻是另外一回事。保羅將之行出來，因為他要【得獎賞】。 

b) 在一個運動會中，賽跑總是最吸引人的，這也正是保羅用來解說忠心基督徒生

活的例子。【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prize）的只有一人】。

若不是為了【得獎賞】，誰願意忍受長期，辛苦的訓練。然而，在許多參加賽

跑的選手中，只有一個能得【獎賞】。 

c) 一般賽跑場上的賽跑與基督徒的【賽跑】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每一個基督

徒，只要願意付出努力訓練的代價，都可以【得獎賞】（may win，第一

名）。他們不需要與其他基督徒競爭，而是與現實上，身體上，和屬靈上的攔

阻競賽。每一個基督徒與自己【較力爭勝】，使每一個人都在引人歸主的事上

得第一名。因此保羅勉勵所有信徒，【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

賞】，將任何影響別人得救的事放在一邊。 

d) 緊緊抓住自由和權利肯定使我們輸掉引人歸主的賽跑。許多哥林多信徒的見證

有限，只因為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自由。他們拒絕放棄他們的權利，因此只帶領

少數人信主，而冒犯了許多人。 

e) 在比賽中，運動員必須非常有紀律，而且【諸事都有節制】。保羅卻問，基督

徒為什麼作不到。【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

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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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運動員所得到的獎賞是一頂松樹枝做成的桂冠（wreath,【冠冕】）。這桂冠

代表名望，英雄的地位。得勝者被認為是“不朽”的。但“不朽”的畢竟終有

一死，就如桂冠一樣。得勝者和冠冕，兩者都是能壞的。 

g) 基督徒的賽跑不是為短暫的桂冠或名望，他們已經真正【不能壞了】。他們賽

跑為要得“公義的冠冕……、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提後 4:8），“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

上的基業”（彼前 1:4）。這獎賞是不能壞的。 

h) 保羅【奔跑】不是沒有目的的（【無定向的】）。他已經在 19-22 節，四次說

明他的目標就是【為要多得人】，盡力領人到耶穌基督面前。 

i) 保羅用另一個比喻，就是【鬥拳】。他說，【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他不

是在與自己鬥拳，而是與真正的對手打“那美好的仗”（提前 1:18）。他不

只是出一身汗，而是參與真正的仗。 

j) 大部分的時間，保羅是與自己的肉體打仗。【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

克】指打在臉上。【服我】指使之為僕人（make it my slave , 19 節）。保

羅能夠控制自己的肉體，如同奴隸，在領人歸主上順服他。 

k) 為了打仗，保羅積極訓練自己，【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

（disqualified）了】。一個缺乏訓練的運動員自然會被淘汰了。他連跑都不

行，那能贏得比賽。保羅不想一輩子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卻沒有做到，就被淘

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