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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三,四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現在讓我們翻到哥林多前書第三章。從第二章的第十四節

開始， 保羅在這裡將人分成三類：屬血氣的人， 未重生

的人， 不認識耶穌基督的人。這樣的人， 他說不能領會

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這是愚拙的， 並且不能知道是因為

他們的靈無法辨別。所有屬血氣的人在黑暗中不能夠看

見， 不能夠知道神的事。 

當你為那些沒有得救的人祈禱， 很重要要明白的一點是像

保羅說的撒但是這世界的神， 使人盲目，使人無法看見真

理。因此人們不能夠領受， 也不知道因為撒但使他們盲目

看不見神的真理， 正如保羅向提摩太說的，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 可以醒悟， 脫離他

的網羅。” 

所以我們為屬血氣的人的禱告方向，是叫神打開他們的眼

睛使他們可以看見真理， 禱告神會把他們從撒但的力量中

釋放出來， 撒但蒙蔽他們的心思， 禱告撒但的工作被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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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住， 以致於他們得釋放而且成為有道德的自由人，能接

受耶穌基督。 

宣稱有自由的人，是屬血氣的人。那是個錯誤的說法，他

離有自由意志還遠得很。他被黑暗的權勢所蒙蔽，我們確

信藉著禱告可以讓他們脱離黑暗的權勢， 使他而成為真正

有自由意志的人，以致於能夠相信主耶稣。 

與屬血氣的人相反， 是屬靈的人， 保羅說屬靈的人能看

透萬事， 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

了。” 

屬靈的人是一個心思被聖靈掌管的人。人是三方面組成

的， 身體， 情感意志和靈魂。如果把身體擺在第一位， 

這樣你的心思就被身體的需要控制， 而且被你的身體需要

所佔據， 你就如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所講的， 体貼肉体

或是以肉体的心思來對抗神，這些都不能認識他。 

當一個人藉著神的靈重生時他成了有靈的活人，有靈魂，

情感意志和身體， 而且當聖靈擺在第一位時，你就有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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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思， 是在聖靈管制之下的心思， 像保羅這裡說的， 

“我們有基督的心。”當我們進入第三章時， 保羅會向我

們介紹第三個類別。 

弟兄們， 我從前對你們說話， 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

(哥林多前書 3:1) 

現在他正對哥林多的人講話， 在哥林多教會中， 有些已

經重生的人。然而他們却不是屬靈的， 因為保羅說，“我

從前對你們說話， 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 只得把你們

當作屬肉體的， 甚至當做是基督裡的嬰孩。 人們時常

問， 「有可能是個屬肉體的基督徒嗎？」 

屬肉體的基督徒己經接受耶穌基督做他的救主， 但是在肉

體上卻不能勝過， 仍然受肉體控制。他確信也接受耶穌基

督作為他的救主， 但不是衪的主人。因為肉體仍然在轄治

他。他需要從掌管他生命裏屬肉體的力量中釋放出來。保

羅描述的這些情況都發生在哥林多。 

他不能把他們當作屬靈的， 因為他們仍然屬肉體， 但是

保羅稱他們是在基督裡的嬰孩的，所以他承認他們是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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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中。只是不幸的他們還是嬰孩。身體能夠自然的長大， 

靈性也會自然的成長。在基督裡的嬰孩是一件美麗的事。

我喜愛看見在基督裡纯真的嬰孩。 

當一個人剛接受耶穌為主，他們的罪被洗淨時，那種對屬

靈之事的熱心，熱愛和興奮， 對我來說是很美的。在基督

裏的嬰孩是滿了榮光，主也滿了喜樂， 因為主的事對他們

來說是如此的興奮。但是這些人也有必要  繼績往前，進

入與主一個完全成熟的關係。 

在基督裡的嬰孩有許多特徵， 保羅在這裏告訴我們一些。

首先他們吃奶，因為他們不能吃肉。因此他們的第一階段

的關係是極端經驗導向的關係。當他們進入屬靈的層面

時， 他們通常感覺興奮， 喜樂和震撼， 因為這是他們第

一次開始真的能了解屬靈的事。 

當我們靈性成長發展， 神渴望我們成為一個完全成熟， 

像使徒保羅對以弗所的人說的，能成為完全的人， 在真道

上完全成熟，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因此神的心意要我們

靈性得以長大， 滿有耶穌基督長成的身量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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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是嬰兒時是美麗的，看起來可愛。我不知道有任何

事能比嬰孩更能打動人的心。嬰兒開口的第一句總是那麼

令人興奮。你的小孩第一次說“爸爸”，那真是一種令人

興奮莫名的經驗。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我們那時正住在塔

森教會後面。是一個星期日的傍晚。我們僅有一間大房

間，中間以簾幕隔開，我的小女兒，珍的嬰兒小床放在我

們房間裏，我想我太太已經去教會了，而我正打開壁櫥取

我的外套時，珍在她的嬰兒小床裏叫了一句“爸爸”。我

轉過身去，尖叫，我說“你說什麼？再說一次？”當然她

不會再重複。但是她臉上有最可愛的微笑，知道這是怎麼

一回事，好像跟我說“我己經說了”，而且從那時起她開

始會叫我爸爸。但是我迫不及待的想告訴我太太這一句

話，我們的孩子會叫爸爸了。早晨起床看看嬰兒床總是如

此的令人興奮，而且當孩子醒來的時候，她會說“爸爸”

和“啊”，我好愛這種感覺。 

現在我女兒己經長大了，但是如果我現在再到她家去，看

到她還是躺在床上像嬰兒一樣說“爸爸”，我會感到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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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然地她應該要成熟長大。當然她有。她在許多事物

上都有一些屬靈的看見，所以與她坐下來分享是件快樂無

比的事。我們現在分享的是比較高層次的。本來就應該這

樣。因為這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當一個人第一次從聖

靈重生，他是屬靈的嬰孩，在基督裡的嬰孩， 神的靈在他

們的生命裏所做的工看來是多麼美麗。但是如果經過 15

年，20 年之後，他們仍然停留在嬰孩的階段，仍然沒有長

大，在靈性上沒有成長，那是多麼痛苦和悲慘的事啊。我

們長大是很重要的。 

這豈不是屬乎肉體， 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哥林多前書

3:3) 

有說， 我是屬保羅的。有說， 我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

是你們和世人一樣麼？(哥林多前書 3:4) 

结黨或分派也是屬肉體的一個特徵，拒絕承認基督裏的整

個教會。我們要拆毀教派間的障礙，愛一個人，不論他是

浸信會的或拿撒勒人會，或是長老會的信徒――我們應該

接受他們是耶穌基督裡的一位弟兄――而不去計較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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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悲哀的是很多人不認同耶穌基督，卻認同他們自己所

參加的個別教會。你問他說你是個基督徒嗎？他說，我是

個長老會信徒。或者是個天主教徒。我以為不認同耶穌基

督是很悲哀的。下次別人再問你同樣的問題，你可以這樣

回答，你是一個基督徒嗎？是的。你屬於什麼教會？神的

教會。你怎麽加入？我藉著聖靈重生進入基督的整個身

體。 

教會的分裂是屬肉體的特微。有說我是屬保羅的， 有說我

是屬亞波羅的。保羅說，  

亞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無非是執事， 照主所賜給

他們各人的， 引導你們相信。(哥林多前書 3:5) 

他們是神所使用，帶你信神的器皿。 

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哥林多前

書 3:6)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 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

叫他生長的神。(哥林多前書 3:7) 

保羅說，“我算什麼？亞波羅算什麼？我們只是神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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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你不應該認同我們。你應該認同主。是神給予你生

命。我做的只是栽種。亞波羅做的只是澆灌。我們只是為

神所使用，讓你得救的器皿。是神給你生命，你應該認同

衪。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 

得自己的賞賜。(哥林多前書 3:8) 

亞波羅和我都屬同一神， 你為什麼試著分裂呢？我們是屬

同一位神的。 

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所以保羅將會接受他栽種的報酬。亞波羅將會接受他澆灌

的報酬，這是服事主美麗的地方， 衪為我們所做的事工给

報酬， 不是為結果給報酬；因為結果是屬於神的。 

因此我是拿薪水的，不是抽成的。我只被主雇用，教導衪

的話語；無論結果是什麼， 一切都是衪的， 而且是為衪

的榮燿。 

我不能使你的生命结出果子。我能做的是教導神的話，澆

灌你，也許有人己經栽種，在這裡我們負責澆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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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栽種也不錯。但是它都算是神的工作，是神

帶來生命， 神賜生命的話語，我只為我所做的得賞賜，因

著對神的信，只要神托付的，不管是任何事都去做， 就會

得到賞賜。 

我們需要瞭解，神為了我們所做的工而賞賜我們，但不是

為了工的結果。有時我們覺得非常氣餒，因為我們對這麼

多人作見證，却沒有人相信。我向這麼多人說了那麼多。

却不能讓一個人信耶穌基督。嗨， 不必計較。就你的賞賜

而言， 神只要求你對他們說話。 

神沒有委託我們以爭辯的方式讓人信耶穌基督，衪也沒有

要我們和人爭論聖經的正確性。我發現需要為神的話辯護

是相當可悲的。神並沒有要你為衪的話辯護。衪要你使用

衪的話。在你決鬥時，把你的刀從刀鞘拔出來，你不會說:

“你要小心了，這個劍是世界上最銳利的劍，能削掉我手

臂上的毛髮，會發出音樂般的聲音，”它是最好的鋼打造

的。你不會替你的刀劍辯護，你只會使用它。別為神的話

辯護，只要使用它。主將會自己動工。保羅替亞波羅和他

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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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哥林多前書 3:9) 

你看，我栽種，亞波羅澆灌，但是我們兩個是和神同工

的。這對我來說總是個光榮的想法， 明瞭我和神同工，在

神豐收的禾場裏共同勞動。你是神的農業管家，管理農作

物和葡萄樹等等。耶穌說，“我是真的葡萄樹， 我父是栽

培的人， 在我的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所以你是神的農業管家。他正在栽培你的生命，使你能榮

耀的結果子。然後繼續說，“你們是神建造的房屋。”你

是神的手中的工作。你不是恰克史密斯牧師的工作或羅曼

尼牧師或任何其他在這裡的牧師手中的工作。你是神手中

的工作，是神藉著衪的話，在你的生命裏動工。所以栽種

算不得什麼， 澆灌算不得什麼。是神給予生命而且叫它增

長。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 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 立好了根

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

造。(哥林多前書 3:10) 

我栽種， 你是神建造的房屋。保羅從農場到建築， 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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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轉到建築物。我栽種， 亞波羅澆灌。我立好了根基， 

亞波羅在上面建造。因為你是神的建築物。保羅警告各人

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

別的根基。(哥林多前書 3:11) 

教會是神的建築， 建造在耶穌基督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其

他的人能立別的根基。 

天主教宣稱彼得是教會的根基是可悲的錯誤。拿馬太福音

第 16 章， 在該撒利亞 腓立比， 耶穌問， “人說我是

誰？”他們開始講述人們對於耶穌的觀念。 最後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

兒子。”或“你是彌賽亞， 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

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

會建造在磐石上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

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因此天主教說彼得是建造教會的磐石。他是根基。不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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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耶穌說， “你是彼得， 在這磐石之上， 我將建立我

的教會。“磐石是什麼， 教會被建造在磐石上？彼得承認

耶穌基督是彌賽亞， 永生神的兒子，是保羅說的，耶稣是

教會被建造的根基， “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衪是教會的根基。衪是建造教會的那一位。如何建立在根

基之上我們必須很小心。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 在這根基上建

造。(哥林多前書 3:12)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 有

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哥林多前書 3:13)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

賜。(哥林多前書 3:14)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

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哥林多前書 3:15) 

基督是教會的根基。保羅承認有些人用木頭， 草木和禾楷

來建造教會。其他人用黃金， 白銀和寶石建造。但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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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建造的要被測試。它要被火測試， 當測試的那天來的

時候，建築物用的材料會被表明出來。 

我確實相信今日多數的大宗教系統是以木材，草木和禾楷

建造的。我相信我們所處的世代失去了對神的真信仰，失

去了對耶穌基督能力的信仰，不相信他說過他要做的事會

成就。因為他對彼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上。”但是不知何故我們認為若沒有我們的幫忙和我們的

天才，衪的教會就不能建立。 

因此我們要幫助衪建立衪的教會，而且我們要募款。主耶

稣想要建立衪的教會，所以我們要發展偉大的計畫， 來幫

助主， 因為沒有我們的天才和我們的幫助， 主無法做

到。 

因此我們到麥迪遜大道，學習他們的技巧。學習如何寫一

封動人的信，鼓勵人們會立刻坐下來回應我們的懇求。我

們會按手在纸巾上，當你接到這個纸巾時，把它放在你額

頭上禱告， 如果你將一佰元寄給我，你就可以得到任何你

需要的東西。這對頭腦單纯不去想其他事情的人給一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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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換一個祝福，是值得的。 

哦，我多麼渴望有一天教會能再一次被潔淨。這潔淨就如

同亞拿尼亞和撒非亞，被神聖靈的力量擊倒斷氣的潔淨。

這潔淨是當會幕被建造，他們開始敬拜神的時候，亞倫的

兩個兒子帶了凡火在主面前献祭時， 被從祭壇來消的火滅

的潔淨。 

今日有許多凡火獻在主之前，有草木的，禾楷的。有一天

這些全會被火測試。許多以耶穌基督之名完成的，都要被

燒盡並且摧毀。要小心在根基上建造。一定要使用是黃

金，白銀或是寶石。我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教會是神所

建造的， 基督是根基，但是你們要小心建造， 被測試的

日子來到， 我們的事工會被分別出來。 

你記得耶穌在登山寶訓中， 第六章說， “你們要小心不

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們看見。”換句話

說， 要小心你做事的方式不是為得人的認同和獎賞。因為

主對你說，你有你的賞賜。所以當你禱告的時候，不要大

肆公開表現。不要總是告訴別人你在禱告，以致於他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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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是個祈禱戰士。因為耶穌說，“你有你的賞賜。”當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如此大肆張揚，讓每個人都知道你施

捨，因為你有你的賞賜。當你禁食的時候，不要臉上帶著

愁容，讓每個人都知道你是如此的屬靈， 因為你在禁食。 

只叫你的父知道你暗中做這些事，你就會得到從衪而來的

賞賜。耶穌說你若從人那裡得了公開的讚揚，你也從人那

裏得到你唯一的報酬。因此我們所行的會受審判，看是屬

於那種類別的。當我們站在神的面前， 我們心裏的動機也

會受到審判。 

許多美麗偉大的成就，若我們知道這背後的動機時，我們

會嚇一跳。我做過一些失敗的事，可是我的動機卻是對

的。所以，重要的是做事的動機，而不是成果。現在保羅

從建築物比喻到個人，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哥林多

前書 3:16) 

“聖殿”在希臘文有兩個字， “heron”這個字是指整個

神殿結構。它包含了建築物， 庭院， 門廊， 甚至神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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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撒但帶耶穌到神殿的門口，就是“heron”。 

另外一個希臘字是“NAOS”，是指神聖的地方。它是耶穌

使用過的字，那時法利賽人求一個神蹟，衪說，“拆毀聖

殿，三日後我又會把它建造起來。他用了“NAOS”這

字。，這指聖殿的內殿， 神聖的地方。 

保羅說，“你是聖殿的內殿，是上帝神聖活動的地方。這

是神向人顯示衪自己的地方。是人和神發展關係的地方，

因為至聖者居住在內部的聖所。保羅說，“你是神的

NAOS”因此你的生命變成神聖活動的中心。你的生命是今

日神向人顯示衪自己的器皿。你的生命是神居住的地方，

就是你的身體。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 

每個耶穌基督的信徒都有神的靈居住在衪裏面。當你要求

耶穌基督進入你的生命的瞬間， 神的靈就開始住在你裏

面。保羅說， “豈不知你是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

頭嗎？”然後他繼續宣告。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 神的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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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的， 這殿就是你們。(哥林多前書 3:17) 

在第六章中保羅告訴我們有哪些方式會使神的殿被毀壞，

如同他告訴我們你的身體是神的“NAOS”。如果我通姦，

保羅說，我犯罪，冒犯我的身體。而我的身體是神的殿，

是與耶穌基督連結的肢體。 

如果我與一個妓女結合，實際是把基督帶到這個關係裏。

身體犯罪，毀壞神的神殿。這裡的警告是“若有人毀壞神

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我相信我們需要榮耀我們作為神

的殿的身體。我相信我們應該照顧我們的身體。吃有營養

的食物。我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遠離不良的食物， 因為有

害的食物和其他有害的事物可能毀壞神的殿。 

這裏主要是說屬靈上的毀壞神的殿。所以保持自己身体的

純潔和聖潔是很重要的。“若有人毀壞神的聖殿，神必要

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潔的，你是哪一種聖殿？”它

是一種呼召要我們有聖潔， 公義的生命。 

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

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書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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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

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 (哥林多前書 3:19) 

現在我們發覺科學上有很多騙局，科學家假裝尋求绝對的

事實真理。科學應該是事實和絕對的累積。 

但是愛恩斯坦說過，“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全都是相對

的。”在知識份子中有一個相當有趣的運動， 我們開始發

現不是所有的科學都是科學， 在科學的領域裡有許多愚弄

人的地方。 

對我來說最大的愚弄就是進化論。它應該是個科學的理

論，好像是非常可信，衆所接受的事實，卻是依照那些忠

心支持它的人來的假設。現在有許多科學家說，這裡面有

太多無法解釋的地方， 進化不是生命存在一個令人滿意的

解釋。 

那些自稱是科學家的人用進化論欺騙社會。不可否認的，

他們成功的愚弄了社會大眾。但那不是科學。進化論沒有

科學需要的實証。 

他們還未証明在一個密閉系統中能有生命的自然發生。事



19 of 35 

哥林多前書第三,四章 

實上。我們有十億個證據証明不能夠在一個密閉系統裡面

自然的產生生命。想想看，如果生命能夠在一個封閉的系

統中產生， 每次你去商店買沙丁魚罐頭或是鮪魚罐頭或桃

子罐頭時，你不知道罐頭裏是否會跳出什麼東西來。 

我們有個密閉系統，就像我們賣出了幾十億罐頭和貨物，

我們知道密閉的東西不可能自己產生生命，所以我們將食

物裝於罐頭裏封住，為了讓它們得以保存。因為生命不可

能在那种條件下形成的。 

有時候，罐頭沒有正確地密封或它們沒有做好殺菌，生命

能在它們裡面發展形成，像我們在市場工作的時候，就常

在狗食的罐頭中發現異狀。每當罐頭頂部凸出時，我們總

是要售貨員拿回去，因為它們裝罐頭時沒有完全殺菌，以

致有細菌在裡面形成，使罐頭頂部给凸出。 

每隔一陣子你有這麼一罐爆炸了，你需要整箱罐頭都寄回

去。這使得其餘的罐頭都遭殃就像進化論被當作科學的事

實。它是以科學之名來愚弄人。聖經說這世界的智慧，神

看似愚拙……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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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 (哥林多前

書 3:20) 

所以無論誰， 都不可拿人誇口。(哥林多前書 3:21) 

現在保羅說， 不可拿保羅誇口， 不可拿亞波羅誇口， 不

可拿人誇口， 因為人在最好時也是虛妄的。智慧人的意念

是虛妄的。不可拿人誇口。 

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或保羅， 或亞波羅， 或磯法， 或世界， 或生， 或

死， 或現今的事， 或將來的事， 全是你們的。(哥林多

前書 3:22)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哥林多前書

3:23) 

因此我能從保羅或亞波羅或彼得或任何其他人學習。每個

人都有所領受。當然有些人你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一

點值得聽的事， 不去聽反而比較容易些。 

所有的事物全是你們的， 所以學習你周圍的世界，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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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 為神奧秘事的管家。(哥林

多前書 4:1) 

基督的執事者，在希臘文是在底下的划槳手。他們在船底

操槳，通常被鐵鏈鎖住。在上面的人會下命令叫他們划哪

一邊，因此保羅在這裡使用特殊的希臘文是指我們是基督

底下的划手。我們在底部， 我們在基督的命令下划槳。 

然而我們也是管家，管家是掌管主人貨物的人。他管理家

務事。他為家庭的需要採購。主人的貨物交給他。雖然他

只是一個僕人， 但是卻監管主人的貨物。 

因此保羅使用第二個希臘字：管家， 我們是主人貨物的監

督者。 

所求於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書 4:2) 

管家職份的一個要求就是要對我們蒙召做的或被信任的事

忠心。你對神呼召要你做的事信實， 有一天你會得獎賞或

失去獎賞。 

你是否信實於神對你生命的呼召呢？管家的條件是要求信

實。現在保羅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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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你們論斷， 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

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哥林多前書 4:3) 

現在明顯地， 他們已經說我是保羅的， 或我是屬亞波羅

的， 或我是屬彼得的，而排除其他的等等。換句話說有些

人好像不能向人表明他們的忠心。假如他們對個人忠心， 

他們就看不起其的他人。 

所以說“我是屬亞波羅的”他們其實是看低保羅， 論斷保

羅。你論斷我時這並不困擾我， 我們時常遭遇到的論斷是

世人的論斷。但是世人的論斷總是不全的。因為我們不能

論斷人的動機， 我們的論斷就不是真的論斷。 

他們不是真的知道保羅， 他們不知保羅的心， 然而他們

說反對保羅的話， 保羅說， “嗨，我聽到你論斷我，你

論斷我並不困擾我，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第二個論

斷是自我論斷。保羅談論“我不論斷自己”就是不自我定

罪。有人不斷的論斷自己定罪自己，我認為這樣是個悲

劇。我沒有什麼好的。哦，我什麼都做不好。我真是亂七

八糟，你知道的。他們不斷的論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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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相信我應該盡力

去做然後其餘的交给主，即使是亂七八糟，卻是我所能做

最好的。我己經盡力而為了。所以我不會抱怨走開，說我

失敗了，我沒有把事情做好，或是我沒有說對話。我盡了

力。所以我將剩下的交給主。說主啊，對不起，我已盡我

所能了。因此我不生我自己的氣或者擔心烦惱，哦，我做

得對嗎？或者我應該做更多嗎，我己盡心盡力做了最好的

决定。因此我不繼續定自己的罪，這是我能夠做最好的

了。有時候我盡力而為還是不夠好，是我能力有限。這是

我能做到最好的地步。我巳盡了力。因此我就不論斷自

己，不定自己的罪。 

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 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

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書 4:4) 

保羅說，他不知道任何自己犯錯的事。但是他說即使這樣

也不証明他是公義的。不犯錯並 証明他是公義的，保羅

說：「論斷我的是主。」 

第三個是主的論斷，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也是我所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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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不管你怎麼說。（其實我是在乎的，我却無能為

力）我也不在乎自己對自己的論斷。但是我非常在乎主對

我的想法。你可能為我所做的論斷我，我不在乎。我可能

論斷自己，這也不重要。我站在主面前，所受的審判是重

要的，我所關心的是主對我做人的意見是什麼， 他對我做

的事的意見是什麼。 

所以時候未到，(哥林多前書 4:5) 

換句話說，等候神的論斷，火會來，事工會被証明，他們

是什麼種類，在他們背後有什麼樣的動機。所以時候未到

什麼都不要論斷， 別預先論斷。 

甚麼都不要論斷， 只等主來， 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 

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請注意，主將論斷你所隱藏的事物，你心裏的東西和動

機，而不是表面功夫。聖經說我們所做的每件事在他面前

是赤裸，敞開的。你說「主，我不是故意的」。哦，是

嗎？讓我們來看看。神將會顯明你心中所想的事情，就如

同你在螢光幕上看到自己的所做所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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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記得以西結被聖靈帶到牆邊，主說，“在牆壁挖個洞。

爬進去。”他爬進去裡面，四處看看，都是淫亂的書籍。

以西結說，“哦，真是可怕，這裡四周圍都是淫亂的書

籍。”主說， “我容許你進到耶路撒冷的領導者的心思裡

去看一看。這就是他們心裏想要的東西。” 

神能看透你的心思。神知道你的心中枉想些什麼。因此當

主再來那日，要照出暗中的隱情， 顯明人心的意念和意

圖，以及我們心裡的動機。希望我們每一位都能從神那裡

得著稱讚。 

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

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大， 

貴重這個， 輕看那個。(哥林多前書 4:6) 

不要成為分裂神的器皿， 神在你的生命裏有衪的目的。神

取之於眾也嘉惠於眾， 全都得益。這不意謂你由這個得到

益處，就必須離棄另一個人。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哥林多前書 4:7) 

是什麼使你不一樣呢？為什麼你那麼自高自大？你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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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使我不像那個人。是什麼使你不同呢？你有什麽價

值的嗎？你有那一點好？你有什麽有價值的東西嗎？它從

那裡來的呢？ 

你說， 是神給我的， 如果是神給你的，為何自誇呢？你

瞧，任何我擁有的有價值的東西， 都是主給我的。任何我

做的有价值的事，都是從神而來。我知道在我裡面的肉

體，出不了什麼好東西。任何有價值的事都是神給我的。

既然是神給我的，求神幫助我不炫耀自己，好像自己有很

大的能力才能，來發展這個或那個。這才能是神給的禮

物，我不能自誇，榮燿自己，好像它不是從神來的禮物。

有多少次在我做好事情之後，主將這經節放在我心。你知

道，當你完成一件事總是令人興奮。最有趣的是當事情確

實完成的時候，我喜歡表現，像是我自己做成功了，我經

常這樣子。你知道，其實不是我做成的。如果結果是好

的，榮耀歸於主。 

“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你為什麼表現像你沒有領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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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傾於表現出好像這些成就是我們自己有的，而不是神

給我們的。 

你們已經飽足了， 已經豐富了， 不用我們， 自己就作

王了。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 叫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

王。(哥林多前書 4:8) 

保羅在這裡以諷刺的口吻說，“你們已經飽足了，你們已

經豐富了，用不著我們，自己就作王了。”這是他們自我

的吹噓。但是保羅說，“我原意你們果真作王，叫我們也

得與你們一同作王。” 

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哥林多前書

4:9) 

“一臺戲”這個字有許多含意，羅馬將軍戰勝別國的軍

隊，凱旋而歸回到羅馬。將軍通常會站在他的二輪戰車上

進城，路旁站滿群眾。大家給他讚美和奉獻，而他則帶回

他們的戰利品， 和所有擄獲的人和物。 

在戰車最後面是一些可憐的人，被俘擄而帶到競技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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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丢到獅子前的儀牲者。就是這―臺戲， 他們是那些被將

軍帶回作為競技場餵獅子犧牲的俘虜。 

因此保羅說， “我願意你們果真作王”， 神讓使徒列在

末後，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使我們成了一臺戲。當這些

死囚通過時，群眾會發出嘲笑聲和噓聲，然後他們被帶到

競技場餵獅子咬食，成為人們的娛樂。我們就成了一臺

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 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

的，(哥林多前書 4:10) 

再一次， 這裡用諷刺的語調說， “我們軟弱， 你們倒強

壯；你們有榮耀， 我們倒被藐視。 

直到如今， 我們還是又飢， 又渴， 又赤身露體， 又挨

打， 又沒有一定的住處。(哥林多前書 4:11) 

有人說可憐的保羅，若他知道如何做他正面性的見證，他

就不會有如此下場。他缺乏信心。到今天還有人這樣批評

保羅。哥林多人和所有屬肉體的基督徒，曾這樣說保羅。

即使今天也是一樣。曾有牧師告訴我，你不認為保羅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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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贏過他的肉體，他就不會有那根刺。保羅之所以有那根

刺是他肉體的軟弱。 

願神幫助這些自認為比保羅更屬靈的人，或是比保羅更精

明的人。保羅是以個人的經驗來說的。他說， “直到如

今， 我們還是又飢又渴，又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

定的住處。 

並且勞苦， 親手作工。(哥林多前書 4:12) 

從服事中我没有得到足夠的薪水， 我需要工作來支持我自

身的需要。 

但是被人咒罵， 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 我們就忍受， 

因為我們把這看作： 

被人毀謗， 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 人還把我們看作世

界上的污穢， 萬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書 4:13) 

我寫這話， 不是叫你們羞愧， 乃是警戒你們， 好像我

所親愛的兒女一樣。(哥林多前書 4:14) 

這裡使徒的心為了哥林多人的態度而傷痛。因為他們不知

如何接受亞波羅同時又不看低保羅，以致於捲入這些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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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中， 這就是他們屬肉體的標誌。保羅受到被眾人論断

的傷害， 受到分裂的傷害。他說，“我寫這些話， 不是

叫你們羞愧， 乃是警戒你們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 

你們學基督的， 師傅雖有一萬， 為父的卻是不多， 因

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音生了你們。(哥林多前書 4:15) 

你可能有一萬個師傅，他們可能是一萬個前來跘倒你的

人，求神幫助我們超越一萬個要跘倒我們的。有些人都有

自己的眼光。我這星期收到了一封信，問我關於一篇文章

的意見，他們把文章寄給了我，要我瀏覽一下，作些評

論。這篇文章是對但以理預言的解釋和對他預言的國度的

解釋之了解， 他不像恰克米斯勒和其他的傳統聖經學者所

教導的一般。 

他有自己個人的一點偏見和想法。沒有人看過這樣的解

釋， 也沒有人有這樣的解釋， 但是，他卻對但以理書這

個特殊預言有著特別的了解。不僅僅有四個主宰統治世界

的帝國， 實際上有五個這樣的帝國， 而且巨像的泥脚代

表的是阿拉伯國家，等等。 



31 of 35 

哥林多前書第三,四章 

然而彼得說沒有任何經卷的預言是可以靠私人的意思去解

釋的。所以當某人說，朋友，今晚我要向你啟示一些新的

真理。以前的聖經學者們不能看見這點，為什麼他們沒有

教你這些呢？你看， 這就是新的眞理。然後他們開始給你

一些扭曲的偏見。 

沒有任何經卷的預言可以用私人的解釋。若有人宣稱對聖

經有新的瞭解和前所末見的真理， 你就知道它們是錯誤

的。因為神給我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和信仰，它們全都在

他的話語中， 它們是不為任何人作私人的解釋的。假先知

為了要支持它們自己特殊教義的信仰，就必須毁謗其他人

所教的。任何和他們相反的教導成了假先知。 

這附近有一個經常寫信給我的人。他過去常常來教會。也

不斷說他愛我。有一天他說神給他的一個異象：神要他和

我一起工作。但是他其他方面的異像卻有些怪異，所以我

沒有同意與他一同工作。他變得相當生氣離開教會，而且

寫各樣的信來指責我是一個說謊者，假先知， 一個吉米鍾

斯，一個教派分子。你們這些可憐的人都被騙了，是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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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所稱的史密斯教派所騙的。 

真是可悲，不是嗎？他本來感受神的呼召，要來你的身邊

工作，突然間神向他們啟示，說你的教導是錯誤的。當然

他們常說我知道真理，只是不敢教導它。因為他們不認識

我，我绝不害怕說我認為對的事。保羅在哥林多面對相同

的事， 他們看不起保羅。 

然而保羅說，你可能有一萬個師傅來教導你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卻只有一個父，我在信心裏生了你。看見那些你帶

來，讓他們在靈性上得救卻被些異端的師傅帶走，這是令

我何等傷心的事。因此保羅說，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哥林多前書 4:16)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裡面， 是我

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他必提醒你們， 記念我在基督裡

怎樣行事， 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哥林多前書

4:17) 

保羅在另一本書信中說，提摩太是唯一和他有同樣心意的

人。我在這裡很同情保羅的處境。他將這些哥林多人帶到



33 of 35 

哥林多前書第三,四章 

耶穌基督裡的信仰， 以耶穌基督立根基， 卻看到人們用

木材， 草木和禾揩在這根基上建房屋。 

有些各各他教堂散布在這裡，是從這裏分堂出去的，他們

想要建造教堂和設傋，用很多募款的技倆，像是辦晚會，

馬拉松式电話募款等等，這讓我很痛心，真的很痛心，因

為我教導他們跟隨聖靈和仰賴主供應他們的需要， 當神引

導的時候， 神一定會提供一切的。 

當你不跟隨神的引導，失了供應，是因為你已經走在神的

前面了。要等候主，他不只有計畫， 而且有完成計畫的方

法和資源。我們不需要依靠人， 也不需要用這世界的方法

或技倆來為神的事工募款。看見他們以保證和促銷餐會這

樣的方式來募款， 我的內心真的深受傷害，因為他們不再

熱衷於學習耶穌基督。有些人會說， 嗨， 這是成就事情

的方式，這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所以保羅派提摩太再次教

導他們真理，也就是保羅在各處教會中所教導的事物。 

有些人自高自大， 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哥林多前書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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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如果真是如此的重要， 保羅為什麼沒有親自來？他

說，  

然而主若許我， 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哥林多前書

4:19) 

雅各說，“不要說明天我們要做這和做那。”你應該說，

“然而主若許可，明天我們將要做這和做那。”因此保羅

說，“然而主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這是很好

的一個說法。 

我們該用這樣的態度過生活，就是主許可的。 

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說的言語， 乃

是他們的權能。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 乃在乎權能。(哥林多前書

4:20) 

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

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哥林多前書 4:21) 

你想要我怎樣來呢？帶著刑杖來糾正你還是存慈愛溫柔的

心來呢？保羅用這點結束關於他對哥林多教會因為屬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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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紛爭討論。 

現在他將開始深入一些比較困難的論點和存在哥林多教會

中的問題， 例如不道德的問題， 聖徒們彼此打官司上法

庭的問題，再一次談到基督的肢體就是教會合一的議題，

下個星期我們進入第五，六章時會談到肢體的合一。所以

你們可以預先讀讀，我們下星期日晚再繼續。 

萬物都是屬於你的，你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地方學習，大多

還是從神而來。當你讀神的話，等候聖靈時，願你用心學

神的事，使你長大成熟，成為衪想要你成為的樣式。願神

與你同在， 祝福你， 在你的生命中看顧你， 給你一個愉

快的星期， 奉耶穌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