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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 9-10 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會) 

我能夠做許多我不做的事。我之所以不做是我不想絆倒到一

個軟弱的弟兄，為了我在基督裏的自由破壞他和神的關係。

這是保羅所告訴哥林多人的。他告訴他們應該要善用基督裏

的自由，不該任意使用自由而成為軟弱弟兄的絆腳石。 

保羅繼續這個論點之時，他以自身的生命為例。身為使徒他

能夠做許多他想要作的，但他拒絕如此做，因為他不想讓任

何人被絆倒。他使用使徒的權柄只是從他個人的經驗中表現

出他是如何按照屬靈的原則，去教導他們，即使那是你的自

由，和權利，你不需要總是堅持你的權利或你的自由，尤其

如果它傷害到其他人的話。管理我的律法是愛的律法，是我

對我弟兄在基督裏的愛，尤其那些信心可能比較軟弱的人。

我對他們的愛，決定我的行為而不是我是否有權去做的什

麼。因此保羅說， 

我不是自由的麼？我不是使徒麼？(哥林多前書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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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使徒我可以自由做我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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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1) 

首先他使用他做使徒的標誌，就是他親眼看到主耶穌基督。

在早期的教會，作使徒的條件之一是身為耶穌基督復活的見

證人。 

今日在教會也有人宣稱他們有使徒的身份。几天前其中一個

死了，但是他們確實宣稱有使徒的權威。從新約的立場，這

是一個困難的事情－假如需要親眼見到耶穌復活而能為此事

作見證。保羅確信他看見了耶穌。他也因著使徒的身份，而

讓他的生命改變，就是保羅活生生的書信，讓世人所看，所

讀的。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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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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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你們之中的服事，你們是我服事的果子，服事的證明。

你們在主裏的事實，也就是我作使徒的印記。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哥林多前書 9:3) 

他是說到對那些攻擊他的人的防衛。他使用希臘文一些法律

的用詞。明顯地，在哥林多的分裂的教會讓一些人，說，

“可是，我們是屬亞波羅的。”他們開始在許多地方向保羅

挑戰他作為使徒的權柄。 保羅說，“我是使徒，不是藉著人

的意志，乃是藉著神的心意。”但是他們還是挑戰他的頭

行。和使徒的地位，他說，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

音吃喝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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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有

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哥林多前書 9:3-6) 

我們不必工作。做使徒有權利不工作。因為那些傳講福音的

人有權利靠福音而活。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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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哥林多前書 9:7) 

如果你去作戰，他們會提供你的所需。你不需外出買你的槍

和你的靴子，買你的鋼盔和你的軍火。那些東西都會提供給

你，如果你在空軍服役。你不需要買你自己的戰機。所以保

羅說，“有誰當兵，自備食量食向呢？” 

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

羊的奶呢？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

麼？(哥林多前書 9:7-8) 

我只是照人的意見去說或是照著聖經有的去作呢？我是使用

聖經的基礎作為依據，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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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9) 

那是律法的一部份，牛在踩踏玉米你不會套住它的嘴，當它

在耕田工作的時候，它有時邊走邊吃。你也不會籠住它的

嘴，因為它正在辛勒地付出勞力。它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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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神掛念牛，神對牛的興趣更勝過他對人嗎？保羅用舊約

中的記載表示僕人有權利，正如牛有權利吃它正在收成踏的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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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

書 9:10) 

那是收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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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10-12) 

再一次談論有自由做事的權利，保羅指出作為使徒，是神使

用這些服事人靈命的器皿，為他們使用神的話和聖靈的事，

作為使徒，他更有權利得到報價，但是他說，“我沒有用過

這權柄，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麼？伺候祭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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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領壇上的物麼？(哥林多前書 9:13) 

在舊約裏，祭司從祭物中得一部份肉和部份的麵粉，這是人

帶到主面前獻祭的祭物，祭司得到這些祭物一部份。他靠這

些帶來的東西過活。 

保羅是說我有權利接受我在你們中間的勞動而得的物質報

償。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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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14-15) 

保羅說，“是的，我有權利。但我不用它。我寧死也不拿你

一毛錢。“保羅為什麼有這種態度呢？因為在保羅的時代，

就如現代，有許多牧師用這個權柄。有許多牧師用詭詐的方

式，從人得更多錢。 

你若曾經在一些福音傳道者的郵寄名單裏，他們想像力豐

富，會不斷發展詭計，為的就是要你們對他們事工的支持。

你參與許多這樣的服事，你也陷入許多這樣的詭計中。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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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神向我啟示今晚有十個人要為這個事工奉獻一千

元。”不，這是騙人的。那是一種騙術。真是太可怕了！ 

因著這個原因許多人遠離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們說，“他們

只是要你的錢而已。”不幸的，在許多地方這是真的。這就

是為什麼在各各他教會，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呼召。這就是

為什麼在各各他教堂我們從不為奉獻作任何懇求的理由。我

們只有招待的人會來接受你奉獻袋，由你決定，沒有人會要

你奉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各各他教堂喜愛多給予人們，讓

那些說教會只想要接受別人錢的那些的人的心可以彼扭轉。

保羅在這裏也有相同的感受，他不希望被別人看成商人，只

是跟著錢走。他也不希望那成為絆倒人的一件事。 

你知道幾年前當主呼召我服事時，我看到許多為耶穌的乞求

的事，我看到各種不同類型的奉獻乞求。在學校中我甚至被

教導如何要錢，如何樂捐之類的事。但是當主呼召我服事的

時候，我說，“主，我和你商量。只要你提供我，我會一直

做你的事工。”但我決不求人捐款支持我。我求你照顧我。

我不會求人。錢從來不是我服事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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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些服事者為錢向人乞求是一種犯罪，而且是很明顯

的錯誤。你知道這就像羅馬教會賣贖罪券一樣。“你想你的

禱告被回應，就寄你的奉獻給我們。”“你有未得救的兒子

嗎？寄你的奉獻來給我們，神就會救他。”你能為你的兒子

買救恩赦罪。你能用錢買給你媽媽的救贖。你可以買各種罪

券。如果那些懇求基金的人過著簡單的生活，而不是過著奢

華的生活，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當這些貧窮的寡婦願意奉獻

從她們的社會保險金，把錢寄給這些乞求的人，而這些人卻

過著非常高格調的生活，我實在無法忍受。 

我真的認同並喜歡使徒保羅這個人，因為就金錢而言，我和

他有相同的態度。他說，“我不需要你的錢。我不拿你的

錢。我為了能夠自給自足而感到光榮。我不拿你們任何的東

西。而且我寧死也不願意叫這光榮落空。 我從不拿你們的

錢，雖然作為使徒我有這樣的權利。神定規那些傳福音的應

該靠福音養生。那是正確的。不能籠住牛的嘴。神啊，如果

他照顧牛，當然也照顧對外傳講他話語的僕人。祭司靠祭物

而活。我有這個權利，但是我仍然不要，因為我不想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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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不想絆倒人，認為我藉傳福音而富足。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 

保羅說，我並不試著作懇求。那不是我說這些事的目的。 

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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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9:15-16) 

我傳道不是為了光榮或為了錢。我是不得已的。我的心裏有

個負擔，若我不講耶穌基督的福音，我便有禍了。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

了。(哥林多前書 9:17) 

保羅說，“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因為我樂意為主

做。”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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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18) 

太好了。耶穌說，“你免費收到，免費給予。”我多麼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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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們的廣播服事不需要依靠收聽者的支持。我多麼感謝

神，我們能夠全國持續播放，不用花時間愁求人支持我們，

“要不然下星期就不能廣播了”。我謝謝主，我們能免費對

全國的人們傳福音，打動他們的心智，因為他們是何等驚奇

這個節目如何能持續下去。因為神將支持的心給這裡的人，

使他們付出遠超過我們所需要的。所以將多餘的向全世界傳

福音。  

而且你知道嗎？我們給得愈多，主送進愈多。那是令人驚奇

的事。我們試著給神愈多，祝福就更多，供應也更多。我們

看到廣播事工的拓展從原來的二十五個廣播站到超過一百二

十個廣播站加上另外一百個星期日廣播站，加上全國有線電

視。全部不收費，這是一件榮耀的事。不渴望人的支持，只

期待神的供應。保羅說，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哥林多前書 9:19) 

我不虧欠你什麼，而且我不從你那裡拿任何東西。 

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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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我是真自由的人，但是我使自己成為一個僕人為要多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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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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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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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20-23) 

保羅與大眾認同。他沒有高高在上對眾人傳講，而是以別人

的處境尋求了解，以此方式與他們認同，以致於他們能夠與

保羅認同，這樣他就能夠引領他們認識到耶穌基督，使他們

能知道神的力量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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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24) 

再一次保羅把基督徒的生命看作是一場賽跑。他對提摩太

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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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是賽跑的觀念。如果保羅是希伯來書的作者，他也

提及賽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縱的

耶穌。” 

生命是場賽跑，而保羅說，“要跑贏。”我喜歡。那樣我裡

面競爭的靈使我不願輸。每當我參加運動中，我都想贏。那

幾乎是種缺陷。它是我生命的缺陷。我想贏的欲望是如此的

強烈，每次裁判有誤判，我就失去我的冷靜。我出去就要想

贏。保羅說，作為基督徒，你的生命應該如此。要盡力去

做。好好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哥林多前書 9:25) 

那是摔角的名稱。奧林匹克在雅典舉辦時，當時全世界第二

大的運動會在哥林多舉行。因此那些在哥林多的人，對為比

賽受訓的運動員非常熟悉。 

（一人摔角）諸事都有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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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過非常有紀律的生活。 

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哥林多前書 9:25) 

他們藉著嚴格的去發展運動員的体能。他們也小心日常飲

食。他們過箸非常紀律的生活，為了能贏得比賽，和裁判的

月桂冠冕，但是月桂冠冕，會乾掉就壞了。 

如果他們樂意投資這麼多時間，精力，和努力，去換取一個

金牌，那我們不應該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得不朽壞的冠冕嗎？

那是神應許給他忠心的僕人的。跑就要贏！正如保羅說的，

跑向那個方向。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哥林多前書 9:26) 

那不是隨意地奔跑，而是以贏的意願去跑。 

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哥林多前書 9:26) 

不是作為一個打影子的拳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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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訓練身体以使用它] 

保羅說，“我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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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9:27) 

現在，保羅說到有關戒律的事，去控制自己的身體。人是有

三部分，身體，心智和靈。屬血氣的人的順序是身體，心智

和靈。當一個人重生的時候，他的順序被反轉，變成靈，心

智和身體。屬血氣的人心智是在身體的控制之下，身體是最

上層的。未重生的，罪人，很明白意識到身體。身體的需要

和慾望，是他全部的思想。你在公共場合，聽聽人們的言

談。他們談什麼呢？就是他們肉體的經驗。好像上個週末遇

到的女孩，一些新開張的酒吧，舞廳，全是屬肉體的身體經

驗。那是他們的心智所嚮往的地方。 

當一個人藉著聖靈重生的時候，他變成了靈，心智和身體。

心智是在聖靈的控制之下，而且他思想有關屬靈的事，如何

使神高興。恩想神的話語。想著他和耶穌基督的同行。他想

著有關主的事。他讚美有關主的事。他思想的是屬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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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告訴我們思想在肉體的就是死的，思想在聖靈的就是生

命，而且他有平安和喜樂。 

當我重生的時候，我是有靈，魂和身體，我的身體在最下面

感覺很不高興。我的身體喜歡坐在王座上。它喜歡管轄我。

它享受掌管我的權威，它不喜歡在下面。因此我的身體不斷

地試著管我。我肉體的欲望並不是死的。只要我活在這個身

體裏他們總是在那裡，。但是我對主和主的事物的渴慕比我

對肉體的欲望更大。我發現我要控制我的身體，因為我的身

體想回來統治而且將靈壓在下面。保羅說，“我攻克己身，

不交給我肉體的事物，恐怕我服事他人反被棄絕了。”有人

說保羅在這裡所說的是指有關他對神的服事，被神棄絕，不

被用的意思。 

攻克己身,用靈性的紀律來嚴格要求自己，對我們來說是很重

要的。如果運動員樂意通過如此的訓練只為贏得能壞的冠

冕，我們應該多要求自己，為了不壞的冠冕，我們公義的裁

判主，將給予我們和所有那些愛他出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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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告訴我們肉体與聖靈相爭，聖靈與肉体相爭。他們是競

爭的。我在爭鬥裡面我一定要攻克己身，戰勝肉体。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

都從海中經過。(哥林多前書 10:1) 

他談到他們的祖先出埃及時。神白天用雲柱，晚上用火柱引

導他們。雲不只是個引導。也遮蓋他們。他們在炎熱的沙漠

中經過，神就把一朵雲放在他們上面，在炎熱的沙漠中遮蓋

他們。每當雲柱移動，他們會跟著移動，這是在沙漠中行走

的智慧。因此神設計了非常偉大的方式來引導他們。每當雲

會移動，他們便跟著在雲柱下移動。 

當他們來到紅海，埃及的軍隊迫在他們後面，把他們困在山

谷中的時候，神把雲柱移到他們後面，放在他們和埃及人中

間。 

埃及人因為雲霧，看不見所發生的事，當神舉起雲讓他們看

見所發生的事。他們看見海被分開，他們就迫進去。當然，

主允許海洋恢復，他們全被淹死。雲柱不只是引導他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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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們的庇護所。他們活在雲柱的保護之下，當雲柱移動

時行走活在神的心意中，由神指引通過曠野。神會引導我們

是多榮耀的事，當我們尋求跟隨他的心意時，他會庇護我

們。他們通過紅海像徵著受洗禮進入和神新的關係之內，從

埃及的肉體生命被分別出來。 

他們全部被施洗。(哥林多前書 10:2) 

你知道通過海洋的象徵。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哥林

多前書 10:2) 

神給予了他們食物，他們全吃來自天上的食物。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

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書 10:3-4) 

你記得，當以色列的子民在曠野找摩西，他們說，“我們全

要渴死了，我們的牛和所有的都就要死了。”摩西進去到主

前呼求說，“主，幫助我，這些人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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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你手裏拿著先前擊打埃及河使水變成血的杖帶領以

色列的幾個長老在百姓面前走過去。”因此他帶了他的杖擊

打磐水就流出來，給人們喝而且得著生命。他們全得了。他

們全部喝相同屬靈的磐石流出的水，那磐石就是基督，他自

己說，“任何渴的人讓他來喝這水。凡渴的人讓他來喝生命

的活水。” 

盤石己被擊破，耶穌己為我們而死，如果你今晚喝衪，你就

會得著生命。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

野倒斃。(哥林多前書 10:5) 

摩西派十二位探子出去偵察陸地的時候，他們中間的十個回

來作了一個邪惡的報告，一個讓人害怕的報告。“城市好

大，而且牆城好高。人像巨人，而我們在他們的眼中好像蚱

蜢。他們是巨人，我們沒有辦法戰勝他們。”另外兩個人，

約書亞和迦勒為他們帶回一大串的葡萄。他們說，“看看這

些葡萄。我們一輩子都不曾看過這樣大的葡萄，其他人說：

「但是我們聽說巨人在那地方。”約書亞和迦勒說：“哦，

巨人是我們的囊中物。”其他人則說“哦，我們聽說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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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拿下它。”人們聽那十個人的話，就轉身走了。他們沒有

信心和不相信神會將那地給他們。因此神說“好吧，你不信

任我。你說你的孩子會被他們毀滅。我會告訴你。我將讓你

在這個曠野中飄流直到這個世代的人全死了。而你說你的孩

子將被他們擄掠，我倒要讓他們進入那地。”然後開始了全

世界最長的喪禮。足足有四十年等到他們全部死了。只有約

書亞和迦勒是那個世代被允許進入的人，這麼多人在曠野中

被毀滅。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

貪戀的。(哥林多前書 10:6) 

他們說，“讓我們回埃及。記得埃及的大蒜和韭菜。哦，它

們真好。我好久沒有吃大蒜了只是這個嗎哪，它是如此的無

味。如此的平淡。我對它厭煩了。”渴望跟隨舊的肉體生

活，埃及的生活，埃及的物質引誘，埃及的大肉餅。 

也不要拜偶像，(哥林多前書 10:7) 

在這裡注意幾件事。他們渴望追隨邪惡之事，肉體之事，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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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肉體之事。其次，他們許多人開始崇拜偶像。亞倫製造金

的牛犢，人們全都在牛犢周圍跳舞。 

他們有些人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我

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

人。(哥林多前書 10:7-8) 

在民數記中告訴我們是二萬四千人，保羅是憑記憶所寫的，

或許是保羅記錯了，因為他所寫這些是靠記憶而來，那時正

是巴籣給人邪惡的意見，要年輕的女子誘騙男子。而且他們

行淫，使神憤怒臨到他們，他們就被瘟疫所滅。 

也不要試探主，（主有古卷作基督）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

被蛇所滅。(哥林多前書 10:9) 

他們如何試探主呢？他們試探神因為他們喃喃自語發怒言，

對抗神和反對摩西，並說，“他們把我們帶離這地方好殺我

們，真是可怕。我們不應該在這裡。我們應該回家。”主的

憤怒燃燒，蛇進入營開始咬他們。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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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

我們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書 10:10-11) 

保羅兩次在這裡提到，“看看這些都是你們的例子。都是典

型的例子。你需要從他們的錯誤中學習。你不要追隨肉體。

你不要貪戀邪惡的事。你不要犯姦淫。你也不要拜偶像。你

更不要向神發怒言。”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書

10:12) 

我們不要自以為有神的恩典。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必

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

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 10:13) 

聖經說，當一個人受試探時他不該說他被神試探。每個人被

誘惑時是受他自己的慾望誘騙，貪欲而最終引致罪。 

誘惑是由心智開始，就是人的慾望。我該如何處理？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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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面臨試探。當我活在這個身體時，我受制於，我肉體的

欲望和我肉體的驅使。對人而言都是一樣的。但是神是是信

實的。他不會允許我被試探超過我的限度。他會提供出路給

我逃脫，好讓我能忍受得住。而我選擇逃脫的路是很重要

的。 

神不會強迫你遠離試探。神不強迫你做好人。當試探來時，

總是有一條逃脫的路。神總是提供逃脫的出路。如果你落到

試探中，是因為你不注意神的聲音。你不採納他提供的逃脫

出路。我以我自己的生命作見證，當每個試探臨到都有逃脫

的路徑。神說，“離開這裡。”“我卻說，哦，我只是再留

一會兒。”不，當主說“離開”的時候，我應該馬上離開。

防身之道不去用是我的失敗，而不是神的。我的罪是我的責

任而不是神的。有人想把罪丟給神，說：“神是這樣造我，

我也沒有辦法。”你會為更壞的事去責備神。不是神。神是

信實的。我不是。 

我所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前書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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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逃跑啊！拜偶像是把生命中任何事看重於神，把生命中任

何事物看重於神就是拜偶像。若你想拜偶像只是一個人刻出

來的小像，你買來在它面前下跪，在它周圍燒蠟燭，對它禱

告，那你就錯了。不！那都不是你的問題。 你的偶像大概是

一輪有漂亮麗油漆，美麗的裝飾品和一個渦輪引擎的汽車。

任何占有你，心智和生命而攔阻你和神的同行。任阿代替了

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或事物。那就是偶像。要逃離拜偶像。 

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你們要審察我的話。我們所祝福的

杯。(哥林多前書 10:15) 

那是當我們聚在主的桌子前，我們拿起杯，祝謝。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哥林多前書 10:16) 

聖餐這字是來自希臘文 KIONONIA。它就是我們在基督共同分

享，是我們與基督的聯合，是我們與基督的交通，我們與他

分享合一。當我喝祝福的杯，我受祝福，我也認同衪。 

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我們雖多，仍

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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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書 10:16-17) 

所以與耶穌基督的聯合，就是分享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體，

使我們和衪變成一體，我們也彼此成為一體。當我們同吃一

個餅時，同喝一個杯的時候，我們就成為一體。我們在聖餐

中連結，在合一中連結。當我們全都和耶穌基督聯合，我們

也在團契中聯合。就是基督肢體裏的合一。當然聖餐在教會

裏有特殊的象徵。所有的劈餅者有同一個餅，有同一個杯而

與基督合一，彼此合一。 

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

分麼？(哥林多前書 10:18) 

現在談到平安祭的觀念，將祭物奉獻給神的想法就是和神的

交通。你帶祭物給祭司，他會處理後切一部份給你。你收下

拿到外面烤了後坐下吃。你獻給神的脂肪和所有的被放在祭

壇上，燒成了甜美的香祭直到主前。祭司取了他的那一部

份，而你有你的那部份。你和你的家人坐下來吃烤牛肉，或

烤羊肉。當你們一起吃時，神吃到其中部份，而我也吃到其

中部份，因此我和神合一的。因為一起吃的觀念就是彼此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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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享的部份。 

比如說我拿一塊餅。劈開它，你拿一部份，我拿一部份，你

吃它，我也吃它。它是一塊餅。可是兩人共享一塊餅。比如

說我們這裡有一碗湯，我們兩人將餅浸在湯裡吃。現在餅滋

養我也滋養你。餅被消化，變成我的身體的一部份，同一個

餅也變成你的身體的一部份。因此同一個餅變成我的一部

份。因此我們彼此同都被這一個餅所滋養。這對他們而言這

是不需解釋的事。是一件被接受的事。 

所以當我奉獻這塊肉的一部份給神，在祭壇上燒給神的時

候，神分食了它，而我也吃它。於是我就興神合一。這是一

種很美的想法。也是一個很美好的觀念。讓我們感覺與神美

麗的合一。我們每次守聖餐，我就變成耶穌基督的一部份。

當我們守聖餐，領受杯和餅，它就變成我的一部份，我們也

變成彼此相互間的一部份。 

所以屬肉體的以色列人當他們吃祭物，他們有分於祭壇。他

們與神合而為一體。 



26 to 33 

哥林多前書第 9-10 章      

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

得甚麼呢？ 

現在我們回到第八章，整章開始於保羅說到他們吃祭過偶像

的肉，有些軟弱的弟兄經過看見他們在那裡吃，就想著，如

果保羅能做，我也可以啊，因此而被絆倒，因為他的良心會

困擾他。你是有自由，不幸地，他們在哥林多那裡使用這樣

的自由，在各樣不同偶像殿中吃祭肉。說：「我有在基督裏

的自由。」保羅現在談到這事。 

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

得甚麼呢？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

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那是在異教。殿裏的異教祭物，那是對魔鬼的奉獻。它們不

是對神的奉獻。 

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們可惹主的憤恨麼？我

們比他還有能力麼？(哥林多前書 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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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保羅就針對在哥林多一些人在異教神殿吃肉的習俗而說

的。 

保羅在這些異教徒神殿，奉物實際上是奉獻給魔鬼的，。在

申命記三十二章十六節，他說，“敬拜別神觸動神的忿恨，

行可憎惡的事惹了他的怒氣。它們獻祭給鬼魔，並非真神；

乃是素不認識的神，是進來新興的，是你列祖不畏懼的。你

輕忽生你的磐石，忘記產你的神。” 

因此祭拜這些假神和偶像，事實上是拜魔鬼。 

許多年以前在哈爾雜誌上有一則有趣的文章稱為“我看見地

獄的國王”是從書裏摘錄下來的，書名為“藉著被禁錮的西

藏”。作者談論到一年祭上帶著面具的典禮西藏宗教領導

者。它們於典禮中呼叫各種不同的魔鬼。他描述這些魔鬼們

的形狀。然後他描寫它們呼叫地獄的國王。這文章有非常驚

懼刺激的描述。真神奇。 

許多人說，“條條道路通到神。”他們的敬拜卻是非常的真

誠。雖然他們不相信耶穌，當然神會看到他們的真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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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跟隨孔子，佛祖或別的神，有什麼不同，難道我們不都

在尋求神？但是這不是聖經所教導的觀念。耶穌說，“我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保

羅在這裏說，“他們在祭鬼。”當你吃祭神的祭物而與神變

一體，同樣的道理如果你吃祭鬼的祭物，你就與撒但變為一

體，與那偶像代表的魔鬼。保羅說我不要你與魔鬼相交合

一，所以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不能吃主的宴

席，又吃鬼的宴席。 

現在他一定是想到申命記第三十二章，就是剛才對你讀的，

因為再一次他說他們獻祭給魔鬼惹主的憤怒，他還說，“我

們可惹主的憤恨嗎？”我們比他還有能力麼？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哥林多前書 10:23) 

他重複這點。 

是的，你可以說你是活在恩典之下又相信耶穌基督，所以做

任何事都沒有關係。但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處。它使

你減慢下來，它會阻礙你進步。如果你正在賽跑，想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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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就不要帶額外的行李，或增加重量，那會使你減慢下

來。沒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 10:23) 

有些事可以絆倒我讓我起不來。有些事使我遠離基督，使我

難以接近基督。但是我想要接近他。雖然凡事都可行，你可

以證明它是很好的，卻能將我帶離我與神的交通。這樣就沒

有在基督裏建造我，或讓他在我心中做王。雖然凡事都可

行，智慧告訴我就不這樣做。它會使我減慢下來。它會毀了

我。我渴望要贏得比賽。我也渴望在基督裡被建造。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哥林多

前書 10:24) 

不要只為了你自己活。不要只想著自己，也要為別人著想，

為別人活。 

凡市上所賣的，你們只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哥林多前書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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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哥林多許多肉店賣的肉是先用來獻祭於異教的神殿。

當你去肉市場買肉的時候，你說，“我想要一磅漢堡肉。你

的肉有沒有被獻祭過呢？”保羅說不要問那樣的問題。買它

就是了，帶回家安心的吃。你不知道的不會傷害你。不要為

了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因為你不知道就沒有關係。如果你

問那樣的問題，你會發現被你的良心絆倒。 

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

們赴席，你們若願意去，凡擺在你們面前的，只管吃，不要

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哥林多前書 10:26-27) 

他在你的面前擺了一大份牛排。你問他：“你有沒有拿這肉

拜過你的神？”保羅說不要問那些問題，只管吃它。 

如果他把肉擺在你的面前，說，「我們把這個奉獻給宙斯

神。」保羅說，「你就不要吃它。」“不是它會傷害你，而

是會傷害那個看見你的行為而跌倒的人。如果他們自己說

了，跟他們說：「謝謝你，不用了」，以便你沒有絆倒他。 

若有人對你們說，這是獻過祭的物，就要為了那告訴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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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屬

於主的。我的良心說，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這自由為什

麼被別人論斷呢？我若謝恩而吃，為甚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

毀謗呢？(哥林多前書 10:28-30) 

保羅說萬事因謝恩而今別為聖。你說，“主祝福過了。我就

謝謝了。”雖然成聖，它仍會傷害其他人。他們會被絆倒。

所以他又談到愛的律法，不要作一個絆倒別人的人，不要傷

害軟弱的弟兄們。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哥林

多前書 10:31) 

這是個大原則。有原則的人不需要律法。如果你藉正確的原

則而活，你不需要規定或法律。現在我們談到真正需要注意

的中心議題。就是無論你做什麼，都要為神的榮燿而行。那

就對了。如果我能為神的榮燿而行，我就是對的。如果我不

能為神的榮燿而行，我最好不要做。不論你的言行舉止，都

要為榮燿神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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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

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

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哥林多前書 10:32-33) 

所以保羅說，“不要為你自己的益處而活，為他人的益處而

活。”他說，“這是我活著的方式。”我的渴望是人們可以

得救，所以我為他們而活，不為自己而話不為自己的肉體，

和慾望而活，我限制我自己。我小心的過生活，是為了我可

能贏得人到耶穌基督。如果我的生命目標就是領人到主那

裡，那就是我決定何事能做，何事不能做的因素，我做或不

做，吃或不吃，喝或不喝的因素。這不會絆倒別人，而是行

在愛中，為人著想，不是為自己著想。願神幫助我贏得這場

競賽而活在愛中，行在愛中，服事在愛中， 

讓我們來祈禱： 

再一次，天父，我們為這些智慧的話語，教導的話語感謝，

主，幫助我們能活出你的話語，而不是光說不行道。神，我

們要進入和你完全的交通裏，在耶穌基督裏彼此相交，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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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靈運行動工在我們的心中。我們為此感謝你，奉主耶穌

名，。天父，阿們！ 

願主的手在你的生命中引導你而且指示所有我們該做的事，

願神幫助我們思念他，不是對或錯，而是討他喜悅，使他高

興。願神幫助我們，不成為不泠不熱的教徒，希望我們更加

的火熱，為要贏得他的償賞。 

願主今天和這個星期都和你在一起，為尋求耶穌基督而過一

個有紀律的生活。願我們放下肉體和肉體的事物，身體和它

的欲望，將它放在最底層，讓我們能活在聖靈的帶領之下，

為了聖靈的事，為了永生的事。願主為你與衪的同行而祝福

你。願主復活的生命成為你生活中的實際，奉主耶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