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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第 7-8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要回去参考

第六章。这样，我们会更明白这章的内容。第七章的第一节

比较适合出现于第六章。我觉得这是章节分段错误的例子之

一。 

本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时，这只是一封要他们直接读的

信。在 1300年代，学者决定将圣经分章。圣经分章的差别是

为了帮助人们查考圣经。“我知道在以赛亚书某处。这是一

本相当长的书。共有六十六章。若我说是在第五十三章某

处。你能够很快地找到它。” 

在 1600年，他们继续发展，将圣经分了节。从章分成节。那

么更容易找到要查考的经节。这是人做的，不是神默示做成

的。虽然大致上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在一些

地方他们确实分错了。而且是明显的分章错误。我们开始读

第七章时，可以回去参考保罗才引述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哥林多后书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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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应许？保罗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里，将旧约的经节拼

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一句是完全无误的。在第六章的后面

部分，记得保罗是没有章节之分的人，所以他常常凭记亿引

用圣经。现在让我和你分享一些事。 

我确实感受到新的翻译所带来的极大利益，使我们能跳离这

种章节的束缚，被精确的字眼所约束的限制。圣灵不是章节

的灵，而是真理的圣灵。重要的是你从经节中抓取真理，而

不是讲究完全正确的用字。真理叫我们得自由。 

所以保罗藉由字自由地引用，自由地翻译将真理带出来。我

认为当我们的心中有真理时，这样很好。我们能表达真理，

而且不需要担心是否引用正确的字。 

许多人被此约束，不知道是介系词“in”(之“内”)还是

“on”(之“上”)。我害怕说因为我不知道是之内，还是之

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教导下长大，常会听到说你说错了，而

所犯的是一些介系词这类微不足道的错误。我们变得害怕引

用经节，因为我们想完全讲对字眼。 

但是新的翻译是如此活用，丰富且前进，帮助我们从必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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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一样的字眼中释放出来，得到真理这才是重要的。英王雅

各译本是好的翻译，但不是由保罗所写的。保罗不知道任何

有关英王雅各译本的英文。 

因此保罗自由地引用旧约里的经节。在这里他参考神曾做过

的荣耀应许。神说：“我就收纳你”是第十七节的结尾。这

事要高兴，感谢的，神会接纳我的事实。甚至美国总统也不

接纳我。 

几年前，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去福特汽车公司。我想要见

亨利福特本人。那时我是这样的年轻人。我到底特律的工

厂，对一位女孩说：“我想见你的老板。”因此她让我见了

她的老板。我说：“我想见亨利福特。”那人说：“我在这

里工作了三十年，还没见过他。他不会接见我。”可是主会

接纳我。这才重要。不单如此，祂还说： 

“我要作你们的父，”(哥林多后书 6:18) 

许多人有困难连结于天父，因为他们与自身的父亲关系不

好。而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当作父亲的在家里拒绝扮演为人

父的角色时，人们对天上的父亲有连结的困难。如果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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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上的父亲关系不好，你对父亲的形像感受不好，不要因

父亲的形像而害怕。 

若你和你的父亲有好的关系，那么这就像神说的：“我要作

你们的父，”多么的荣耀。不管你有那一类型的父亲，神所

说的对你应该都是有意义的。 

幸运地，我有个伟大的父亲。因此，我更认同神所说的：

“我要作你们的父。”我的父亲是我真正的支持者，也是我

的足球迷，比赛台上挤满了人，当我触地的时候，每个人都

大叫加油，我能够在他们众人的声音之上，听到我爸爸的声

音。“那是我儿子。”所以我对父亲的形像没有问题，并且

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我要作你们的父，”(暗示祂对我的爱，奉献，关心，在

意，所有父亲会做的事。)“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

的主说的。(哥林多后书 6:18) 荣耀的应许。 

有这样的应许，祂会收纳我们的。我们会作祂的儿女，祂会

作我们的父。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

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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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后书 7:1)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

洁净的物。” 

较宽大的本文是：“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

轭。光明和黑暗有甚么相通呢？”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甚么相和呢？信主的

和不信主的有甚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么相同呢？因

此从拜偶像中分别出来，从不义中分别出来。主说：“要分

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会做祂的儿

女。”(哥林多后书 6:14-18) 

因为这些应许，让我们真的分别出来，洁净我们从肉体和心

智的污秽中分别出来。从我们肉体的污秽，心智的污秽到完

全成圣，对神敬畏。 

我想是星期四晚上，我们谈到对神的敬畏，有些人对此有些

错误的观念。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听到许多使我怕神的

道理。我怕神会伤害我。作为孩子，我对神有种害怕。恐怕

神将会伤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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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圣经所鼓励的对神的敬畏。我对神的敬畏也改变了。

现在我害怕我可能会伤害神。我爱祂。我感激祂的爱。我不

想做出任何伤害祂的事。这才是对主真正的敬畏。害怕自己

可能会伤害祂。我确定自己不想伤害祂。 

现在保罗以轻松的方式谈话。保罗听到哥林多里的问题，那

里有分裂。所以他拜访了教会，而他的拜访成了一个灾难。

没错，那里有分裂，在保罗到访时更是走极端。因此保罗相

当沮丧地离开了哥林多。然后他写了封信给他们，由提多代

为转交。在他写了那封信之后，他担心可能太过严厉。他担

忧他们看到信的反应，因为他对自己所说的是那样的坚定，

确实在许多方面斥责他们。 

因此保罗现在回到先前所写的信，在特罗亚遇见提多，有机

会服事，但是保罗灵里无法安息，因为他太过担心哥林多人

接到信的反应会是怎样。 

这是真正服事者的心。你知道有时斥责是必须的。然而，你

害怕不想伤害到人。所以保罗说： 

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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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

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哥林多后书 7:2-3) 

因此保罗要求他们收纳他，因为他在他们面前是诚实的。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

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

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

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哥

林多后书 7:4-6) 

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的感受，他对他们的爱，并且他何等关

心他们，没有听到他们任何的消息。他送出这封信，不知道

他们收到了没。他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如何，他里面真是

焦躁不安。外面有争战，不得休息，内心也充满了害怕。直

到他遇见提多，提多告诉他哥林多人对他所写的信的肯定的

反应。 

所以“神安慰丧气的人。”你若今晚灵里丧气，神安慰那些

丧气的人。但是那安慰来自我们的眼光注视在神的身上。将

视线从那些困扰我们的事物上转移。我们的问题在于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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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问题当中，以至于看不到神。问题变得太大，使我们失去

了眼光，导致问题大过于神。但是神安慰那些丧气之人。我

们今晚要将眼光定睛在主身上。 

如果你气馁，丧气，为情况担忧，转移你的目光，定睛在神

身上。告诉祂你多爱祂。发展你和神的关系，你会讶异事情

竟进行如此地顺利。 

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 

有趣的是我们的心却时常被其它的事物所占满。 

在圣经学院时我寻找与我一同服事的另一半。每当新生入

学，我会坐在前排看着他们。到了即将毕业时，我从未看到

任何吸引我的女孩子。事实上，我们总是说美国有百分之九

十五的女人很美丽，其余的百分之五来我们学校。我有些恐

慌，毕业后我独自进入世界。但是主继续给我经节：“你们

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因此我就开始先寻求主了，和祂的国。神以一个料想不到的

方式成就。有天傍晚，我去看场球赛，当时我已经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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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作一个福音传道者。偶而回家。我的兄弟那时是球队的

一员，以前我们总是一起打球，因此我跑去看他的球赛。当

我坐下来时，来了一位美丽的女孩。她不想坐在椅凳上，因

为灰尘很多。于是我跑过去说：“我为你拂去灰尘，留了个

位子给你，”不知从哪冒出来她就在那里了。 

所以保罗说，我得安慰。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

我更加欢喜。(哥林多后书 7:7) 

提多带来了好消息。“保罗，人们真的悔改，他们真的爱

你，他们真的感激你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他们为自己允许在

哥林多发生的那些事悲伤。”因此保罗说到提多带来的消

息，使他的心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哥林多后书 7:8) 

真是的，我难过好一阵子，直到我听到提多所说的话。我真

的难过写了那封信，因为我不知道反应会是如何。一度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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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懊恼写了这封信，现在我不觉得了。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

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

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

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

忧愁，是叫人死。(哥林多后书 7:8-10) 

保罗在这里将悲伤和悔改之间画出界限。虔诚的悲伤导致悔

改，世界的悲伤带来死亡。真的悔改会带来改变。我们由圣

经里明白，犹太从大祭司那里收了钱背叛耶稣，带钱回来的

时候，他竟说： 

“拿去，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

与我们有甚么相干。你自己承当罢。”犹太就把那银钱丢在

殿里，出去吊死了。(马太福音 27:3-5) 

犹太为他所做的感到抱歉，和许多人一样我为自己所做的感

到抱歉。但是你若感到抱歉还继续做，这只是带来死亡而

已。如果你难过而且不再做，那就是悔改了。虔诚的悲伤导

致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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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三次否认主。当公鸡啼叫的时候，耶稣看着彼得，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马太福音 26:75) 

彼得从此不再否认主了。他悔改，真的有所改变了。悔改确

实象征着变化，而虔诚的悲伤导致悔改。 

我敢说若你去圣昆丁监狱作问卷调查：“你会为你所犯的罪

难过吗？”或许有比例非常高的囚犯会圈选是的，我为我所

做的感到抱歉。但是如果他们完全诚实，下个问题问：“你

为你所做的或是被抓到感到难过吗？”他们大部分的人会选

为我被抓到感到难过。当他们出监狱时，他们会再做相同的

事，只是他们会试着更聪明些，下次才不会再被抓到。 

确定你不只是为被发现被抓而悲伤。那是世界的悲伤。虔诚

的悲伤带来变化。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虔诚的悲伤导致悔

改而得救。”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

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

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哥林多后书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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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保罗写信给他们关于他们属肉体的事。他们竟允许这样

的事进入团契。哥林多在此事上是真的悔改。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

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

出来。(哥林多后书 7:12) 

所以我真是为你的缘故写了这封信。你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

关心你。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

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哥林多后书 7:13) 

因为你们对待提多的方式，我很高兴。他是那么的欢喜神在

你们生活里的锻炼。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甚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哥林多后书

7:14) 

保罗毫不怀疑地告诉提多哥林多是多么好的教会，有许多多

么好的人！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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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

惧战兢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

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哥林多后书 7:14-16) 

保罗从提多得来的报告，诉说他对报告的反应和响应。提多

关心哥林多教会的感受，教会如何因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的

结果使错误被纠正。 

现在我们进入第八章，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保罗

在每七日的第一日也写信给哥林多，要他们为耶路撒冷贫穷

的圣徒奉献的缘故。你记得教会首先在耶路撒冷开始试着以

公有的类型生活时，人们变卖他们所有的，拿钱给使徒，使

徒照每个人的需要作了分配。他们之间有真正的平等。 

他们钱花光光的时候，他们变卖他们的家，他们的财产，需

要仍在那里。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贫穷。他们基本上

是由不相信外邦信徒的犹太人所组成的。他们不信外邦人真

能得救，除非他们变成了犹太人。许多法利赛人和信徒都被

带进犹太人的习俗，对外邦人有共同的怀疑。 

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想要带钱到耶路撒冷，到犹太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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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那里帮助他们的贫穷。有点像是拆除现存的犹太信徒对外

邦信徒的观点。他想若外邦人能慷慨地为犹太人奉献，存在

他们之间分裂的墙可能会倒塌。而犹太人获得从外邦人来的

帮助，他们向耶路撒冷所表示的爱和尊敬时，就会明白神家

中的合一。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传出去的。所以外邦信徒在某种意

义上是欠耶路撒冷教会的债。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使徒

出去，结果使外邦人得以领受福音。 

第 8章 

所以保罗现在用第八章整章讲论他想要这些外邦人为耶路撒

冷的教会奉献之事。并且鼓励他们给予。首先保罗告诉他们

马其顿教会所给予的。马其顿位于希腊之上，属帖撒罗尼迦

区域的腓立比区。这些位于希腊之上的教会很穷。然而他们

是那么慷慨地奉献。 

而哥林多教会是个富有的教会。因此保罗鼓励他们以马其顿

那里贫穷弟兄为例。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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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哥林多后书 8:1-2) 

虽然他们自己很穷，却是极端地自由。一般人说贫穷的人通

常比富有的人给的多。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观察整个教会

好几年，发现最慷慨的人不是最富有的人，而这些贫穷的人

似乎又有更多的自由。 

我们给神的无法以数量来衡量。神不以测量礼物。神以给予

者的成本为标准来衡量。你每年赚一百万元，给神十万作为

奉献。这样并没有真的花掉你很多。你还有许多可生活用

的。 

若你每年只赚一万元，而你给神一千，这就表示你给很多，

因为你可以用来生活，所剩不多。耶稣和祂的门徒站在圣殿

里，看着这些富有的人进来，将他们的礼物摆在祭坛，展示

他们所有的虚假！耶稣在登山宝训谈到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面前吹号，”(马太福音 6:2)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有一女人走进来丢了个辨士，半分钱。耶稣转向门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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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穷寡妇所给的比其余的人还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

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

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 12:42-44) 

所以就给予而言，神是以这种有趣的方式来记算。神以你的

花费作为衡量你给予的基准。 

马其顿教会非常贫穷。可是他们在奉献上是如此地自由。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

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

分。(哥林多后书 8:3-4) 

所以对于马其顿教会保罗或许不愿意拿他们的钱。可能会

说：“哦！不，你们需要。”他不愿拿他们的钱，因为他们

自己有这需要，还这么奉献。可是他们却恳求保罗要拿他们

所奉献的，因为他们要想有分享，参与，团契。团契这字被

译为“共同的事。”我们想要和教会有完全的分享。 

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

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哥林多后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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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是将你自己摆上。神比较感兴趣的是你献上自

己，而不是你的钱。事实上，你若不将自己献上，只给钱的

话，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他们首先献上自己，照神的旨意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

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哥林多

后书 8:6-7) 

这是马其顿的贫穷圣人。“他们慷慨地给予。” 

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

来。(哥林多后书 8:7) 

“charis”这字是个有趣的希腊字。意谓每件事都很美丽，

可爱，荣耀，被译为“恩惠。” 

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哥林多后书 8:8) 

我不是命令你。 

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哥林多后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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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使用马其顿教会为例，说它是透过恩典给予的教会，而

他现在甚至指出一个更大的典范。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

了贫穷，叫你们因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

8:9) 

先指出马其顿人给予的例子。然后再给予更引人注目的描

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宇宙是祂

的。所有的都是祂的。祂丰丰富富充足地居住在其中。“因

为你的缘故，祂变成贫穷。而借着祂的贫穷，使你富足。” 

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

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哥林多后书

8:10) 

保罗说我们谈论此事已经好一阵子了。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哥林多后书 8:11) 

我们曾经说过，因此，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哥林多后书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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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谈论此事好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就做吧！现在是停

止说话，开始行动的时候了。真的是你需要停止祷告开始行

动的时候。当摩西引导以色列的子民离开埃及来到红海时，

他们在近比哈希录的地方扎营。他们往后看，看到法老带着

他的二轮战车和军队前来。摩西扑向主大声哀求，神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起来往前走。摩西，现在不是祷告

的时间，是行动的时候。拿起你的杖，向海伸杖，把水分

开。”行动的时间到了。我们能谈论某件事好长一段时间。

但当时候来到，我们要采取行动。这是保罗在此时鼓励他们

的。你们讲这件事已经讲了很久。现在就执行。 

既有愿作的心，(哥林多后书 8:11) 

你们乐意去做。 

所以表现出的行为要先有乐意的心。既有愿作的心，也当照

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作的心，必蒙悦纳，乃是

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 8:11-12) 

是你自动自发。保罗在第九章继续谈奉献的事。实际上，整

个第九章充满奉献的想法。他说：“你的奉献不应该来自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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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应该受限制，也不应该不情愿。”换句话说：“如果

你发牢骚或抱怨的话最好不要给。神不喜欢出怨言的奉献。

神喜欢乐意奉献的人。” 

这字希腊文是”hilarious。”奉献应该是服事里最欢喜的

事。如果你不能以喜乐的心情给予，你就不应该给。而当你

想给的时候，心里却想去鲍伯餐厅买一份大汉堡和啤酒，因

着这样奉献而无法吃到想要的东西。这样奉献出来的。那么

你最好还是去买汉堡和啤酒。神不要你勉强的奉献。 

不只在金钱方面，就是在各方面都是如此。我给神的应该是

一颗乐意的心，一颗爱的心，不勉强给予或是发出怨言。当

人开始发牢骚。或是抱怨的时候，礼物就完全被糟蹋了。 

所以先要有乐意的心。那是很好也被接纳的。神按照你有

的，收纳你自动自发的心。你不需要奉献你没有的。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哥林多后书 8:13) 

我不要在你的身上放置重担。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

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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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后书 8:14) 

这就是保罗在教会里所说的均平。今日在世界里的教会真的

受苦。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有宣教计画，每年送数千元给

各个不同的宣教士团体。这样可能就有均平。神大大地祝福

我们，使我们有责任和那些不像我们大受祝福的教会分享。

在肢体里面有个均平。谁知道？或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从他

们来的帮助。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哥林多后书 8:15) 

这是神在旷野中把吗哪送给他们的时候。 

“少收的也没有缺。”(哥林多后书 8:15) 

这就是均平。 

现在保罗要差派一些使者到那里收集奉献。 

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哥林

多后书 8:16) 

提多对你们如同我对你们一样的感受。 

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



 

 
 

22 of 25 

哥林多后书第 7-8章 
 

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

会的称赞。(哥林多后书 8:17-18) 

究竟是谁和提多配搭，我不知道。但是提多想回去，并带回

保罗的另一封信给他们，这位能说善道的弟兄和他一起回

去。有些人相信可能是路加，但我们不确定。 

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哥林多后书

8:19) 

送你们所给予的钱。 

把所托与我们的这捐赀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

意的心。(哥林多后书 8:19) 

因此他被挑选，带着这个奉献与我们同行。保罗没有独自负

责看着这些钱到耶路撒冷，而是由这些与保罗可信任的人带

回去。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哥林

多后书 8:20) 

保罗在钱财方面非常小心。他明了这是主的钱由主的子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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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他非常小心计算，以免别人怀疑他会拿主的钱。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

样。(哥林多后书 8:21) 

要有诚实的会计管理。我认为有一个正确管理金钱的方式来

管理进来的钱和如何分配使用，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

件事。我们教会的帐本是公开的，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金钱如

何被使用，你能来看帐本。你有权知道。 

若你没有奉献，那就不关你的事。有些陌生人来想看帐本。

我们不向这样的人公开。如果你有奉献，那就和你有关，我

们会很高兴将帐本让你看的。我们要在人前诚实。 

因此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

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

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

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

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

据。(哥林多后书 8:22-24) 

那么给吧！慷慨地向他们表示，向他们证明我说关于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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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是真的，你们是善良的人，慷慨的人。保罗差派人到他

们那里去收集奉献，以便他要去耶路撒冷时可以带着去。 

他在下一章会继续讲奉献这个想法。在还未到第十章辨明他

的使徒身份之前， 

我要你们再看一遍第七和第八章。它不是圣经里最鼓舞人的

章节，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里地方性的议题。然而，我们可

以从中找到基本的原理。因为情况会改变，原理持续。虽然

这不是圣经里最鼓舞人的章节，仍然有重要的原理可以习

得。 

坦白说圣经里还有许多其它领域的默示，可是我不想跳过这

一段，因为我们可能跳过一些非常基本的原理。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

光，”引领我们走人生的路程。天父帮助我们定睛在目标

上，仰望耶稣，“使我们信心创使成终，”我们能有耐心向

前面的目标直跑。我们能是信实的仆人，以你的心意而行，

为你的荣耀而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愿主丰丰富富地祝福你，和你同在。愿神藉耶稣基督祂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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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慈悲及大爱使你得福，透过圣灵的工作，使你坚强，

带给你胜利。愿主引领你，并且用你的生命荣耀祂。奉耶稣

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