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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第 7-8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翻開聖經到哥林多後書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節要回去參考

第六章。這樣，我們會更明白這章的內容。第七章的第一節

比較適合出現於第六章。我覺得這是章節分段錯誤的例子之

一。 

本來保羅寫信給哥林多人時，這只是一封要他們直接讀的

信。在 1300年代，學者決定將聖經分章。聖經分章的差別

是為了幫助人們查考聖經。“我知道在以賽亞書某處。這是

一本相當長的書。共有六十六章。若我說是在第五十三章某

處。你能夠很快地找到它。” 

在 1600年，他們繼續發展，將聖經分了節。從章分成節。

那麼更容易找到要查考的經節。這是人做的，不是神默示做

成的。雖然大致上他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在一

些地方他們確實分錯了。而且是明顯的分章錯誤。我們開始

讀第七章時，可以回去參考保羅才引述的應許。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哥林多後書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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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應許？保羅在第十七節，第十八節裡，將舊約的經節拼

在一起，可是他們沒有一句是完全無誤的。在第六章的後面

部分，記得保羅是沒有章節之分的人，所以他常常憑記億引

用聖經。現在讓我和你分享一些事。 

我確實感受到新的翻譯所帶來的極大利益，使我們能跳離這

種章節的束縛，被精確的字眼所約束的限制。聖靈不是章節

的靈，而是真理的聖靈。重要的是你從經節中抓取真理，而

不是講究完全正確的用字。真理叫我們得自由。 

所以保羅藉由字自由地引用，自由地翻譯將真理帶出來。我

認為當我們的心中有真理時，這樣很好。我們能表達真理，

而且不需要擔心是否引用正確的字。 

許多人被此約束，不知道是介系詞“in”(之“內”)還是

“on”(之“上”)。我害怕說因為我不知道是之內，還是之

上。我們在主日學的教導下長大，常會聽到說你說錯了，而

所犯的是一些介系詞這類微不足道的錯誤。我們變得害怕引

用經節，因為我們想完全講對字眼。 

但是新的翻譯是如此活用，豐富且前進，幫助我們從必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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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一樣的字眼中釋放出來，得到真理這才是重要的。英王雅

各譯本是好的翻譯，但不是由保羅所寫的。保羅不知道任何

有關英王雅各譯本的英文。 

因此保羅自由地引用舊約裡的經節。在這裡他參考神曾做過

的榮耀應許。神說：“我就收納你”是第十七節的結尾。

這事要高興，感謝的，神會接納我的事實。甚至美國總統也

不接納我。 

幾年前，我還在大學的時候，我去福特汽車公司。我想要見

亨利福特本人。那時我是這樣的年輕人。我到底特律的工

廠，對一位女孩說：“我想見你的老闆。”因此她讓我見了

她的老闆。我說：“我想見亨利福特。”那人說：“我在這

裡工作了三十年，還沒見過他。他不會接見我。”可是主會

接納我。這才重要。不單如此，祂還說： 

“我要作你們的父，”(哥林多後書 6:18) 

許多人有困難連結於天父，因為他們與自身的父親關係不

好。而這種現象越來越多。當作父親的在家裡拒絕扮演為人

父的角色時，人們對天上的父親有連結的困難。如果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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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上的父親關係不好，你對父親的形像感受不好，不要因

父親的形像而害怕。 

若你和你的父親有好的關係，那麼這就像神說的：“我要

作你們的父，”多麼的榮耀。不管你有那一類型的父親，

神所說的對你應該都是有意義的。 

幸運地，我有個偉大的父親。因此，我更認同神所說的：

“我要作你們的父。”我的父親是我真正的支持者，也是

我的足球迷，比賽台上擠滿了人，當我觸地的時候，每個人

都大叫加油，我能夠在他們眾人的聲音之上，聽到我爸爸的

聲音。“那是我兒子。”所以我對父親的形像沒有問題，並

且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我要作你們的父，”(暗示祂對我的愛，奉獻，關心，在

意，所有父親會做的事。)“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

能的主說的。(哥林多後書 6:18) 榮耀的應許。 

有這樣的應許，祂會收納我們的。我們會作祂的兒女，祂

會作我們的父。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

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



 

 
 

5 of 25 

哥林多後書第 7-8章 
 

聖。(哥林多後書 7:1)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

不潔淨的物。” 

較寬大的本文是：“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

軛。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信主

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

呢？因此從拜偶像中分別出來，從不義中分別出來。主

說：“要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們

會做祂的兒女。”(哥林多後書 6:14-18) 

因為這些應許，讓我們真的分別出來，潔淨我們從肉體和心

智的污穢中分別出來。從我們肉體的污穢，心智的污穢到完

全成聖，對神敬畏。 

我想是星期四晚上，我們談到對神的敬畏，有些人對此有些

錯誤的觀念。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聽到許多使我怕神的

道理。我怕神會傷害我。作為孩子，我對神有種害怕。恐怕

神將會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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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聖經所鼓勵的對神的敬畏。我對神的敬畏也改變了。

現在我害怕我可能會傷害神。我愛祂。我感激祂的愛。我不

想做出任何傷害祂的事。這才是對主真正的敬畏。害怕自己

可能會傷害祂。我確定自己不想傷害祂。 

現在保羅以輕鬆的方式談話。保羅聽到哥林多裡的問題，那

裡有分裂。所以他拜訪了教會，而他的拜訪成了一個災難。

沒錯，那裡有分裂，在保羅到訪時更是走極端。因此保羅相

當沮喪地離開了哥林多。然後他寫了封信給他們，由提多代

為轉交。在他寫了那封信之後，他擔心可能太過嚴厲。他擔

憂他們看到信的反應，因為他對自己所說的是那樣的堅定，

確實在許多方面斥責他們。 

因此保羅現在回到先前所寫的信，在特羅亞遇見提多，有機

會服事，但是保羅靈裡無法安息，因為他太過擔心哥林多人

接到信的反應會是怎樣。 

這是真正服事者的心。你知道有時斥責是必須的。然而，你

害怕不想傷害到人。所以保羅說： 

收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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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你們常

在我們心裡，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哥林多後書 7:2-3) 

因此保羅要求他們收納他，因為他在他們面前是誠實的。 

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

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

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

內有懼怕。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

們。(哥林多後書 7:4-6) 

現在保羅告訴我們他的感受，他對他們的愛，並且他何等關

心他們，沒有聽到他們任何的消息。他送出這封信，不知道

他們收到了沒。他不知道他們的反應會是如何，他裡面真是

焦躁不安。外面有爭戰，不得休息，內心也充滿了害怕。直

到他遇見提多，提多告訴他哥林多人對他所寫的信的肯定的

反應。 

所以“神安慰喪氣的人。”你若今晚靈裡喪氣，神安慰那些

喪氣的人。但是那安慰來自我們的眼光注視在神的身上。將

視線從那些困擾我們的事物上轉移。我們的問題在於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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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問題當中，以至於看不到神。問題變得太大，使我們失去

了眼光，導致問題大過於神。但是神安慰那些喪氣之人。我

們今晚要將眼光定睛在主身上。 

如果你氣餒，喪氣，為情況擔憂，轉移你的目光，定睛在神

身上。告訴祂你多愛祂。發展你和神的關係，你會訝異事情

竟進行如此地順利。 

耶穌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有趣的是我們的心卻時常被其它的事物所佔滿。 

在聖經學院時我尋找與我一同服事的另一半。每當新生入

學，我會坐在前排看著他們。到了即將畢業時，我從未看到

任何吸引我的女孩子。事實上，我們總是說美國有百分之九

十五的女人很美麗，其餘的百分之五來我們學校。我有些恐

慌，畢業後我獨自進入世界。但是主繼續給我經節：“你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因此我就開始先尋求主了，和祂的國。神以一個料想不到的

方式成就。有天傍晚，我去看場球賽，當時我已經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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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作一個福音傳道者。偶而回家。我的兄弟那時是球隊的

一員，以前我們總是一起打球，因此我跑去看他的球賽。當

我坐下來時，來了一位美麗的女孩。她不想坐在椅凳上，因

為灰塵很多。於是我跑過去說：“我為你拂去灰塵，留了個

位子給你，”不知從哪冒出來她就在那裡了。 

所以保羅說，我得安慰。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

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

我，叫我更加歡喜。(哥林多後書 7:7) 

提多帶來了好消息。“保羅，人們真的悔改，他們真的愛

你，他們真的感激你對他們的愛和關心。他們為自己允許在

哥林多發生的那些事悲傷。”因此保羅說到提多帶來的消

息，使他的心歡喜。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

悔。(哥林多後書 7:8) 

真是的，我難過好一陣子，直到我聽到提多所說的話。我真

的難過寫了那封信，因為我不知道反應會是如何。一度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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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懊惱寫了這封信，現在我不覺得了。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如今我歡喜，

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

著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因為依

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哥林多後書 7:8-10) 

保羅在這裡將悲傷和悔改之間畫出界限。虔誠的悲傷導致悔

改，世界的悲傷帶來死亡。真的悔改會帶來改變。我們由聖

經裡明白，猶太從大祭司那裡收了錢背叛耶穌，帶錢回來的

時候，他竟說： 

“拿去，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們說：

“那與我們有甚麼相干。你自己承當罷。”猶太就把那銀

錢丟在殿裡，出去弔死了。(馬太福音 27:3-5) 

猶太為他所做的感到抱歉，和許多人一樣我為自己所做的感

到抱歉。但是你若感到抱歉還繼續做，這只是帶來死亡而

已。如果你難過而且不再做，那就是悔改了。虔誠的悲傷導

致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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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三次否認主。當公雞啼叫的時候，耶穌看著彼得，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

我。”他就出去痛哭。(馬太福音 26:75) 

彼得從此不再否認主了。他悔改，真的有所改變了。悔改確

實象徵著變化，而虔誠的悲傷導致悔改。 

我敢說若你去聖昆丁監獄作問卷調查：“你會為你所犯的罪

難過嗎？”或許有比例非常高的囚犯會圈選是的，我為我所

做的感到抱歉。但是如果他們完全誠實，下個問題問：“你

為你所做的或是被抓到感到難過嗎？”他們大部分的人會選

為我被抓到感到難過。當他們出監獄時，他們會再做相同的

事，只是他們會試著更聰明些，下次才不會再被抓到。 

確定你不只是為被發現被抓而悲傷。那是世界的悲傷。虔誠

的悲傷帶來變化。一個被改變的生命。“虔誠的悲傷導致悔

改而得救。” 

你看，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或作自責〕在

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哥林多後書 7:11) 



 

 
 

12 of 25 

哥林多後書第 7-8章 
 

於是保羅寫信給他們關於他們屬肉體的事。他們竟允許這樣

的事進入團契。哥林多在此事上是真的悔改。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

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

表明出來。(哥林多後書 7:12) 

所以我真是為你的緣故寫了這封信。你才會知道我是多麼的

關心你。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眾人使提多

心裡暢快歡喜，我們就更加歡喜了。(哥林多後書 7:13) 

因為你們對待提多的方式，我很高興。他是那麼的歡喜神在

你們生活裡的鍛鍊。 

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甚麼，也覺得沒有慚愧；(哥林多後

書 7:14) 

保羅毫不懷疑地告訴提多哥林多是多麼好的教會，有許多多

麼好的人！ 

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正如我對你們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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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也都是真的。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

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熱了。我如

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哥林多後書 7:14-16) 

保羅從提多得來的報告，訴說他對報告的反應和回應。提多

關心哥林多教會的感受，教會如何因保羅所寫的第一封信的

結果使錯誤被糾正。 

現在我們進入第八章，事實上在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保羅

在每七日的第一日也寫信給哥林多，要他們為耶路撒冷貧窮

的聖徒奉獻的緣故。你記得教會首先在耶路撒冷開始試著以

公有的類型生活時，人們變賣他們所有的，拿錢給使徒，使

徒照每個人的需要作了分配。他們之間有真正的平等。 

他們錢花光光的時候，他們變賣他們的家，他們的財產，需

要仍在那裡。因此耶路撒冷的教會非常的貧窮。他們基本上

是由不相信外邦信徒的猶太人所組成的。他們不信外邦人真

能得救，除非他們變成了猶太人。許多法利賽人和信徒都被

帶進猶太人的習俗，對外邦人有共同的懷疑。 

作為外邦人使徒的保羅想要帶錢到耶路撒冷，到猶太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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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那裡幫助他們的貧窮。有點像是拆除現存的猶太信徒對外

邦信徒的觀點。他想若外邦人能慷慨地為猶太人奉獻，存在

他們之間分裂的牆可能會倒塌。而猶太人獲得從外邦人來的

幫助，他們向耶路撒冷所表示的愛和尊敬時，就會明白神家

中的合一。 

福音是從耶路撒冷的教會傳出去的。所以外邦信徒在某種意

義上是欠耶路撒冷教會的債。因為耶路撒冷的教會差派使徒

出去，結果使外邦人得以領受福音。 

第 8章 

所以保羅現在用第八章整章講論他想要這些外邦人為耶路撒

冷的教會奉獻之事。並且鼓勵他們給予。首先保羅告訴他們

馬其頓教會所給予的。馬其頓位於希臘之上，屬帖撒羅尼迦

區域的腓立比區。這些位於希臘之上的教會很窮。然而他們

是那麼慷慨地奉獻。 

而哥林多教會是個富有的教會。因此保羅鼓勵他們以馬其頓

那裡貧窮弟兄為例。 

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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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

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哥林多後書 8:1-2) 

雖然他們自己很窮，卻是極端地自由。一般人說貧窮的人通

常比富有的人給的多。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們觀察整個教會

好幾年，發現最慷慨的人不是最富有的人，而這些貧窮的人

似乎又有更多的自由。 

我們給神的無法以數量來衡量。神不以測量禮物。神以給予

者的成本為標準來衡量。你每年賺一百萬元，給神十萬作為

奉獻。這樣並沒有真的花掉你很多。你還有許多可生活用

的。 

若你每年只賺一萬元，而你給神一千，這就表示你給很多，

因為你可以用來生活，所剩不多。耶穌和祂的門徒站在聖殿

裡，看著這些富有的人進來，將他們的禮物擺在祭壇，展示

他們所有的虛假！耶穌在登山寶訓談到施捨的時候， 

“不可在你面前吹號，”(馬太福音 6:2) 

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有一女人走進來丟了個辨士，半分錢。耶穌轉向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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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窮寡婦所給的比其餘的人還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

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

生的都投上了。”(馬可福音 12:42-44) 

所以就給予而言，神是以這種有趣的方式來記算。神以你的

花費作為衡量你給予的基準。 

馬其頓教會非常貧窮。可是他們在奉獻上是如此地自由。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

樂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

上有分。(哥林多後書 8:3-4) 

所以對於馬其頓教會保羅或許不願意拿他們的錢。可能會

說：“哦！不，你們需要。”他不願拿他們的錢，因為他們

自己有這需要，還這麼奉獻。可是他們卻懇求保羅要拿他們

所奉獻的，因為他們要想有分享，參與，團契。團契這字被

譯為“共同的事。”我們想要和教會有完全的分享。 

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哥林多後書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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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最重要的是將你自己擺上。神比較感興趣的是你獻上自

己，而不是你的錢。事實上，你若不將自己獻上，只給錢的

話，對你沒有任何的好處。 

他們首先獻上自己，照神的旨意又歸附了我們，因此我勸

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哥

林多後書 8:6-7) 

這是馬其頓的貧窮聖人。“他們慷慨地給予。” 

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

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顯

出滿足來。(哥林多後書 8:7) 

“charis”這字是個有趣的希臘字。意謂每件事都很美麗，

可愛，榮耀，被譯為“恩惠。” 

我說這話，不是吩咐你們，(哥林多後書 8:8) 

我不是命令你。 

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哥林多後書

8:8) 



 

 
 

18 of 25 

哥林多後書第 7-8章 
 

保羅使用馬其頓教會為例，說它是透過恩典給予的教會，而

他現在甚至指出一個更大的典範。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來富足，卻為你們

成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哥林多後

書 8:9) 

先指出馬其頓人給予的例子。然後再給予更引人注目的描

述。“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來富足。”宇宙是祂

的。所有的都是祂的。祂豐豐富富充足地居住在其中。“因

為你的緣故，祂變成貧窮。而藉著祂的貧窮，使你富足。” 

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是與你們有益。因為你

們下手辦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經有一年了。(哥林多後

書 8:10) 

保羅說我們談論此事已經好一陣子了。 

如今就當辦成這事。(哥林多後書 8:11) 

我們曾經說過，因此， 

如今就當辦成這事。(哥林多後書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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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談論此事好長一段時間了。現在就做吧！現在是停

止說話，開始行動的時候了。真的是你需要停止禱告開始行

動的時候。當摩西引導以色列的子民離開埃及來到紅海時，

他們在近比哈希錄的地方紮營。他們往後看，看到法老帶著

他的二輪戰車和軍隊前來。摩西撲向主大聲哀求，神說：

“你為什麼向我哀求呢？起來往前走。摩西，現在不是禱告

的時間，是行動的時候。拿起你的杖，向海伸杖，把水分

開。”行動的時間到了。我們能談論某件事好長一段時間。

但當時候來到，我們要採取行動。這是保羅在此時鼓勵他們

的。你們講這件事已經講了很久。現在就執行。 

既有願作的心，(哥林多後書 8:11) 

你們樂意去做。 

所以表現出的行為要先有樂意的心。既有願作的心，也當

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

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哥林多後書 8:11-

12) 

是你自動自發。保羅在第九章繼續談奉獻的事。實際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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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第九章充滿奉獻的想法。他說：“你的奉獻不應該來自壓

力。不應該受限制，也不應該不情願。”換句話說：“如果

你發牢騷或抱怨的話最好不要給。神不喜歡出怨言的奉獻。

神喜歡樂意奉獻的人。” 

這字希臘文是”hilarious。”奉獻應該是服事裡最歡喜的

事。如果你不能以喜樂的心情給予，你就不應該給。而當你

想給的時候，心裡卻想去鮑伯餐廳買一份大漢堡和啤酒，因

著這樣奉獻而無法吃到想要的東西。這樣奉獻出來的。那麼

你最好還是去買漢堡和啤酒。神不要你勉強的奉獻。 

不只在金錢方面，就是在各方面都是如此。我給神的應該是

一顆樂意的心，一顆愛的心，不勉強給予或是發出怨言。當

人開始發牢騷。或是抱怨的時候，禮物就完全被糟蹋了。 

所以先要有樂意的心。那是很好也被接納的。神按照你有

的，收納你自動自發的心。你不需要奉獻你沒有的。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哥林多後書 8:13) 

我不要在你的身上放置重擔。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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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

(哥林多後書 8:14) 

這就是保羅在教會裡所說的均平。今日在世界裡的教會真的

受苦。這是為什麼我們每年都有宣教計畫，每年送數千元給

各個不同的宣教士團體。這樣可能就有均平。神大大地祝福

我們，使我們有責任和那些不像我們大受祝福的教會分享。

在肢體裡面有個均平。誰知道？或許有一天我們也需要從他

們來的幫助。 

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哥林多後書 8:15) 

這是神在曠野中把嗎哪送給他們的時候。 

“少收的也沒有缺。”(哥林多後書 8:15) 

這就是均平。 

現在保羅要差派一些使者到那裡收集奉獻。 

多謝神，感動提多的心，叫他待你們殷勤，像我一樣。(哥

林多後書 8:16) 

提多對你們如同我對你們一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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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固然是聽了我的勸。但自己更是熱心，情願往你們那裡

去。我們還打發一位兄弟和他同去。這人在福音上得了眾

教會的稱讚。(哥林多後書 8:17-18) 

究竟是誰和提多配搭，我不知道。但是提多想回去，並帶回

保羅的另一封信給他們，這位能說善道的弟兄和他一起回

去。有些人相信可能是路加，但我們不確定。 

不但這樣，他也被眾教會挑選，和我們同行(哥林多後書

8:19) 

送你們所給予的錢。 

把所託與我們的這捐貲送到了，可以榮耀主，又表明我們

樂意的心。(哥林多後書 8:19) 

因此他被挑選，帶著這個奉獻與我們同行。保羅沒有獨自負

責看著這些錢到耶路撒冷，而是由這些與保羅可信任的人帶

回去。 

這就免得有人因我們收的捐銀很多，就挑我們的不是。(哥

林多後書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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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錢財方面非常小心。他明瞭這是主的錢由主的子民所

給予，他非常小心計算，以免別人懷疑他會拿主的錢。 

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

這樣。(哥林多後書 8:21) 

要有誠實的會計管理。我認為有一個正確管理金錢的方式來

管理進來的錢和如何分配使用，對教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

件事。我們教會的帳本是公開的，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金錢如

何被使用，你能來看帳本。你有權知道。 

若你沒有奉獻，那就不關你的事。有些陌生人來想看帳本。

我們不向這樣的人公開。如果你有奉獻，那就和你有關，我

們會很高興將帳本讓你看的。我們要在人前誠實。 

因此我們又打發一位兄弟同去。這人的熱心，我們在許多

事上，屢次試驗過，現在他因為深信你們，就更加熱心

了。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為你們勞碌的。論到

那兩位弟兄，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是基督的榮耀。所以

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顯明你們愛心的憑據，並我所誇

獎你們的憑據。(哥林多後書 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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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給吧！慷慨地向他們表示，向他們證明我說關於你們的

事都是真的，你們是善良的人，慷慨的人。保羅差派人到他

們那裡去收集奉獻，以便他要去耶路撒冷時可以帶著去。 

他在下一章會繼續講奉獻這個想法。在還未到第十章辨明他

的使徒身份之前， 

我要你們再看一遍第七和第八章。它不是聖經裡最鼓舞人的

章節，保羅處理哥林多教會裡地方性的議題。然而，我們可

以從中找到基本的原理。因為情況會改變，原理持續。雖然

這不是聖經裡最鼓舞人的章節，仍然有重要的原理可以習

得。 

坦白說聖經裡還有許多其它領域的默示，可是我不想跳過這

一段，因為我們可能跳過一些非常基本的原理。 

天父，我們感謝你的話語，“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引領我們走人生的路程。天父幫助我們定睛在目標

上，仰望耶穌，“使我們信心創使成終，”我們能有耐心向

前面的目標直跑。我們能是信實的僕人，以你的心意而行，

為你的榮耀而活。奉耶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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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豐豐富富地祝福你，和你同在。願神藉耶穌基督祂豐富

的恩典慈悲及大愛使你得福，透過聖靈的工作，使你堅強，

帶給你勝利。願主引領你，並且用你的生命榮耀祂。奉耶穌

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