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書之十九

2009.08.09

，從現在開始便能做到！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讀經： 林前9： 19-27
9： 19
凡聽到而相信福音的，已擁有了非常重要情報的尊貴生命！福音讓我們能認
識神、認識自己、認識天國、認識世界、認識永恆，也使我們認識在地上七、
八十年的意義和主在我所遇凡事上的美意。一人若真按著所信的福音之內 容
、思考、判斷、說 話、行事，從神而來的權柄、能力、智慧，就彰顯在他的思想
、言語、作為，神的美意也成就在他的生命、生活裏！因此，聖經說 ：「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羅1： 16〉
因信福音我們已恢復了永遠的生命、身份、關係、目標、內 容、方法，因信福
音我們隨時凡事上都能享受聖靈的指導和能力，福音改變我一切的一切了。
聖徒一切的問題，都是從「不按著所信的事實而思考、判斷、做事」這個問題
裏產 生的！因此，不但不 能享受福音的能力，反而遇到更多的矛盾。浸淫日
久，便逐漸對福音這尊貴的信息，心靈痲木而欠缺反應，成為「心蒙脂油、眼
睛蒙蔽、耳朵 發沉」的生命，不得不常常遇到神的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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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
偉人才能做到，乃是真正認識福音之人自然而然的反應；已經享受福音的好
處，為要多得人而活的人，是真有福的。打從如此決斷的時刻起，那人不再會
因自己的問題受困擾）。9： 20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保羅無論到那裏去，先在猶太人會
堂裏傳講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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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雖然在耶路撒冷 會議裏，反對信耶穌的人受割
禮之事，但是他仍叫提摩太受割禮〈徒16： 3〉，也在耶路撒冷 行潔淨的禮〈徒
21： 24〉）。9： 21
向沒有律法的人（非猶太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不強調受割禮、受節期
等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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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順從基督的教導）。9： 22
向軟弱的人（信心還沒成長到「盡享在基督裏的自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
人（我也不做使他們受控告的事），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麽 樣的人，我就作

保羅蒙神大恩，擁有「淸潔的心、正直的靈」，他不但明白福音所含諸多深奧
的內 容，也能按著福音所揭 開的事實，建立與神、肢體、國度永遠的關係，因
堅信神的應許而能堅定自己終身的目標，並在凡事上察驗神的美意，說 話行
事都與自己所信的福音相稱。因此聖靈所賜的大能大力時常藉著他的言語、
作為彰顯出來，神為他所定永遠的美意都成就在他在地上的日子裏！既然保
羅能，我們也能，因為他所聽而信的福音是和我們一樣的，他和我們所領受
的聖靈也是一樣的，他和我們所領受的應許（約）也是一樣的！只要我們願意

甚麽 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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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奬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行（愛惜光
陰，認真跟從主），好叫你們得著奬賞（每 天得的奬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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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暫至輕的），
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9： 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有終極目標，標竿的人生），我鬪拳，不像打空

氣的（有爭戰的對象，而追求能力和效果）。9： 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指苦行、禁慾主義，乃是指叫我的身體不放縱
，順從聖靈的帶領），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絶了（不是指「失去得
救」，乃是指「做不到，享受不到自己所傳的福音內 容」）。

③
使我遇見神、與神交通、與神同行的惟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穌基督
（為我，道成肉身，死而復 活，寶座掌權）
④ 我能有機會聽到福音，也能信到福音，是因為我是蒙揀選的神兒女
⑤
在基督裏，經過「完全拆毁 ，重新建造（同死同復 活）」，得著重生的新生命和

1.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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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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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福音的核心內 容，可以應用在任何人的條件裏。傳福音者當先看重「福音
的核心內 容和其帶來的果效」，之後才能逐漸改變那信福音者，使他們的生

主耶穌基督，「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 己，取

命生活與所信的福音相稱：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2： 611〉。基督今日仍然活在「真正明白而享受福音之人」的生命裏，為要多得人，

或猶太人，或律 法以下的人或沒有律 法的人，或剛強的或軟弱的人，或有學

仍然願意作眾人的僕人！許多先知、使徒、宣教師、蒙恩聖徒等的見證人，如

問的或沒有學問的，或保守派或自由派，或成功的或失敗的，或年老 的或年

同雲彩圍著我們.。

少的，都在福音的五大核心內 容上，能得著新生命新生活。這就是保羅所說 ：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1）福音的核心內 容：
① 不管任何條件裏，現在神就與我同在

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說 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
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林前2： 2-4〉。

（創造宇宙萬物，創造我的身心靈，帶著永遠美好的計劃、引導、保護、供應、

主不喜悅，不講福音的核心內 容，常講人的科學和哲學，而導致許多辯論、疑

成全我）

惑的講道。

② 然而，我看不見、聽不 見神
傳道者沒有責任叫所有聽福音的人都信，惟有「主的羊才能認得出主的聲音」
（靈 死而成為肉體，活在過犯罪惡中，撒但控制下。這根本問題，非宗教所能
解決）

〈約10： 1-5〉。只有福音的核心信息，才能分別「綿羊和山羊，麥子和稗子」！

韓國崔權能牧師的見證：無學問，只宣告「耶穌天堂，不信地獄」，而拯救了幾

了多得人，為了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願意成為眾人的僕人，自然而然饒恕、

十萬人；中國河南省朱傳道的見證：

包容人，喜愛和睦謙讓，願意忍耐節制.。不求自己的益處，常求他人的益處

無學問也不識字，只能讀聖經。他的傳福音事工，有許多神蹟異能跟隨，許多

，從此以後，神的慈愛、恩惠、智慧、能力都隨著他。

有學問之人均跟從他。
4）但是也不要為「心靈剛硬者」，浪費尊貴的時間和力 量：
然而保羅又說 ：「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林前
2： 6〉，雖然神僕的講道信息，都要講「福音核心內 容」，但是為了按人按事貼

為傳福音者所安排一生要代禱的對象：

①

骨肉；②

親友；③

八福人〈太5： 1-11〉。

切地講，又需要「以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為中心能講凡事」的裝備！通常如
使徒彼得般無學問而蒙主重用的傳道人，在拯救人方面蒙主重用，像使徒保

當我們所傳的福音是前述之核心內 容時，就能分辨神為我所安排的神民和他

羅般不但明白基督福音的核心也有學問的，能在「拯救人、醫治人、培養人」

們的時間表。

上蒙主重用。
心裏晝夜想起而代禱的，想給福音的好處的，想祝福的，那人就是神藉我生
命要拯救、醫治、賜福的，我的心靈已成為那人的僕人。
3）真明白而享受福音的核心內 容之人，是自然而然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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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也能得著「為要多得人，
甘心作眾人的僕人」的心腸：

2. 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鬪拳，不像打空氣的

保羅說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9： 16〉，因為自己時常享受「神的同

「領受福音而蒙拯救了」，這並不是完成救恩工作了！「聽而信了福音」本身，

在、引導、賜福」，而看見非信徒在主同在的世界中困苦流 離，也看見教會裏

即是「蒙召」！在那蒙召裏，有應許和基業，因此蒙召之後的生活是更重要的

的聖徒在福音中加倍困苦〈太9： 35-

！蒙召之前的條件、經歷 ，都與蒙召之後的事奉，也與永遠的基業、冠冕有密

39〉；因為自己得了耶和華（福音）的光，而看見黑暗遮蓋萬民，幽暗遮蓋大地

切的關係！所以蒙召之後，必要得著一生的目標，用那目標察驗自己過去的

〈賽60： 1-

經歷 、現在的條件、未來的展望，要在凡事裏得神的美意！

22〉；凡已經看見這兩 個極端現象的聖徒，就是蒙召的傳道人，他們心靈的難
過、迫切，就是蒙召的證據！
1）「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奬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
一個聖徒真正得著這種蒙召後，他的生命、生活都進入另一時間表裏。他為

叫你們得著奬賞」〈24〉，即強調「要得目標，愛惜光陰，認真的跟從主」：

得不能壞的冠冕」〈25〉。即強調「永遠意義、節制、操練、的重要性」：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
得的奬賞」〈腓4： 13-

李牧師看過一位拳擊選手的節制和鬪志：先定出每 日睡眠、起床、吃喝、訓練

14〉，這並不是天天著急、忙碌地生活，乃是得著終身禱告題目（異象，標竿）

、休息的時間表，每 天操練的內 容，管理體重。於比賽之前、之中的保守心懷

，向著標竿，與神安然同行！相對於有些人天天繁忙，凡事認真，卻不得安然

意念…等。

，因為他們沒有終身目標而忙！
我們這為永遠的冠冕，操練靈命，打靈戰的聖民，則更要加倍節制、操練。「
蒙召為天國子民的，一直到靈魂離開身體，每 一時刻裏都有神聖的使命。我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林

們都是在有限的時光裏奔跑的！「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

前4： 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察驗主的美意，順著聖靈而行方面的操練，眼光

八十歲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

、言語、動作、待人處事，都需要操練；睡眠、吃喝、講話、工作、休息，都需要

0： 10-

節制。

12〉。每 天有廿五萬個生命離開世界，進入人生的終站，人人都為了那時刻而
活的，為那時刻一生吃喝、工作、休息、結婚、生兒養女、遇人遇事、煩惱喜樂

3）「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26a〉 ，強調「 終身標竿」 ：

…等。
「福音的五大核心內 容」本身，就強調「必要與主同行」！所以信福音後，必要
傳道者說 ：「虛 空的虛 空，虛 空的虛 空，凡事都是虛 空」〈傳1： 2〉；「這些事都已

進一步 學習「如何在我所擁有的條件和遭遇的情況裏，與主同行」！同樣地，

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作

傳福音者看見「信福音者」領受那核心內 容後，也必要進一步 教導「在他所擁

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12： 13-

有的條件和現況裏如何與主同行」。

14〉。傳道書並非強調「人生的虛 空」，乃是尋找「充實的人生」。何謂最充實的
人生？即「在基督裏，得確實的重生、完美的成聖、豐盛的基業」！

①
終身的目標：個人福音化，配偶兒女和家族福音化，教會和地區福音化，世界
福音化！

若能得著這終身目標，在凡事上能得神的引領，所以每 天的禱告、吃喝、工作
、為夫婦、為父母、為肢體、休息、睡眠，都是事奉主，都能成為每 天的冠冕。

②
每 日的目標：在神既定的時間表裏，察驗神的計劃、時間表和美意（為夫妻、

父母、兒女、兄弟；上下班、參與聚會、事奉教會聖工），在可選擇的時間表裏
，察驗神的美意，與主同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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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隨時的目標：靠聖靈，榮神益人建國，感謝、平安、喜樂 、讚美地生活。

德行，若有什可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4： 8〉，操練到「體質、習慣、
4）「我鬪拳，不像打空氣的」〈26b〉，即強調「正確面對仇敵」：

自然、享受」的程度！

① 要正確判別「仇敵邪靈的詭計、暗示、控告、欺騙」。
② 盡量在瞬息間，得著能力而得勝。

2）聖民在每 天生活事奉的崗位上，都擁有著「傳福音的工作」：

③ 追求「多得效果」。
惟有掌握「全備福音」的傳道者，才能享受「得勝有餘」的福音能力。

凡信而享受福音者，都是尊貴的傳福音者。聖徒都活在人群裏，都正在「為夫
妻、為父母、為兒女、為兄弟、為牧師、長老、執事、為肢體」的崗位上，做著「
傳福音者、教師」的工作！

3.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絶

為「配偶、兒女、肢體、門徒們」的更 新蒙恩代禱之內 容，自己要先努力做到，

了

否則我們的教導不但沒有果效，更是虧損「福音的榮耀」。

傳福音者所傳講的信息，並非「傳福音者自己的智慧」，亦非「傳福音者已經
完全做到的」，乃是從神而來的信息。因此，無論是聽的或講的都要遵守！

3）特別，像保羅已享受福音的大能，而得了「從天而來的異象」的傳道者，更
要面對許多攻擊！

1）如何「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①

試探：很容易 驕傲；②

逼迫：苦難；③

生産、牧養之苦；④

眾人都目睹傳道人的榜樣。
這並不是指「苦行或禁慾」！乃是指「不要按肉體放縱之慾而活，要按主（聖靈
）的引導而活」。這是真正明白福音，而得了新生命、身份、關係的聖徒，定了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

一生的目標和方向（四大福音化），並且在凡事上察驗主的美意的聖徒，才能

樣，也就罷了。人旣 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太10： 24-25〉。

做到的！
蒙恩膏越多，事工越復 興，傳道人就越要節制、攻克己身，在凡事上要努力做
要成為「蒙恩膏、有權能」的傳道者，則在思想、興趣、言語、生活動作、飮食、

眾人的好榜樣！

休息、睡眠，都要分別為聖，並且需要在敬虔方面的操練：「操練身體，益處還
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林前4： 8〉，「凡是真
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淸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

4）我們在保羅身上，可學到他凡事上得勝有餘的秘訣（腓立比書的見證）：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腓1： 12〉，因為我決斷了，「無論是生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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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1： 20〉，「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2： 5〉

我的生命已有如此的看見和決斷麽 ？為此正在為哪些人代禱呢？我已掌握

，「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3： 8〉，「使我認識基督，曉得

了福音的五大核心內 容麽 ？我可以將這福音的核心內 容應用在我所代禱的

復 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她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復

人身上麽 ？

活」〈3： 1112〉，「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奬賞」〈3： 1314〉，「然而我們到了什麽 地步 ，就當照著什麽 地步 行」〈3： 16〉，「我知道怎樣
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
都得了秘訣。我靠著拿加給我力 量的，凡事都能作」〈4： 12-13〉。

2）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鬪拳，不像打空氣的：
我的一生正在往哪一個標竿奔跑呢？終身目標和禱告是哪些？每 天的目標
何在？心裏有確據正在隨時與主同行？在這奔跑的日子裏，仇敵最大的攻擊
是哪些？我有否已得秘訣：
隨時趕出仇敵各種的攻擊，而能恢復「主的慈愛和恩惠」？
3）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絶了：

結語：

我真願意我的興趣、思想、言語、生活、動作，都被主管轄麽 ？我已得了：越
被主管轄，就越得自由、能力、果效的秘訣麽 ？我每 天努力操練這屬靈的工
夫麽 ？越來越看見已得了「自由而聖潔，聖潔而自由」的生命麽 ？

親愛的主，感謝祢，祢向我顯明那福音的榮耀、能力、冠冕，使我得著一生奔
跑的標竿，也使我得了隨時能趕出仇敵一切詭計、控告、毁 謗的秘訣！求主
快速得著主藉我生命，要在我生命的聯絡網裏得著的聖民！主啊，為福音，
我甘願成為眾人的僕人，為福音，我一生努力攻克己身，好使祢的能力隨時
彰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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