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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怎能成為神合用治理教會的人  

讀經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林前四1-2） 

 

「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麼？豈像別人用人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

薦信給人麼？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裏，被眾人所知道所

念誦的。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着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

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我們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

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祂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着字

句，乃是憑着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作「聖靈」）是叫

人活。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

面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何況那屬靈

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麼？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榮

光就越發大了。那從前有榮光的，因這極大的榮光，就算不得有榮光了；

若那廢掉的有榮光，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林後三1-11） 

 

「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我們原不是傳自己，

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那吩咐光從黑暗

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

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

上。因為我們這活着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

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

上發動。……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

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四1、5-7、1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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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因為祂說：在悅納

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

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

被人毀謗；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

患難、窮乏、困苦。」（六1-4）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着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

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

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十3-5）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

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認得這人；或在身

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祕

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為這人，我要誇口；但是為我自己，除了我的

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們強逼的；我本該

被你們稱許才是。我雖算不了甚麼，卻沒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

下。」（十二1-5,11） 

 

時間過得真快，很快就來到特會的最後一個晚上。明天我們這特會就

要結束了，我真是深深渴望主能夠快點回來。我也巴望這次特會能成為

最後一次特會，我們明年就一同聚在主面前，那是何等的美好呢！我相

信這也是我們所有弟兄姊妹內心的渴望。主若回來，我就不需要講道了。

當然主若遲延回來，我們就還要繼續如此的服事下去。這次特會，我的

負擔是從哥林多前後書看服事神的旨意。 

我已說過，我們的神不僅有祂榮耀的旨意，也有祂的作為。在舊約聖

經裏面，提到神的作為，很多地方前面都加一個字「wondrous(奇妙的)」

奇妙的作為。這個作為也可以指祂的工作，祂的行動。我們也講到，在

神的作為中，神的啟示和治理這兩件重要的事情；這兩件事情是並行的。

我們看見使徒保羅不僅從神那裏得到啟示，他也懂得怎樣治理神的教會。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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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神啟示的那個榮耀的旨意，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也是非常榮耀的

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神不但要讓我們看見，也要讓我們知道怎樣來

治理祂的教會。我們看見保羅在哥林多教會所處理的難處，那裏有人犯

了淫亂，娶了繼母，有人把弟兄告到外邦人中間去。也有關於他們生活

行為上的一些事情，關乎他們的婚姻問題、吃肉問題。不僅這樣，聚會

中也有很多問題，有蒙頭的問題、擘餅的問題、恩賜運用的問題。在哥

林多教會裏面，許多地方出現了問題，保羅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知道

保羅在其他的書信裏面，也講到基督徒生活上的一些事，但那些教導好

像都是普遍性的，任何時代弟兄姊妹都可以應用。而在哥林多教會，保

羅是處理當地的問題。所以我們知道這是關乎到地方教會的治理問題。 

感謝神，保羅不僅有一個非常大的啟示；保羅對於地方上神的兒女們

所遇見的事情，他也處理。我們講過，在教會的治理上，必須用神的方

法，這樣我們才能在地方的教會上服事神的旨意，使神的榮耀不僅在天

上，也能把神的榮耀帶到地上。 

我們當然知道神的旨意是基督，但是達到神旨意的方法是釘十字架的

基督。我們上次說過，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我們可以得着智慧，得着能

力，得着愛，得着復活的盼望。這都是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所引進來的。

今天我們在地方上治理神的教會，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缺少這些，

我們很難治理神的教會。 

在哥林多前書裏面，主要講的是教會的治理；保羅讓我們看見他如何

用神的方法治理教會。我們感謝神，神樂意把教會的治理託付在人身上，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明白甚麼是神的方法；我們也只能用神的方法來

治理神的教會。神把這個事奉、這個託付擺在我們身上；早上年長的弟

兄告訴我們說，我們事奉主是非常高貴的事。弟兄姊妹，不僅這樣，我

們事奉的教會也是非常的高貴；這是在神的心中非常寶貴的一件事。所

以，今天我們曉得神要得着一班人，成為教會治理的人。 

主耶穌為榜樣 

在保羅的書信裏面，說這樣的人是執事，也是工人。神對於這些治理

祂家的工人要求很高，也非常的講究。我想在古代現代也一樣，如果在

一個大戶人家，主人的權位越高、越富有，他家裏的工人不會隨便，他

會非常仔細的挑選工人。今天我們是在神的家中，在服事神的家，所以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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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於祂所要用的人更是格外的講究。實在說來，神並不輕易地把祂的

家交在隨便的人手中。神是何等的重視祂的家！假若我們在神的家中是

隨便的人，就破壞了神的家。所以神對於治理祂教會的人，祂的要求是

必須符合祂的心意。我們感謝我們的主，我們的主到地上來成為神的僕

人，祂是神的工人、神的僕人最標準的一個榜樣，也是最大的一個榜樣。

今天早上，我們年長的弟兄把主作僕人的光景作了很清楚的解釋。 

希伯來書第三章講到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前面說基督盡忠，如

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但是祂比摩西更配多得榮耀。因為摩西是

神家的一部分，主耶穌是真正的建造者。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穌基督是

神僕人最標準的一個形像，我們今天的事奉必須以主為榜樣。 

如果我們不能符合神的要求，只會給教會帶來麻煩。我常常鼓勵服事

的弟兄姊妹說，事奉是解決麻煩，不是製造麻煩。但很可惜，我們今天

看見在世上，很多事奉主的人是麻煩的製造者。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今

天的事奉不能符合主的心意，我們就會成為麻煩的製造者。感謝主，我

們的主來到地上，祂自己作了一個榜樣，所以我們應當以主作為我們事

奉的榜樣。如果我們跟隨主的榜樣，我們就能給神的家帶來祝福。 

主訓練工人 

我們的主不僅作了榜樣，我們也看見所有神的工人都是神自己訓練出

來的。我們感謝主，我們蒙恩得以來事奉我們的主，主讓我們每個人都

作祭司，但是神卻不允許我們隨着自己的意思來事奉祂。今天我們在教

會裏，很多時候對弟兄姊妹說，請你來服事；他們就開始發熱心了，用

他們的智慧、方法和經驗來服事。不錯，神要我們服事祂，但是神要我

們按照祂的心意來服事。我們要服事，必須照着神的意思，如果不照着

神的意思，不僅與神的工作無益，反而破壞神的工作。所以神要訓練人

來成為祂的工人。 

在聖經裏面，我們看見很多好的例子，很清楚地看見神如何訓練人成

為祂的工人。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神怎樣訓練摩西成為

祂的工人。神必須把這個大有學問、大有口才、大有才幹的摩西放在曠

野四十年，訓練他。如果不經過這個訓練，摩西在神手中是沒有用的。

在埃及有用，就像我們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一樣，在世界上很有用，但是

在神的工作上卻沒有用，所以必須經過神的訓練。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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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是最好的老師 

感謝主，到了新約時代，這個訓練的方式變得更容易更實在。我們不

需要一得救就放在曠野四十年，我想沒有人能活得像摩西那樣長。我們

經不起這四十年，所以新約時代的訓練方式不一樣。我們是在聖靈的帶

領中，一面事奉，一面學習。所以當我們得救的時候，神差遣聖靈住在

我們的靈裏面，訓練我們成為事奉的人；祂在我們裏面的教導是最好的

教導。有孩子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有些家庭比較富裕，便請一些家庭老

師到家裏來教孩子，他們對這個家庭老師都是精挑細選，因為這關係到

孩子的前途，要找一個最好的。但是，這個家庭老師講完就要走的，即

使你很富有，把他留在家中住，他也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教導你孩子。

我們的神不一樣，說明了神是多麼的重視我們。我們在主的眼中真是如

珠如寶，祂差遣聖靈住在我們裏面。這個教導是更細更實在的，祂在每

一件事情上來教導我們。 

約翰晚年的時候說，基督徒要順服恩膏的教訓；我們不需要人來教導

我們，我們不需要外面的老師。弟兄姊妹，我們已經有最好的老師。我

記得年輕的時候，有一位年長的姊妹，她非常熟悉聖經，很會講十字架

的道理。常有姊妹拿聖經去問她，她說，「我不懂。」「你怎麼會不懂

呢？你平常講得那麼清楚，為甚麼會不懂呢？」她總是回問弟兄姊妹，

「你得救了沒有？」「我當然得救了，我得救了二三十年了。」「如果

得救了，聖靈在不在你裏面呢？」「當然在我裏面了。」「那麼回去問

聖靈吧。」她很會把人帶到聖靈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今天不需要

甚麼外面的人作我們的老師。 

作老師的怕誤人子弟。你在世界上做老師，誤人子弟當然不好。如果

我們誤了神的兒女更是大事情了。每個基督徒都是天父的兒女，都是何

等的尊貴啊；我們怎夠資格當人家的老師呢？所以神沒有把我們交在人

的手中，而是把我們交在聖靈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懂得順服聖靈，

我們就能接受最好的訓練。我們不會，聖靈會指教。 

感謝主，我們今天所受的教育也不需要一個特別的老師，各地的聚會

才是最好的訓練場所。感謝主，我蒙恩了很多年，在教會裏學了無數的

功課，每一個難處來到的時候，聖靈在我們裏面就教導。每一次一點的

教導，我們對主的話就明白多一點，這比讀上多少本解經書好得多。那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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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死的東西，聖靈在你實際的生活事奉上的帶領和經歷是活的，並且

那個教導讓你終生難忘。我很羡慕別人記憶力很好，因我的記憶力不大

好，讀聖經常常忘記；但是我在教會的事奉裏面，聖靈所教導的事情，

終身難忘。 

所以我們會看見在新約時代中，神給我們的訓練方式跟舊約是不一樣，

這個訓練是隨着你，隨時隨在、任何環境裏，都可以學習。一個基督徒

要好好讀聖經，我常常說聖經好像說明書，聖靈就按照主的話帶領我們，

引領我們進入神所要的光景。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裏面，順服恩膏的教

訓是非常重要的。 

保羅的榜樣 

在第一個世紀，保羅是新約時代中事奉的一個好榜樣。主是最大的榜

樣， 保羅是個好榜樣；因為他學了基督，效法基督。弟兄姊妹，我們要

承認我們事奉神，作神的工人，很難承擔的託付。不要說我們覺得很難，

連保羅也覺得難。他說，我們能承擔甚麼事，不是靠我們自己，乃是出

於神(林後三5)；「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十

五10）他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

神的教會。」（9節）按照他的情況來講是不能事奉神的，但是他成為神

重用的使徒，所以能成為這樣的人是神的恩典，感謝主。保羅不是生出

來就是神的僕人，我們看見保羅，常常覺得我們哪裏趕得上！保羅說，

我能這樣，是神的恩典。感謝主，我們不必灰心，神的恩典也能把我們

帶到這樣的情況。弟兄姊妹，感謝主，神使我們能。 

保羅在第一個世紀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他不僅從神承接一個職分，

也是一個好執事，完成神的託付。哥林多後書說到職事和執事，英文比

較能夠表達，中文有點難處。職事與執事，聽起來是一樣，但職事是指

着事說的，執事是指着人說的。職事是神的託付，執事是指着我們這些

人。我很喜歡中文聖經裏面把執事這字翻譯成工人，中國人的印象，工

人是很低微的。其實是看你作誰的工人，在古代，作皇帝的工人，職事

很大；所以「工人」這個字是一個很好的字。保羅從神承接一個職分，

他也是一個好的執事，一個合神心意的工人。希望主能用我們，我們能

合祂所用；不管用多用小，只要能被用就行。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施恩

給我們，使用我們。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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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有些東西被一些人用一下就身價百倍。有一次在德州一個學校

裏，我們經過走廊的時候，看見一支鋼筆，我很奇怪為甚麼有一支鋼筆

在那裏？哦，原來那支筆曾經被美國總統詹森用過，詹森是他們的校友，

所以他們就把這支鋼筆特別用鏡框掛起來。這支鋼筆很普通，我們用錢

可以買到；但這支筆因為總統用過了，便身價百倍。弟兄姊妹，你我如

果能夠被創造萬物的主用一下，就是在最小的事上能用一下，價值就是

無比的。我們要羡慕在主的手中成為祂的工人。 

保羅是一個好的工人，他在哥林多這麼多難處的教會中間，把事奉神

的功用發揮到極至。哥林多後書講到這一位神的僕人，他在這樣一個艱

苦的教會的光景中，能彰顯出那個榮耀。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在學

校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做金屬測驗，怎麼測驗呢？我們拿一塊金屬，看

起來黑黑的，不起眼，然後把它丟在火爐中，並把火加旺，等到火達到

白熱化狀態的時候，就發現這塊原來黑黑不起眼的金屬，突然發出非常

美麗燦爛的光輝，並且刺眼。 

弟兄姊妹，這讓我們想起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被釘十字架前的那段

光景。那是一個何等艱難、何等痛苦的一個經歷！祂被猶大出賣，祂的

門徒四散，祂被拉到大祭司的院子裏受審判，人吐唾沫在祂臉上，用手

打祂，給祂帶上荊棘冠冕，用鞭子把他打得遍體鱗傷，然後猶太人把祂

交在羅馬人的手裏，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看見那個時候，黑暗勢力全

軍圍繞着我們的主，到最後，神也離開祂。弟兄姊妹，我們的主受的苦

難達到了極點，好像火爐裏面的火達到白熱化。就在這個時刻，我們看

見基督的生命發出極大榮耀的光輝，美麗非凡，驚動整個天地，太陽不

放光，地大震動。 

弟兄姊妹，苦難使屬靈的生命發出更大的光輝。保羅在哥林多的教會，

如同在一個大火爐裏面一樣，感謝神，我們的弟兄使這個屬靈的生命發

出極美麗榮耀的光輝。所以我們讀哥林多後書的時候，看見這個神的工

人，在他的事奉中，如何讓主生命的光輝那樣榮耀地被照射出來。弟兄

姊妹，我們知道神要使用合適的人來治理祂自己的家，我們要看看保羅

怎樣能夠在這樣一個環境裏面服事神的旨意。 

神奧秘事的管家 

哥林多前後書實在是非常的豐富，我們沒有辦法能夠完全地解釋，只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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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其中大略地來看幾點；但願這些也給我們帶來神的旨意。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告訴我們，一個神的工人，應該是神奧秘事的管家。我們感謝

神，神樂意把祂的奧秘託付人。甚麼是神的奧秘？神的自己就是最大的

奧秘，神的旨意也是宇宙中間的大奧秘；這不是人的思想、人的頭腦所

能完全明白的。但是感謝我們的神，祂樂意讓我們來明白這個奧秘；所

以在歌羅西書裏面，保羅告訴我們，神的奧秘就是基督。基督是神奧秘

的最具體表現，今天我們能明白神的奧秘，我們是透過主耶穌基督，認

識甚麼是神的奧秘。神不僅啟示我們明白祂的奧秘，也叫我們作奧秘事

的管家。 

管家是了解家中一切事物的人。在古代的大戶人家，都有一個管家，

這個管家權勢很大，他了解主人所有的事情，替主人管理家裏一切的事。

神給我們極大的恩典，祂沒有把這個託付給天使，祂願意我們來作這個

管家，這是何等的榮耀！所以我們需要接受聖靈在我們裏面的光照，要

明白我們這個家裏面到底有多麼豐富。我曾經在一個地方對一些青年弟

兄姊妹說：你們知道你們今天所處的環境是多麼的寶貴嗎？我們今天在

聚會裏好像在一個家裏面，這個家承受了過去教會歷史上多少的豐富啊；

你們原諒我這樣說，今天跨過這個範圍，你們看見很多基督徒的交通都

是摸到一些地上很膚淺的事情，而我們承受了一個非常大的遺產。我一

想到這個，就滿心感謝我的主。很可惜，很多年輕的弟兄姊妹並不了解。 

弟兄姊妹，當然我們所承受的，還是神整個奧秘的一部分而已。今天

我們服事我們的主，如果對這個奧秘沒有一點認識，我們服事也很困難；

因為神要我們作奧秘事的管家。管家不是主人，是工人；所以聖經告訴

我們，神要求管家忠心。我們在神的教會裏不能把神的東西變成自己的，

更不能偷東西，不能偷神的榮耀，並且一切都要按照神的規定來行。所

以保羅告訴我們，你們要好好服事神，在神的家裏面作奧秘事的管家。 

新約的執事 

到了哥林多後書的時候，保羅講這個工人其實就是新約的執事。弟兄

姊妹，我們知道這跟舊約有一點的不一樣，舊約比較活在規條裏面，新

約的執事是活在生命裏面。為着時間的緣故，我們只能從哥林多後書裏

面，把重點的東西略略地交通一下。保羅告訴我們，新約的執事是一個

屬靈的職事（林後三），這個職事是憑着精意，不是憑着字句；所以要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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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屬靈的職事，就要跟隨聖靈的帶領，不能完全照着外面的規條樣式來

做。 

保羅又說，這個職事是藉着聖靈在人的心板上寫字。這實在是一個奇

妙的事奉。在過往的年日，我看見許多真正跟隨聖靈服事主的弟兄姊妹，

真的能在人的心板上寫字。人的心是一個最有感覺的地方，在人的心裏

寫字是摸到人的感覺。所以很多時候，一些簡單的話就叫人終身難忘。

弟兄姊妹，我們不是把一些知識道理給別人，而是藉着聖靈在人的心板

上寫字，在聖靈裏有一種穿透的力量，這是一個活的事奉，是非常的寶

貴，保羅就是這樣的一個職事。 

新約的屬靈的職事也是一個稱義的職事，不是定罪的職事。甚麼叫做

稱義的職事？是能使人歸正的，在教會的治理上是挽回、建立。保羅說

這個職事是充滿榮光的。 

不喪膽 

接下去，第四章一節說：「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

膽。」保羅在第四章裏兩次說到「不喪膽」。弟兄姊妹，主當初把託付

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知道在教會中非常不容易實行，那個環境很多時候

叫我們害怕。所以當我們一喪膽，就會表現得很虛偽，不真實了，也不

忠心了；你會失去勇敢，會對惡讓步，甚至會妥協。 

我們看見今天在地上的教會中，這種的光景也是很實在的。保羅說，

一個承擔新約職事的，要不喪膽。他們盡忠於服事所做的工，在神面前

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們知道良心是替神說話

的，我們的良心不替你說話、不替我說話。我們有時候會發現一些情形，

有些人的說法，我們不喜歡；但是良心告訴我們，他是對的。有些人很

受喜歡，但是良心告訴我們，這不對。所以事奉主的人不需要自己推薦

自己，為主做的工可以薦於人的良心。我們只要根據自己的本份，在神

面前事奉就可以了。 

感謝主，保羅給我們作了一個好榜樣，保羅不喪膽，為甚麼？因為他

看見寶貝在瓦器裏。我們知道基督是寶貝，我們是瓦器。感謝主，我們

必須認識自己是瓦器。雖然在人看來，我們算不得甚麼，但是我們要知

道我們裏面有一個極大的寶貝。 

每次讀到瓦器的時候，總讓我想起一個年長弟兄的服事，他已經到主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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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去了。他曾經非常忠心的事奉主，非常老練，我也從他得過很多屬

靈上的幫助。有一次他講到一個故事，我覺得很有趣。他說：他到馬來

西亞去服事，那裏有一個老姊妹非常愛護他。這個老姊妹大概沒有受過

甚麼教育，既知道弟兄身體不好，就想煮一鍋雞湯給他喝。當她把雞湯

給他之前，有人先跑去告訴這個弟兄，說：等一會兒，這個姊妹把雞湯

拿來，請不要介意，因為她在家裏把雞湯煮好後找不到器皿，就用了一

個夜壺。不過他跟他講，這個夜壺是新的，沒有用過的。這個老姊妹真

的用尿壺盛了一鍋雞湯來了，那個弟兄說，看見那個尿壺真是覺得很為

難，但是那雞湯真的好喝得不得了；我喝了那個雞湯，還能再講兩篇道。

他說，器皿不太好看，但裏面是寶貝。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就是這樣的

光景。 

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 

保羅看自己是個瓦器，我們覺得他是神偉大的僕人，何等的尊貴，有

這麼大的能力。保羅說，這不是出於我。因為有寶貝在瓦器裏，所以他

說：我們不喪膽。並且他說：我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意思是，我們身

上有死的判決，就像一個被判死刑的人一樣。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基督

的死，這對於我們是有何等意義的一件事！我們生命中的許多難處都沒

有出路，但因為這個死的緣故，我們許多敗壞天性的東西能夠被消除。

感謝神，我們向自己死，便可以向神活着。保羅說，身上常帶着耶穌基

督的死；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帶着。我們跟保羅的區

別就是我們常常不帶。感謝主，保羅告訴我們，當有死的實際時，就有

活的果效。這個死和生要發出香氣，叫人擔不起的。 

 

為甚麼不喪膽呢？保羅繼續說：我們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都

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以人歡迎我們，不歡迎我們，都是小

事情，都會過去的；我們必須着眼在那不能見的事上。但是保羅在這裏

告訴我們，如果要顧念所不見的，必須裏面的人剛強起來。裏面的人越

剛強，越能顧念所不見的，叫我們能輕看地上的苦難，而注意那極重無

比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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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心不憑眼見 

在第五章，保羅說：我們在地上生活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地

上的帳棚雖然慢慢毀壞了，這並不重要了，我們要立定心志，討主的喜

悅。眼見代表人的智慧和經驗；我們相信我們的主，不憑着眼見來判斷

事物。 

弟兄姊妹，保羅竭力地討主的喜悅。我們知道在聖經裏，愛和喜悅是

不一樣的。神愛我們，但不一定喜悅我們。喜悅是可以得獎賞的。不但

主愛我們，也盼望祂他喜悅我們；讓主看見我們的時候，總是笑臉。 

不要叫聖靈擔憂，不要讓聖靈看見我們老是皺眉頭。弟兄姊妹，這是

新約執事該有的學習。有一天，我們都要來到基督的臺前，那時一切的

光景都要顯明了。 

接下來，保羅說祂受基督的愛激勵。事奉主，要被主的愛抓住。他也

說不憑着外貌認基督。我們從前曾經在外貌認過主，如今要在啟示的光

中認識主。 

他繼續說，我們要做基督的使者；使者最大的目的使人與主和好。 

與神同工 

到了第六章，保羅說，我們要做神的好工人；好工人是與神同工的。

並且我們看見，如果我們被譭謗，絕不讓神的職事被譭謗。在主的託付

裏，不要計個人得失。怎樣表明是神的工人？這裏保羅說到很多的事情，

他用了幾個很有意思的介係詞：IN、THROU、AS。他講到外面與裏面

各樣的環境，還有必定經過的一個過程，最後在屬靈的事上也有矛盾。 

他說「似乎…，似乎…」，似乎是一種現象。對不起，我的時間到了，

我只能這麼簡單地說，保羅真是多多地為主受苦；他是藉着這些苦難表

明他是神的工人。我們也看見他的心胸廣大，如同父親一樣。所以我們

看見新約的職事，在保羅身上發揮得那樣美麗、那樣榮耀，特別是在哥

林多教會這麼一個艱困的環境中。 

保羅面對反對的人 

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有些弟兄姊妹服下來了；但是在十章到十三

章，我們看見還有些人反對。保羅面對這些反對的人是怎麼反應呢？我

們知道在事奉上不可能沒有反對，沒有一個事奉主的人是得着所有人喜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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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的。要所有弟兄姊妹跟我們都沒有難處，這是不可能的，連主在地上，

也有很多反對的人。使徒們在地上事奉主，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們要把

這一切都看作環境上的考驗。所以保羅說，我們絕不憑血氣爭戰，乃藉

着基督的溫柔與和平來服事；這樣的服事能奪回人的心。 

我們看見在保羅裏面，從來沒有負面的思想，他只有主的意念，主給

他的權柄，他只造就人。他從來不誇自己。他的服事，為着要叫神的百

姓純潔，希望神的兒女能成為貞潔的童女。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在第一

個世紀，使徒們為着教會的純潔爭戰，這是一個大爭戰。今天在地上的

教會，我們深深地感覺教會已經失去她的純潔。這也是一個大爭戰，相

當不容易的爭戰。 

雖然有很多人反對，但是保羅不灰心。保羅在哥林多被逼迫得沒辦法

說出自己的經歷。他說，我說這些事是不得已的，是被你們迫我說的；

我講這些像愚昧人一樣。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經歷，我們立刻

就說出來了。保羅說他的三層天經歷，是十四年以後被哥林多的弟兄姊

妹迫他講出來的。如果是我，昨天晚上上了三層天，今天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講自己多麼的得意啊，保羅給我們做了美好的榜樣，講這些東西是

愚昧的，講這些東西是不得已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保羅在反對的人中，他能站立得住，並且能給教會

帶來積極正面的鼓舞和激勵。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家是何等寶貴！神並

不輕易地把祂的家託付給任何人，神希望人能夠在祂手中成為合用的器

皿。一個能治理神家的人，必須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功課。我們真正感覺

在今天這個世代裏面，主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但願我們能答應主的呼

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作工在我們身上，讓我們能成為合神使

用、治理神家的人。所以我們服事神的旨意，不僅是在天上，也是在我

們今天各地的聚會裏面。願主因着我們在地上的事奉得着榮耀。 

禱告 

主，我們滿心地感謝祢，祢揀選了我們這些不配的人來服事祢，我們

真的裏面一無良善，我們裏面充滿了卑鄙，但是祢沒有丟棄我們，要作

工在我們身上，如同祢作工在保羅身上一樣，祢怎樣改變他，讓他成為

祢手中可用的器皿，用來治理祢自己的教會。今天我們知道祢的心是何

等的迫切，祢盼望能得着更多合用的器皿。主啊，我們對祢說，我們在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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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雖然我們不配，但是我們願意把自己交在祢的手中。願每個弟兄

姊妹經過祢的製作，都成為合用的器皿，一同來治理這個家。讓我們在

地上的日子，在我們聚會中把榮耀歸給祢。主，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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