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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怎樣用神的方法治理神的教會  

讀經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

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

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願恩惠、

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

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又因你們在祂裏面凡事富足，口才、

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以致你們在

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猶太人是要

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

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

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一1-7、22-24）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

祕。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

十字架。」（二1-2）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

無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十三4-8、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因為死人若不復活，

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

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

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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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

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

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

了。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啊！你的毒鈎在那裏？死的毒鈎就是

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所

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

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十五13、16、50-58） 

 

弟兄姊妹都知道這一次特會的主題是「事奉神的旨意」，我所接受的託

付是要從哥林多前後書看服事神的旨意。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的神是有旨意

的神，在創世之前祂就定下了榮耀的旨意。神不僅有旨意，祂也有祂的作

為，有祂的行動。我們也知道在神的作為裏有兩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是

啟示，第二是治理；神要完成祂自己的旨意。 

啟示和行動 

我們在新約聖經裏面可以很清楚看見，保羅在以弗所書講啟示；他告訴

我們甚麼是教會，他把教會的意義解釋得非常清楚，教會怎樣以身體的原

則來建立。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若是沒有這個啟示，我們就不會明白

甚麼是真正的教會。 

我們感謝主把這個啟示賜給祂的百姓。因為有這個啟示的緣故，所以在

教會歷史上，當神的百姓偏離神旨意的時候，教會在地上被扭曲變形時，

許多神的兒女們因着這個啟示被主修正，能夠重新回到那正確的教會意義

裏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需要啟示，我們需要明白教會的意

義。我們感謝主，保羅在以弗所書裏面，把教會的意義和建造的啟示告訴

我們。保羅不僅有啟示，也在哥林多前後書裏面講到教會的治理。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這個啟示和教會的治理是並行的。沒有啟示是不行

的，但是光有啟示，沒有治理，也是不平衡的；所以，這兩件事是應當並

重的。說到神的工作，中文聖經裏面用了很多的字來形容，有的用「經營」

這個字，有翻譯作「安排」，也有用「行政」與「治理」等字。我們曉得

神的工作是為了教會達到祂榮耀的旨意。在我個人的領會裏面，「經營」

這個字比較重，它的範圍比較大，好像屬於宇宙性質的；在地方上，我認

為「治理」這個字比較合適。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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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哥林多前書裏面是講到教會的治理。這兩件事對於我們今天來講，

應該是同時進行的。以弗所書不僅啟示我們關於教會的榮耀，我們也需要

實行，需要把這個榮耀帶到今天地上的教會裏面，因此地上教會的治理變

得非常重要。 

我們的神是有啟示也有實行的。我們感謝我們的神，祂啟示了我們，讓

我們知道祂永遠的旨意就是基督；祂也啟示我們教會治理的方法是釘十字

架的基督。所以，神的旨意是基督，達到神旨意的方法是釘十字架的基督。

我們要知道，釘十字架的基督是神治理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

會的治理上，我們可以從哥林多前書裏面，很清楚看見保羅怎樣用神的方

法來治理神的教會。 

哥林多前書講到教會的治理，也就是用神的方法治理神的教會；哥林多

後書是講到治理教會的人，也就是神特意使用治理教會的人。所以我這次

兩堂的聚會，我就交通這兩個重點。第一點，怎樣用神的方法治理神的教

會；第二點，怎能成為神手中合用來治理教會的人。 

我們感謝神，在初期教會裏面，使徒們教導我們如何用神的方法治理教

會；他們也做了一個好的榜樣，說明神可以用來治理教會的人到底是甚麼

樣的。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使徒保羅可以說是第一世紀最好的一個榜

樣，所以只有保羅敢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十一1） 

保羅是最會運用釘十字架的基督來治理教會的人。在哥林多前書裏面，

他告訴我們，釘十字架的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他也告訴我們，從釘十字架

的基督，我們看見甚麼是真正的愛；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我們看見復活的

榮耀。關於這幾個點，我們稍微作一點的解釋，因為這是神所使用最有效

的方法，可以說是治理教會的唯一方法，我們必須要明白它。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首先他告訴我們，釘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智慧和能力。當然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裏解釋了，這個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而

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的智慧。從這個智慧裏面，我們能明白神的奧秘。 

在初期的教會歷史裏面，我們看見有一班人跟隨主。就着人來講，他們

沒有甚麼智慧，他們沒有受過甚麼教育，像彼得、約翰這些打魚的人，是

一班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因為主把神的智慧給了他們，結果我們看見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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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約翰這樣的人，他們明白神的奧秘。保羅是一個天然比較聰明的人，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如果用他自己的智慧，他頂多只能明白甚麼是猶太教，

惟有神所賜的智慧，他才能明白神一切的奧秘，結果他成了神奧秘事的管

家。 

在神的奧秘裏面擁有的豐富和豐滿是非常大的，只有這個智慧，使我們能

夠明白神的家是多麼的豐富。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蒙恩得救以後，這個智慧就在我們裏面。這個智慧

不僅使我們明白神榮耀的旨意，知道神奧秘的事；這個智慧運用在教會的

治理上，使我們能分辨一切的光景。今天在教會的事奉上，要知道甚麼是

出於基督，甚麼不是出於基督，這樣的屬靈判別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用

人的智慧很難分辨，只有主的智慧使我們能夠分辨；並且這智慧使我們能

夠解釋一切的事情。在教會中有事奉的人就知道，今天我們所碰到的很多

難處，要分辨並不容易，有時候解釋起來更困難，但是感謝神，神把祂奧

秘的智慧賜給我們，這是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所賜給我們的智慧，這個智慧

使我們可以在教會的治理上有智慧處理一切的困難。 

在舊約時代，已經有很多聖徒運用神這種智慧。大家最清楚的但以理，

他處於一個複雜混亂的環境裏，但他有從神來的智慧，所以他能在那個環

境裏面替神作事，達到一個榮耀，讓人看見至高者在人的國度掌權。至高

者在人的國度掌權，是藉着一班能運用神智慧的人。感謝主，今天我們蒙

恩得救了，神已經把這個智慧給我們，但很可惜，我們卻不會運用這個智

慧，結果我們還是運用了人的智慧。很多時候我們做了一件不智慧的事，

不僅給我們個人帶來很大的攔阻，也給教會帶來很多苦難。所以在教會的

治理上，我們需要神奧秘的智慧。這個智慧從哪裏來呢？是從釘十字架的

基督來。 

基督就是神的能力 

基督不僅是我們的智慧，祂也是神的能力。「能力」一字在希臘原文有

兩方面的意思，一是爆炸的力量；另一是動力、力度。在教會的治理上需

要有能力，這個能力非常的寶貴。我們曉得世人也有很多所謂的爆炸力量，

但這地上的炸力只能把人炸死，只有主的炸力能把人炸活。它可以除去我

們身上的難處，而不傷害我們這個人。奇妙的能力，不僅在我們身上有這

樣的炸力，也是推動教會事工的力量。所以在教會的治理上，我們需要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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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需要能力。這個能力從哪裏來呢？保羅說，釘十字架的基督就是神的

能力。 

基督彰顯真正的愛 

釘十字架的基督，不僅給我們帶來智慧和能力，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這位釘十字架的基督把真正的愛顯明出來。今天在地上，在教會的事奉裏

面，愛這個字可以說是最混亂的一個動詞。講愛最多，實際上卻是最混雜。

為甚麼？因為我們有天然的愛，我們常常用天然的愛來代替神的愛。這裏

告訴我們，神的愛是一個真實的愛，不光是天然的感情。你讀哥林多前書

第十三章的時候，你會看見這裏所說的愛一點也不浪漫。弟兄姊妹，這是

真理的愛，跟天然的感情完全沒有關係；只有這樣的愛才能建立基督的身

體。這個愛是支配基督身體的律，但是我們看見今天各地的教會卻缺少了

這種愛。 

感謝神，我們看見愛與真理是一致的；這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

告訴我們的。在教會的治理上何等需要愛，如果我們用了錯誤的愛，就會

使教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我們知道天然的愛是偏心的，天然的愛會使我們

結黨。很多聚會裏面都有很多小集團，為甚麼？是因天然的愛所致。弟兄

姊妹，只有釘十字架的基督能夠引進真實的愛，只有這個愛能使教會得到

真正的建造。 

基督啟示了復活的榮耀 

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保羅論到復活的事情，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復活

是主所引進來的。所以在這裏，釘十字架的基督啟示了一個復活的榮耀；

這是一個奧秘。保羅告訴我們，我們基督徒不是死了、睡覺，乃是要改變。

因為復活的緣故，我們有一個改變的榮耀。有人解釋說，這個改變是一種

蛻變，像毛蟲變蝴蝶那樣的改變。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地上的年日，其

實已經在復活的能力裏面，開始逐漸改變；不過因為這個改變的過程沒有

完成，所以看起來不大好看，毛蟲不像毛蟲，蝴蝶不像蝴蝶，但是有一天

要改變像主。 

復活是一個榮耀的盼望。我們在教會的事奉裏，要把這個榮耀的盼望帶

給神的百姓。我們看見很多弟兄姊妹，現在的光景不大好看，但是我們要

看見將來的榮耀。我們看自己也不大好看，但是將來會得着榮耀。讓我們W
es

t C
oa

st 
Chr

ist
ian

 C
on

fer
en

ce



6 

 

在事奉上不灰心，也讓我們能夠接納弟兄姊妹；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弟

兄姊妹，無論我們得救的背景和光景怎樣，無論我們個人的天性上有多少

難處，不管我們看見別人的天性有多麼大的難處，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復活

的看見，要知道總有一天會改變。這叫我們的服事能夠不灰心。 

不僅這樣，復活也是得勝的能力。保羅因為看見復活的榮耀，便作出得

勝的宣告：「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啊！你的毒鈎在那裏？」他

可以因着復活向死亡誇勝。我們今天在事奉上，特別是在地上的教會，處

處都能碰到死亡的事情，不是別人死就是你要死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

們有復活的能力。感謝主！ 

弟兄姊妹，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告訴我們，這是釘十字架的基督所引

進來的寶貴的真理，這些真理才是真正治理教會最重要的真理。而十字架

連於神永遠的旨意；是十字架除去了天然生命對教會錯誤的影響。這是神

手中最有力的兵器，聖靈運用它，今天我們也要學會運用它。 

恢復的工作 

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今天主在地上做恢復的工作；恢復最大的路就是

釘十字架的基督。這也是神永不放棄的一個原因。我們真是滿心感謝我們

的主，當我們的父揀選我們的時候，是因為預先知道我們而揀選我們的。

祂把我們這些墮落的罪人、這些充滿麻煩的人找回來了，是因為祂的兒子

釘了十字架。這是神手中最有力的兵器，祂可以改變這一切的情況，所以

祂從來不放棄；因為祂知道一定能把我們帶到榮耀裏面。 

弟兄姊妹，這在我們的事奉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看見。甚麼是恢復的

工作呢？恢復的工作一面來說是挽回，一方面是建立。今天我們看見教會

中許多的情況出來了，你不要盼望把這個難處搬走。我們也許不敢這樣禱

告，但是心裏很想說：主啊，把這個難處挪開。我年輕的時候出來事奉主

遇上一點難處，有一個年長的弟兄常常為難我，見到我就冷嘲熱諷。我很

痛苦，常常回到主面前禱告。我心裏想主把這個難處搬走，但不敢這樣禱

告。有一天，我在會所裏碰見他，他說：弟兄阿，你是不是求主把我這個

石頭搬開，你好走路啊？我真是這樣想的，但我不好意思承認。弟兄姊妹，

我們常常覺得最好沒有難處，但只主知道怎樣的待我們。感謝主，祂做挽

回的工作，永不放棄，今天不挽回你，明天還要挽回你；今年不能挽回你，

以後還要挽回你。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真正做主的工，你要做挽回的工作。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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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挽回，還要把他建立起來。 

弟兄姊妹，如何作恢復的工作？就是藉着十字架。沒有十字架，不可能

有挽回。沒有十字架，聖靈很難做建立的工作。感謝主，我們看見在哥林

多前書裏面，保羅做了一個好的榜樣，我們看見他如何運用神的方法來治

理神的教會。 

哥林多的教會 

熟悉哥林多前書的人都知道，哥林多的教會是一個深深陷在人性墮落中

的教會。這個教會的難處多得不得了，在初期時代裏，保羅所服事的眾教

會裏，哥林多教會是一個最困難的教會。不是說別的教會沒有難處，而是

哥林多教會的難處特別大。我們可以從哥林多前書大概看見當時的情形，

簡單地說一點，這教會是一個高度混雜的教會。我們知道很多地上的教會

也是混雜的，但哥林多教會是高度混雜，他們有高知識，但是道德很低。

這個教會深深地受到哥林多環境的影響。他們已經把世界敗壞的風氣帶到

教會裏面。 

哥林多教會很有恩賜，神給他們各樣的恩賜，但是教會卻一點秩序都沒

有。他們在一個聚會裏面，卻分門別類，內部分裂，你就看見哥林多教會

的難處；這是最可怕的難處。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教會，我們看見神的恩典

還是非常豐富的，他們承受了神很多的祝福。一方面，至少我們看見他們

接受了當代最好的、最優秀的工人的服事。保羅在那裏住了一年半，亞波

羅也在那裏服事過，也許彼得也在那裏服事過；因為那裏有人說我是屬彼

得的。他們還有百基拉、亞居拉這麼好的弟兄姊妹；還有提摩太、提多這

樣好的工人在那裏服事。所以這個教會承受過那個世代裏面神一些最好的

工人的服事，這叫我們很是羡慕。我們不要多，來一個保羅就夠了。 

我剛出來事奉主的時候，講道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困難。一想到講道我

就睡不好，吃不好，覺得很大壓力。有一天我去看一位年長的姊妹，她說

（當然她是無心的）：孫弟兄，我告訴你，在中國有名的傳道人，我差不

多都聽過他們講道；我聽過倪柝聲弟兄講道，我聽過宋尚節講道。她又講

了這個那個，講了好多個。當然一方面，我心裏很羡慕；但是另一方面，

她不知道這樣講給我帶來多大的壓力！我想，她甚麼道都聽過了，我還能

講甚麼呢？我感覺講道的壓力更大了。心想道都讓人講完了，我還有甚麼

好講的呢。所以在哥林多教會，有那麼多好的工人服事他們，他們很有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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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對不對？他們應該感恩的。 

不僅這樣，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六節告訴我們，他們知道甚麼是基督的見

證。保羅說，基督的見證在你們裏面是確定的，像我們聽了很多關於基督

的見證。並且保羅說：你們口才、知識、恩賜都全備。但是保羅說，你們

表現出來的卻像嬰孩，充滿肉體。弟兄姊妹，像這樣一種組合的教會，如

果讓你去服事，你去嗎？我想我們最好是逃。你知道近代的傳道人，不少

人的本事就是逃，儘量躲。感謝主，主使用保羅服事這樣的一個教會。 

我們都知道保羅是一個具有使命的使徒，神曾經藉着異象把神永遠的旨

意啟示他。神把這異象託付保羅，的確在頭一個世紀，保羅是一個以神的

異象為目的的人。對保羅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沉重的託付。所以他來到哥

林多教會，不僅要哥林多教會脫離各樣的難處，把很多不同的觀點歸正；

這還不夠，神要他把神的百姓帶進神的旨意裏。這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 

今天在我們的事奉中，如果糾正一些錯誤，把一些不好的弄好了，我們

就高興得不得了。但是神的心意還不能滿足，因為保羅在開頭說，神的百

姓是神呼召的百姓，這個呼召是有目的的。所以我們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

徒都必須記得，我們是因神榮耀的目的被救贖的一班人。不是將來上天堂

這麼簡單，神在我們身上有榮耀的目的；所以教會的事奉是有目的。所以

保羅說，我是奉神的旨意作使徒的。 

教會事奉的方法 

在哥林多這樣的環境裏面，一面要解決弟兄姊妹的難處，一面還要把神

的旨意帶進來，多麼艱難的情況。那麼保羅是用甚麼方法，怎樣在教會裏

面服事呢？感謝主，保羅所用的就是釘十字架的基督。保羅說：我在你們

中間定意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只有這個是最有效

的方法，只有這個能夠解決哥林多所有的問題。 

保羅在哥林多教會的服事裏應用了釘十字架的基督。今天我們覺得有一

件可惜的事：大多數神的兒女對十字架的道都不清楚。我們中間很多弟兄

姊妹多年聽這個道，覺得這是一個古老的十字架；我們覺得說，怎麼又講

這個東西？弟兄姊妹，我不是說我們知道多少，能講多少，是我們會運用

釘十字架的基督來治理神的教會嗎？你看看各地聚會的情形，看看我們服

事的情形，我們真的認識十字架嗎？我們真的懂十字架嗎？我們真的在運

用十字架嗎？我相信我們心裏面都會覺得很慚愧。但是保羅會運用釘十字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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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基督。 

當我們讀哥林多前書的時候，看見教會出現很多難處，這些難處可以說

都是當時代的情形和問題，保羅一個一個問題回答他們。可能有人說，這

是保羅的時代遇到的難處，我們現在用不上了。但我們需要知道一件事，

神賜給我們原則，從來沒有給我們具體的方法。所以在哥林多前書裏，找

到具體的方法並不容易。為甚麼？屬靈的事都是活的，神從來不用死的方

法來治理祂的教會，神只把原則給我們。今天我們必須順服神的聖靈，在

祂的引導中運用這些原則，這樣就能解決一切的問題。感謝主，保羅當代

所使用的原則，可以運用在世世代代的裏面。時代可以改變，環境可以改

變，人的思想形態可以改變，生活方式可以改變，但是神的原則永不改變，

並且能運用在不同的世代裏面；所以我們在聖經裏不需要找固定的方法。

保羅只是告訴我們，他怎樣運用這個原則解決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感謝

神，今天這個原則沒有改變。 

我們實在很清楚，在同一個世紀，只有使徒保羅是十字架意義的最大解

釋者，也是一個強有力的實行者。是保羅把十字架的意義給我們詳盡的解

釋，他最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在他所寫的書信裏面，我們看見每封書信都

離不開十字架。這是第一世紀保羅職事裏的主調。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這幾天我們弟兄們講使徒保羅的書信，每個弟兄都講到十字架，希望我

們不厭煩這個道理。求主施憐憫，讓我們像保羅一樣明白十字架的道理，

也會運用十字架的道理。保羅在他蒙召出來事奉主以後，過了十五年，他

寫了第一封書信加拉太書，那個時候他已經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也會運用

十字架的道理。那個時候，他已經明白與基督同釘的道理。感謝主，我們

的弟兄昨晚給了我們很好的講解。 

保羅在加拉太書裏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這句話我們很熟悉。

但是對很多基督徒來講，我們感謝基督為我們釘十字架，祂為我們流血捨

命；我們感謝祂付了重大的代價。但是保羅說，當他看見基督釘十字架的

時候，我也與祂同釘十字架。這是何等的看見！感謝主。這個時候保羅已

經開始明白十字架的意義。等到保羅寫哥林多前後書的時候，他更多更深

地運用十字架的道理；不僅運用在教會裏，也運用在他個人身上。這個是

我們需要交通的。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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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的十字架 

更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在寫完哥林多後書半年後，他寫了羅馬書。那個

時候，十字架的道理在保羅裏面出現了一個全面的圖畫。羅馬書是在哪裏

寫的？在哥林多。他眼見哥林多人墮落的光景，聖靈便更深地啟示他十字

架的真理。我們曉得有很多時候，主也是把我們帶到一種環境的經歷裏面，

教我們對一些真理有更清楚的認識。這樣說來，好像沒有哥林多，還寫不

出羅馬書。 

保羅到了哥林多，不是光流淚。的確在初期的教會裏，哥林多是讓保羅

流淚最多的教會。他一面流淚，一面在這些敗壞的情況背後看見十字架的

真實。所以我們讀羅馬書的時候，便看見十字架更完整的意義擺在我們面

前。我沒有時間解釋羅馬書，只簡單提一下，羅馬書第一章，保羅告訴我

們十字架解決了罪的問題，十字架解決了死的問題，十字架解決了律法的

問題，十字架也解決了肉體的問題。到了第八章，保羅告訴我們，十字架

成了聖靈作工最有力的工具。聖靈如何在我們身上怎樣做工呢？是藉着基

督的十字架在我們身上作工的。 

到了第十二章，他要我們基督徒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甚麼叫做活祭呢？

就是讓基督十字架的意義在每一件事情上成為活的，每一件事都需要運用

十字架，這樣就能建立基督的身體。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基督釘十字架的

意義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我們的主釘了十字架，保羅看見了十字架的基

督，就知道基督釘十字架是一個極大的奧秘，十字架的基督也是一個全備

的基督。只有釘十字架的基督才是一切問題的解答。我們個人的、團體的

問題都能統統得到解答。所以今天在地上教會的治理上面，如果我們不懂

得基督釘十字架的意義，要把教會治理好，恐怕非常困難。 

哥林多教會的難處 

哥林多教會這麼多的難處，難處的根源其實很簡單，就是世界的智慧和

世界的靈。如果我們今天容讓世界的智慧、世界的靈在教會的治理裏面來

運用，也會出現哥林多教會這樣混亂的情況。我想很快很簡單地把哥林多

教會的難處和問題說一下。 

我剛才講的，你只要抓住解決問題的鑰匙，哥林多前書記載的各樣問題

都能解決。我們最重要的是抓住這把鑰匙。保羅因為會應用這個真理，甚

麼樣的難處來到他跟前，他都能解決。首先，哥林多教會裏有分門別類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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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他們因為工人的緣故，崇拜一些工人的緣故，教會就分裂了。有人

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這

樣就造成了教會內部的分裂。感謝主，保羅是一個活在十字架原則底下的

人，保羅完全沒有自己。保羅說，我只是神的工人，神用我而已。亞波羅

算甚麼？弟兄姊妹，如果光講這句話，問題很大。接着他說，保羅算甚麼？

今天我們常常在教會裏聽見說那個人算甚麼；那不行。我們要聽見我算甚

麼；這才好。弟兄姊妹，我們看今天的教會，這部分的難處都一直存在。

保羅說，你們像世人一樣，這是世界的靈，應當在十字架下面。 

他們有道德上的問題，在教會裏發生了淫亂，還自高自大；又彼此告狀，

告到外邦人中間去了。弟兄姊妹，保羅在處理問題的時候背後是甚麼？認

識基督是他的智慧。從第六章開始，保羅講到我們基督徒的婚姻問題、自

由問題。在這裏有幾句話是非常的寶貴的。第六章十二節：「凡事我都可

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第十章二十三至二十四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這

是保羅透過基督的智慧來說的非常寶貴的話，是針對當時代的一種哲學思

想。 

我們知道在希臘哲學裏面，有一派人叫做諾斯底派。「凡事我都可行」

這句話是他們說的，這句話影響很多很多的人。他們的主張是甚麼呢？他

們說，一個人不要自我限制，不必很拘束，只要盡情地表達自己。所以一

個人凡事都可行，想做甚麼就做甚麼。這種自由的思想影響到如今。在美

國，這是一個非常風行的想法：我有自由，我愛做甚麼就做甚麼，我要把

自己弄得奇怪就弄得奇怪，不管別人怎麼看我。弟兄姊妹，這個思想在當

代影響很多人，甚至影響很多基督徒。但是保羅透過基督的智慧，告訴我

們：凡事都可行；是的，基督徒有這個自由，但不都有益處，基督徒應該

求別人的好處。 

你看這是甚麼？這是從釘十字架的基督所產生的智慧。保羅回答了婚姻

的問題，也回答了基督徒生活中的問題。保羅還講了一個很小的例子—

吃肉的問題。吃肉的問題在哥林多教會裏不算大問題。有人說，這塊肉經

過廟裏賣出來，基督徒不可以吃。有人說，凡物都是從神來的，為甚麼不

能吃呢？還有人乾脆坐在廟裏吃。保羅說，你要為着別人。保羅說，我不

吃肉，不是我不喜歡吃，是為着別人，怕絆倒別人，尤其是怕良心軟弱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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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被絆倒。 

基督徒有很大的自由，我們凡事都可做，但不一定有益處。保羅應用了

釘十字架的基督，用這個智慧治理教會。他也處理聚會的問題。蒙頭的問

題（這是教會裏關於頭的問題）、擘餅的問題（哥林多教會的擘餅問題真

的不好），還有恩賜運用的問題（聖靈把各樣的恩賜賞賜給哥林多的弟兄

姊妹，但是他們弄得非常混雜），保羅都運用釘十字架的基督的智慧來解

決這些問題。 

甚至有人懷疑根本沒有復活的事，保羅也在這裏解釋關於復活的問題，

這個解釋充滿了啟示的光。他說，神的工作，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最後

主把國度交給父神。弟兄姊妹，我們看見保羅懂得十字架的意義，知道甚

麼是基督釘十字架。他不是光知道這個真理，也確確實實把這個真理運用

在教會裏面。 

今天我們在地上治理教會，用的是甚麼方法？我們是用神的方法，還

是用人的方法？保羅在這樣一個困難的教會裏面能運用神的方法，按照神

的旨意在這樣的一個光景裏面服事主的教會，也服事我們的神。所以弟兄

姊妹，我們要事奉神的旨意，不僅需要啟示的光，還要懂得治理的方法。

我覺得今天在地上的教會中，到末後的世代，艱難越來越大，但是我們不

要忘記，釘十字架的基督實在是一切問題的解答。願主用這些話重新激勵

我們，不管今天你所在的教會有多大的困難，不要灰心。我們從保羅的榜

樣得到激勵，讓我們堅決用神的方法，決不用人的方法，也許主使我們所

在的聚會也能夠把神的旨意帶進來，讓主今天在地上得着榮耀。 

禱告 

主，我們感謝祢，祢因着祢榮耀的旨意救贖了我們，也建立了我們。主，

我們知道祢的工作是榮耀的；但願祢使我們能明白祢工作的法則，叫我們

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會中如何來治理，使祢的榮耀也能夠顯在地上。讓祢

的旨意在我們中間。我們感謝祢，多年來祢把榮耀啟示的光賞賜給我們，

實在吸引我們的心，讓我們能夠起來跟隨祢。我們求祢保守在末後的眾教

會，在仇敵四圍的環境中，在我們個人肉體的軟弱光景中，主啊，祢來建

立祢自己的家。主，我們仰望祢的憐憫，祢怎樣使用保羅，求祢也照樣使

用我們。我們一同把敬拜歸給祢，我們這樣禱告，靠耶穌基督寶貴的名。

阿們。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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