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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與自由權柄與自由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什麼是合神心意的運用權柄？

你有自由，但為著更高的一個目的，為著愛的緣故而不用這個自由

有權柄 是 樣 意為著 處 權柄 是真正的自由你有權柄，但是，同樣的願意為著信徒的好處放下權柄，這就是真正的自由

九1-3 會看到保羅說權柄的由來，1「我不是自由的嗎？我不是使徒嗎？

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所做之工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所做之工嗎？」

保羅面對教會中有人受了假教師的煽動，他們就質疑保羅使徒的權柄，

保羅一連拋出了四個問題來為他成為外邦使徒清楚的差派來分訴，

來強力的爭辯，因為有盤問他的人對他使徒的身份產生了質疑，

同時就表示他所傳的福音也受到質疑，這個是保羅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他強調他的蒙召成為使徒的真實性。3「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所以他強調他的蒙召成為使徒的真實性。3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

這樣的質疑的問題其實已經是很嚴重的在教會裡面散播。

在 1-3 我們就會看到保羅他講到他權柄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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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神所差派的，他是清楚蒙召做外邦使徒的。

4 以後，保羅就講到權柄的運用…
首先，服事主的人當然可以在服事的同時，可以享有家庭的生活，可以結婚、首先，服事主的人當然可以在服事的同時，可以享有家庭的生活，可以結婚、

有婚娶、可以旅行。保羅說難道他沒有這樣的權柄和其他的使徒一樣嗎？

4 他反問：「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吃喝嗎？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

為妻，帶著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樣嗎？」

6「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做工嗎？」服事主從神領受恩典、領受權柄，

神愛祂的僕人，也為祂的僕人建立合神心意的生活神愛祂的僕人，也為祂的僕人建立合神心意的生活。

服事主的確是可以享有這一切，神也給所有服事祂的人都有這樣的一個祝福，

保羅也再次提到事奉者、傳道人，他是可以靠著福音養生，保羅也再次提到事奉者 傳道人 他是可以靠著福音養生

這在 4、7-11、13-14 多次出現，因為這也是主的命定。

14「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當然我們這蒙召做全職的服事者，終身以祈禱、傳道為事，

因為是從神領受呼召，神就為蒙召者負一生的責任。

當然我們這個蒙召要非常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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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這個蒙召要非常的清楚，

甚至可以說我們需要有100%的這麼樣的清楚。

服事的路上有很多的艱辛，也有從惡者來的試探，撒但也會裝作光明的天使，

我們服事的確會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時候需要天天從主領受恩典和能力，我們服事的確會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時候需要天天從主領受恩典和能力，

主應許會給我們夠用的恩典，就好像對保羅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

保羅一生為著福音的緣故所受的苦，應該還不止在林後十一23-33 所提的那些事。

當我們看那些經文，就知道保羅的確受了許多的苦，為著福音的緣故。

所以我們服事主的確會碰到很多的困難，在這條事奉的路上，

如果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蒙召 也就是神呼召我們做全職的服事者 傳道人如果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蒙召、也就是神呼召我們做全職的服事者、傳道人，

如果我們沒有100%的把握的話，碰到一些事情撒但還是會見縫插針的。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懷疑、或者對自己的蒙召沒有那麼樣全面清楚的把握，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懷疑 或者對自己的蒙召沒有那麼樣全面清楚的把握

我們也可能會上撒但的當，可能甚至有的時候會走回頭路，那就非常的危險，

也是不能夠榮耀主的名。所以每一位全職服事者需要很清楚的蒙召，

然後我們也必定會經歷到一個服事者，他靠著福音養生的這個恩典。

神絕對不會丟棄我們，神也不會不顧我們，

祂教導我們的禱告說：「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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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教導我們的禱告說：「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神也樂意將祂的豐盛讓我們可以去經歷。



詩廿三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相信服事主、我們必定會有很多在這節經文上的經歷，我相信服事主、我們必定會有很多在這節經文上的經歷，

來印證我們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很清楚的蒙召這件事情是對每一位全職服事者必須要有把握的。

我們也會看到神也呼召各行各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他們工作的崗位上，

他們也可以做職場宣教士。神並沒有呼召每一個人都做傳道人，

按比例來講神是呼召一部分的人，比例不多的人做全職服事者。按比例來講神是呼召一部分的人，比例不多的人做全職服事者。

絕大多數的弟兄姊妹其實是在各個的職場上，他們要領受他們是職場宣教士，

在神的兒女的身上，不是只有傳道人，每一位都會經歷神的話語的可靠跟信實。

詩廿三1 會成為每一位基督徒在各方面的經歷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保羅在這個地方特別提他的蒙召是清楚的，他使徒的職份是清楚的，

信徒沒有任何質疑的餘地，如果有任何的質疑那都不是出於神。

所以在這地方保羅用這樣的一個例證來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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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地方保羅用這樣的一個例證來告訴我們，

他是有這個權柄可以靠著福音養生，這是主的命定。

7 在生活習俗上，栽種葡萄園的，他當然可以吃園裡的果子，

牧養牛羊的，他當然可以喝這個牛羊的奶，牧養牛羊的，他當然可以喝這個牛羊的奶，

所以他用這個生活習俗上來做例證。

他也用律法的條例、律法的依據，

8-11 引用舊約申廿五4「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

靠福音養生這是主的命定，我們從生活的習俗上，從律法的依據上，

還有在祭司的事奉上，13「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還有在祭司的事奉上，13「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

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

所以保羅從多方面講到用福音養生，在主的命定當中，所以保羅從多方面講到用福音養生 在主的命定當中

經文裡面很清楚告訴我們，

從生活習俗上，從律法的依據上，從祭司的事奉上

都可以看到清清楚楚這個是有神的心意。

所以一個事奉主的人他可以有家庭生活、他可以有婚娶、

他可以行走在各處，保羅說他當然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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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行走在各處，保羅說他當然可以啊，

如果其他使徒可以，他也可以。

但是接下去，這個話語就立刻有一個轉折，

在 12、15 保羅說他沒有用過在 12、15 保羅說他沒有用過…
12a「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

「何況我們呢？」意思就是別人和我們，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當中他所建立的，

他以為父的心腸來牧養他們，所以保羅用比較的說法，

如果別人在你身上有這個權柄 那麼我當然有。如果別人在你身上有這個權柄，那麼我當然有。

12b「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所以他寧可放下行使權柄的自由，他放下他的合理享受，所以他寧可放下行使權柄的自由 他放下他的合理享受

他應該可以有家庭生活的，但保羅是獨身的，林前七保羅很強調婚姻生活、

婚姻的定律要合神心意，如果可能的話，

守素安常、守獨身，可以更全心的服事。

保羅在這裡很平衡的，他在七講到婚娶、講到守獨身的事，

九提到難道我不能夠像那些有婚姻、有家庭的使徒一樣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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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到難道我不能夠像那些有婚姻、有家庭的使徒一樣的生活嗎？

但是他自己選擇的，他是放下了這個家庭的生活。

保羅強調對哥林多教會沒有用過這樣的權柄—靠福音養生，他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腓四16 他也接受餽贈，為什麼？因為腓立比教會，是從頭一天開始腓四16 他也接受餽贈，為什麼？因為腓立比教會，是從頭一天開始

就跟保羅一起同工來興旺福音的，所以保羅接受腓立比教會給他的餽贈

保羅卻在哥林多教會給他的餽贈上，他是拒絕收取的。為什麼？

這個教會一開始在林前一是有結黨紛爭的，然後裡面還有很多的問題，

甚至他們對保羅使徒職分也有所質疑的，在這種情況當中保羅就不取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服事者 傳道人，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服事者、傳道人，

有所取也有所不取，這個是必須要很清楚的，要有所抉擇。

另外保羅在哥林多的時候，曾經跟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一起同工，另外保羅在哥林多的時候 曾經跟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 起同工

甚至有的時候，他也織帳篷，供應他和他同工的需用。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是保羅在他的權柄的運用上，他是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服事主的人要討神的喜悅，我們特別要強調在金錢、

在權柄、在各樣的事上，我們必須要分別，

我們也必須要讓主的心意，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去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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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必須要讓主的心意，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去活出來，

活出主的心意，目的就是為著福音的緣故。



16 以後會看到保羅的事奉原則，就是以基督為中心，甘心的傳福音、作僕人…
16 18 他是甘心傳福音的，甘心意思就是指他自願的、十分樂意的，他以16-18 他是甘心傳福音的，甘心意思就是指他自願的、十分樂意的，他以

基督的福音為可誇、不是誇自己。事奉是本份，是甘心樂意更是神的託付，

保羅非常清楚知道神要他做的是什麼事。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了解事奉不是挑你

喜歡做的事，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這點很多時候我們並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有的時候一些青年同工他們會說對兒童主日學有負擔，事實上，

可能他們對長輩有點畏懼 兒童主 學真的是神要你全力投 的嗎可能他們對長輩有點畏懼。兒童主日學真的是神要你全力投入的嗎？

教會每一項服事都是神需要呼召人，然後我們也要帶著負擔來委身…

挑比較自己能夠掌握的來做，這事實上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挑比較自己能夠掌握的來做 這事實上不 定是合神心意的

那是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比你挑自己喜歡做的事，當然是有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事奉不是來挑自己喜歡做的事，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這個樣的分辨

是非常清楚的讓我們可以全心的、帶著真正的負擔來服事，來做合神心意的工。

保羅很清楚在林前二他立了志向，

他就是只講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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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只講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這是他一生的服事，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

然後呢他就是甘心要作僕人…
18「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18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

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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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的事奉觀是為基督、為他人，

19 說自由，我是自由的無人轄管 但是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19 說自由，我是自由的無人轄管，但是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

為了傳福音放下權柄跟自由，甘心受約束，作眾人的僕人，

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為要多得人，

為要更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為的是讓更多的人可以得救。

馬丁路德：「一個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轄；

他也是眾人之僕，服事所有的人。」

我們不在律法之下我們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們是最自由的

但是呢，我們卻甘心作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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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我們卻甘心作僕人，

為著是福音的緣故也是跟隨主耶穌基督的腳蹤行

這邊講到說是作眾人的僕人，

為著福音的緣故，對還不認識主的朋友，我們甘心的、願意來服事他們，為著福音的緣故，對還不認識主的朋友，我們甘心的、願意來服事他們，

也願意把福音更迫切的帶到他們的面前。

我們還有作僕人是作信徒的僕人，林後四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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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是指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所以林後四5 保羅說作信徒的僕人所以林後四5 保羅說作信徒的僕人

林前九19 保羅說作眾人的僕人，基本上我們就是僕人，

不管是對信徒而言，在教會作僕人，不管是對慕道的朋友，管 作 管 慕

對還不認識主的朋友，我們也是甘願的來服事他們，

這個就是為著福音的緣故

如果你聽到有些人說：我是神的僕人、我可不作人的僕人。

這句話就有問題，因為在保羅的林前後的這兩處經文當中，

我們都看到作僕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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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看到作僕人是必要的，

作僕人在神的心意當中，是很清楚的。

20-22 看到保羅在解釋 19 如何作眾人的僕人，

意思就是不論是猶太人、不論是外邦人、或者是軟弱的人，意思就是不論是猶太人、不論是外邦人、或者是軟弱的人，

保羅是由內而外，他的心態、跟他的行為都是一樣的，

就是作僕人來服事他們。

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為的是要多得人，

使所接觸的人都有機會認識耶穌得著救恩。

所以 我們必須是在主的恩典當中學習作僕人所以，我們必須是在主的恩典當中學習作僕人，

僕人是沒有自己的，僕人是以服事對方為重的。

一個服事者如果是非常的驕傲的、非常的主觀的，服事起來就有很多的困難。個服事者如果是非常的驕傲的 非常的主觀的 服事起來就有很多的困難

所以我們真是求主幫助我們，我們在屬靈生命的各方面、在服事的品格上，

在各方面我們需要有主的恩典有主的憐憫，當我們能夠結出聖靈的果子：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如果我們有聖靈的果子在身上的話，我們就能夠與人相親近，

我們也能夠好好的傳福音，為主多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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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能夠好好的傳福音，為主多得人；

另外在教會裡面服事信徒也能夠謙卑，也能夠活出生命的榜樣。



我們不只是要自己作僕人、要作榜樣，然後要教導信徒一起來作僕人。…
教會裡面如果都是以僕人謙卑的生命在彼此事奉、彼此服事的話，教會裡面如果都是以僕人謙卑的生命在彼此事奉、彼此服事的話，

教會的問題當然就會少很多。所以我們必須是從心裡作僕人，

這個僕人不只是外面的服事工作，你外面好像是僕人且謙卑的服事

但是你的心裡是一個老大的心態，那還不是真正的僕人

僕人是需要從裡而外甘心，所以保羅用了「甘心」，這個就是由裡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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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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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廿一23-26 保羅完成三次宣教旅行、回到耶路撒冷之後，他帶著四位有願在身

的猶太人進到聖殿，然後行潔淨的禮，並且由祭司為他們獻祭的事。的猶太人進到聖殿 然後行潔淨的禮 並且由祭司為他們獻祭的事

他這樣做其實不是為著討好人，而是在傳福音的事上，盡量找到切入點，

在基督的律法也就是愛的律法的準則下，來與人同理，

然後進而讓對方可以明白福音的真諦。23 看到總結以上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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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服事的這件事情上，他的生命所帶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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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服事的這件事情上，他的生命所帶出的榜樣，

他從心裡所帶出來對信徒的真情，其實是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感動。

24-27 保羅鼓勵要跑完全程來得獎賞，保羅鼓勵信徒：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 人？

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意思就是我們信主就是要信到底，我們服事神，

也是要走完全程，這個信仰不能半途而廢。

哥林多教會現在碰到一些光景，有一些信徒在生命上

受到了 些假教師的影響 保羅為他們覺得非常的著急受到了一些假教師的影響，保羅為他們覺得非常的著急，

保羅盼望所有的人走在這條合神心意的路上，

走在這條天路上，我們信就要信到底，我們一定要走完全程。走在這條 路 我們 到底 我們 走

這個地方保羅是用賽跑做比喻，當時哥林多每兩年會舉辦一次運動會，

得勝的人他就會得到一頂用橄欖枝或者月桂的樹枝、葉子，所編的冠冕。

保羅常常用運動員在場上賽跑來比喻一個人的屬靈生活，

但是，你半途而廢你不可能到達終點，如果不認清方向走偏了路，

也沒有辦法看到標竿，甚至於怎麼樣呢就上了撒但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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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辦法看到標竿，甚至於怎麼樣呢就上了撒但的當，

在這樣的爭戰當中，就要敗下陣來。

26「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基本上來講我們真是、我們需要奔跑這條天路，基本上來講我們真是、我們需要奔跑這條天路，

我們要認清標竿、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標竿事實上就是主自己，為要得神在天上祂要向我們、

告訴我們要去得的獎賞，而事實上這獎賞仍然還是主自己，

主就是最大的獎賞，主就是我們的標竿。

奔跑不是無定向的 如果是無定向的 那就非常的危險了奔跑不是無定向的，如果是無定向的，那就非常的危險了

鬥拳不是打空氣，打空氣就是沒有任何目標的

我們真的是有一個敵對者的，因為不是打空氣，我們真的是有 個敵對者的 因為不是打空氣

所以這一個鬥拳，你有一個對象的。

事實上我們知道我們是與撒但、惡者來爭戰，

所以基本上來講我們是有一個敵對者的。

保羅用這樣的一個勉勵告訴我們：半途而廢沒有辦法到達終點，

要認清方向、也要認清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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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認清方向、也要認清敵人，

很清楚的一個教導，要勇奪冠冕。

如果要勇奪冠冕的話呢，運動員本身都會需要節制、需要有紀律，

他們身心都願意受約束，更何況是天路客呢？他們身心都願意受約束，更何況是天路客呢？

保羅這地方用運動這樣的比喻讓我們可以了解，

27a「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要有節制，要有紀律，

讓身心都願意受約束，這個是我們在奔跑天路上必須要注意。

27b「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和合本的「福音 旁邊是有虛線的和合本的「福音」旁邊是有虛線的，

就是它原來是沒有這一個字；

但事實上一樣的意思，因為你既然是傳，你有傳講，但事實上 樣的意思 因為你既然是傳 你有傳講

你向別人傳講那傳什麼呢？當然服事者，像保羅，

他是傳福音，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

自己變成不夠資格的，自己變成放在一旁不用的，

這個地方指事奉失去了獎賞而受到了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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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指事奉失去了獎賞而受到了虧損，

是講到說自己反被棄絕。



在這一章，保羅甘心的放下權柄、放下自由，

為著是合神心意的服事，為著都是為父心腸，愛的流露，為著是合神心意的服事，為著都是為父心腸，愛的流露，

一切是為著信徒的益處，甘願放下自己。

耶穌在約十三祂就是作僕人來洗門徒的腳，

祂不是僕人但是祂作了僕人的工作，祂主動為門徒洗腳。

在教會我們的服事也是如此，所以，哪怕你是長老、執事、牧者，

不管是什麼樣的頭銜、服事崗位，事實上我們都是僕人，不管是什麼樣的頭銜、服事崗位，事實上我們都是僕人，

我們要彼此事奉、彼此服事，效法耶穌的謙卑。

另外主動作僕人，不是別人要我們做的時候我們才動，另外主動作僕人 不是別人要我們做的時候我們才動

而是你看到哪裡有需要，看到哪裡需要補上，你就主動的去，

主動作僕人，也是非常重要。

今天在教會裡面，好像講僕人的真理，不多啊！

這是我們需要去加強的，讓我們知道我們是要好好的效法主耶穌來作僕人，

而且這個僕人是信徒的僕人，也是那個不認識主的人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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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個僕人是信徒的僕人，也是那個不認識主的人的僕人。

甘心作僕人這是保羅所帶給我們的一個很寶貴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