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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章第24-27節這段經文的作用
學者有不同的解釋

 ❖ 是轉折 由論權柄 9:1-23 轉到
論得獎賞的問題

 ❖ 是呼籲 要效法放棄權柄的榜
樣 繼續效法運動員自我節制的
精神追求永恆的獎賞

 ❖ 是簡介 介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經歷 10:1-13 因他們沒有節
制的生活 所以大部份人沒有達
到進入應許之地的目標

 ◆ 主題 參賽者要自律 要自我節
制 不要喪失參賽的資格

 ◆ 保羅擔心自己會喪失參賽的資格
 ❖ 他放棄使徒的權柄 9:1-15
 ❖ 他有效的傳福音 9:16-23
 ❖ 他有參賽者的自律 9:24-27

 ◆ 保羅對參賽和得獎的教導
 ❖ 運動員得獎的比喻敦促哥林多信
徒要有節制的生活 9:24-27

 ❖ 用以色列人不節制生活的實例
說明結果是被取消得獎的資格
10:1-10

 ❖ 用以色列人試探神的經歷為借鏡
和要依靠神的信實脫離任何試探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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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臘有四個運動會
1)	 奧林匹克 Olympic 四年 在奧林匹亞城舉行
2)	 皮提亞 Phthian 四年 奧林匹克後的第二年在德爾菲舉行 	
3)	 尼米亞 Nemean 	兩年 奧林匹克後的第一和第三年在尼米亞舉行
4)	 地狹 Isthmian 	兩年 奧林匹克後的第一和第三年在哥林多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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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
1)	 哥林多人顯然清楚運動場上比賽的情形
2)	 在運動場上參賽的人會用全力得到獎牌
3)	 以一個在運動場上賽跑的例子 印證 節制 的主題 9:25

3.	 得獎賞的只有一人
1)	 不是建議每位基督徒彼此視為競爭對手 尋求贏得最後得勝的獎賞
2)	 而是要求每位基督徒以參賽者的精神 取得最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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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當這樣跑 敦促哥林多信徒
1)	 要學習那位得獎獲勝參賽者的精神和受訓練的生活
2)	 要像參賽者生活的方式有節制的基督徒生活

5.	 你們得著獎賞
1)	 強調基督徒必須全力以赴爭取天上的獎賞
2)	 這自我節制生活的目標是那永恆的獎賞
3)	 放眼在永恆可以主導和影響基督徒現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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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諸事都有節制
1)	 造就一名獲勝的運動員
(1)	在個方面生活都有自制力
(2)	這自律的生活是基督徒生活的典範

2)	 對哥林多信徒當頭喝棒和忠告
(1)	希望他們能效法運動員自制力 	
(2)	不要尋求眼前的快樂和舒適的生活
(3)	不要放棄追求永恆獎賞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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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冠冕
1)	 運動員的訓練和節制是為了得到一個會壞的冠冕
2)	 基督徒經過鍛鍊和有節制的生活是為了得到一個永恆不朽壞的冠冕

3.	基督徒要效法運動員
1)	 忍受所有折磨和困苦的訓練
2)	 堅定的意念邁向勝利的美德

4.	基督徒要尋求靈命的成長和永恆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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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用	 奔跑 和 鬥拳 	說明他的生活和事工
2.	 奔跑
1)	 保羅不是漫無目的的奔跑
2)	 保羅嚴守像運動員敬業的生活尋求他事工的成果

3.	 鬥拳
1)	 拳擊手無法擊中對手是不熟練的 粗心的 沒有紀律的表現
2)	 保羅不是漫無目的的鬥拳
3)	 保羅傳福音甘心做眾人的僕人 為了要多得人 參見	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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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1)	 拳擊手受訓練的目的是要擊敗對手
2)	 保羅以自己的肉身為拳擊手的對手
(1)	 攻克己身 攻擊自己的肉身
(2)	 叫身服我 戰勝自己的肉身

2.	 被棄絕了
1)	 運動員輸了 被淘汰出局
2)	 運動員犯規 被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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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上下文理解 自己反被棄絕了
1)	 是神對保羅 哥林多教會 和基督徒潛在的末世審判
2)	 是 沉淪 8:11 和 	跌倒 8:13 的寫照
3)	 暗示最終的審判官拒絕那些不配參賽的基督徒

2.	保羅通過運動比賽的形象 勸勉和警告哥林多信徒
1)	 要面對軟弱弟兄姐妹的問題
2)	 要關注自己的言行舉止的問題
3)	 要確保不會被棄絕完成比賽的資格



1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

� � �

基督 �

�

�

�

� 猺ׅℜ׆竑⛅♘∽ׅ⫛䩄׆猻

��

命



12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

� � �

基督 �

�

�

�

� 猺ׅℜ׆竑⛅♘∽ׅ⫛䩄׆猻

��

命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褕㓲⃮欹㏰≁⋲⃮㦪㉸獌㓲⋲䥥䰷㉿┮揞⨉槓⃬褕揞㉿䁘ℎ側蒽褕�揞
⨉槓寂珮䁘寂⚸㿸箺Ⅷ穕屠褕

1.	 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
1)	 認為哥林多信徒應該知道會被取消參賽資格的理由
2)	 暗示哥林多信徒自認為知識豐富 8 1 但對聖經的知識則是一無所知

2.	 我們的祖宗
1)	 保羅稱哥林多信徒為弟兄姐妹
2)	 從字面上理解為 我們的父親
(1)	信徒被收養為神家中的一員
(2)	神成為收養信徒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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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雲下 從海中經過
1)	 以色列出埃及的經歷是哥林多信徒和所有基督徒的經歷
2)	 以色列 在雲下 和 從海上經過 都是神救贖的大能
(1)	埃及的軍隊在海中被神滅絕
(2)	以色列在曠野在雲下得到神的庇護

3)	 出埃及的意義
(1)	給了猶太人救贖後的新身份
(2)	給了外邦人救贖後的新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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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洗歸了摩西
1)	 在舊約沒有 受洗 的概念
2)	 比喻受洗歸入基督的理念
(1)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建立了與神的聖約
(2)	基督用 的血立了新約

3)	 猶太人要遵守摩西五經的律法
4)	 基督徒要遵守基督的新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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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徒與以色列人吃的和喝的都是一樣屬靈的食物和水
1)	 對比第八章吃拜偶像的祭物
2)	 對比第九章學習運動員節制的生活

2.	 吃靈食 喝靈水
1)	 不是非物質的 不是抽象的
2)	 以色列吃的瑪拉和磐石的水是神的靈提供的
3)	 基督徒領的聖餐是神提供特別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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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 他們兩次喝的水都是從磐石流出來的 靈水
1)	 在利非定 出埃及記	17 1-7
2)	 在加低斯 民數記	20 2-13

4.	 隨著他們的靈磐石
1)	 這磐石一直伴隨著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
2)	 這伴隨以色列人的磐石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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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那磐石就是基督
1)	 神供應以色列在曠野時物質上和飲食上的需求
2)	 神一直和 的子民同在
(1)	引導 庇護 和供應他們
(2)	教導 懲罰 和審判他們

3)	 摩西的讚美詩 申命記第三十二章 是這理念的基礎
(1)	他是磐石 32 4
(2)	從磐石中咂蜜 32 13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ℇ揞⛤Ⅷ⃡㴄䥥権蛋褕�⅀揞⡾Ⅷ⃡㴄䥥権㼕獍㔡⡾䥥㤐ⓛ㢝虉臂↷⋲䥥権繌
䫔褕掄繌䫔⼒㤐⫛䩄珯

6.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得到救贖
1)	 進入應許之地 仍然犯罪 如拜偶像 行姦淫
2)	 受到神的審判被擄 因神的憐憫和慈愛而回歸

7.	哥林多信徒經歷救贖後
1)	 承認唯一的真神
2)	 承諾要敬拜唯一的真神
3)	 他們的行為會受到神的審判
4)	 他們應該以以色列人為警戒和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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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述說以色列人的經歷
1)	 以色列大部份的人都沒有得到神的喜悅
2)	 以色列人都得到和經歷神的救贖 卻因叛逆招到神的咒詛

2.	保羅要說明
1)	 神最終沒有消滅他的子民
2)	 神消滅那在曠野叛逆的子民



2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蒋瓳Ⅼ揞㤐㓲⋲䥥蘓㓳褕⛌㓲⋲⃮茒莺㓡㏂Ⅼ褕畘↷⋲掄㴄莺㓡䥥珯

1.	 這些事
1)	 在第一節至第五節所說的事都要成為警戒
2)	 不要像把心思意念放在邪惡的事上

2.	說明哥林多的信徒必須避免的行為
1)	 信徒是神的子民
2)	 神是信徒的父親
3)	 神關心信徒現實的生活
4)	 神要求信徒要有聖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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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拜偶像
1)	 這是第一項要避免的罪行
2)	 這是第八 第九 和第十章的主題
3)	 這是哥林多信徒要不惜一切的代價避免的行為

2.	 如經上所記
1)	 引用出埃及記	32 6	的經文
2)	 這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實例
3)	 將 金牛犢 與耶和華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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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姓坐下吃喝
1)	 將 吃喝 的情景與哥林多信徒的背景聯在一起
2)	 這與吃屬靈的食物和喝屬靈的水形成強烈和顯明的對比
3)	 突顯 拜偶像 的罪行

4.	保羅省略以色列人因拜偶像三千人被殺死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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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行姦淫
1)	 這是第二項要避免的罪行
2)	 神懲罰以色列人 一天內就死了 二萬三千人

2.	拜偶像與行姦淫有密切的關係 民數記	25:1-9	
1)	 以色列人在什亭拜巴力毗珥
2)	 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
3)	 當日死於瘟疫的有 二萬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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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試探主
1)	 這是第三項要避免的罪行
2)	 伴隨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主是基督

2.	以色列人在曠野不斷的試探主 出	17:2-7 申	6:16 民	21:4-9
1)	 他們抱怨沒有肉吃 沒有水喝
2)	 他們討厭瑪拉
3)	 他們渴望埃及的食物
4)	 他們埋怨要死在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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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蛇所滅
1)	 神的回應就是讓他們都被毒蛇咬死
2)	 這也是哥林多信徒的狀況
(1)	他們在異教的寺廟裡試探基督
(2)	他們會受到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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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發怨言
1)	 這是第四項要避免的罪行
2)	 發怨言是以色列人最頑固的罪之一
3)	 無法確定舊約的記載和哥林多信徒的行為

2.	可能是以色列人對摩西和亞倫發怨言
1)	 以色列人拒絕進入應許之地發怨言 民數記第十四章
2)	 以色列人發怨言對可拉黨的懲罰 民數記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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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滅命的
1)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 擊殺埃及長子的耶和華 出埃及記	12 29-30
2)	 出埃及時的成年人全死在曠野後 耶和華才帶領他們前往應許之地
3)	 這 滅命的 是任何執行神審判的使者或天使

4.	哥林多信徒有沒有對主或保羅發怨言不清楚
1)	 他們在信中提出疑問和自己的見解
2)	 保羅未雨綢繆 先發制人 阻止他們對他的教導發怨言
3)	 他們的言行舉止已經表現出類似發怨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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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事
1)	 這節經文與第六節相互對應
2)	 這些事是
(1)	拜偶像 10:7
(2)	行姦淫 10:8
(3)	試探主 10:9
(4)	發怨言 10:10

2.	聖經記載這些歷史的事件 要信徒 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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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末世的人
1)	 保羅末世論的理念
(1)	最後世代結束的日子還沒有來到
(2)	現在的世代已經開始走向末日了
(3)	末世已經降臨到我們這個世代了

2)	 保羅沒有解釋 末世的人 的意義
4.	如果以色列人在曠野都受到審判 何況在末世的信徒都要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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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用強烈的警告總結那些自高自大 有自信的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2.	 站得穩的
1)	 針對 這有知識的人 8:10
2)	 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 10:1 開始論證
3)	 那些有知識的 自認為 站的穩的
(1)	可能根本沒有真正的知識
(2)	可能缺乏認識神最重要的知識

3.	 跌倒 就是被棄絕了 9:27 	 倒斃了 10:8 受到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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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鼓勵哥林多信徒在神的信實中尋求神的庇護
2.	有學者把第十二節和第十三節為一個單元 從負面的角度理解
1)	 那有自信的人認為自己站的穩 所以不需要警惕
2)	 那軟弱的人認為無法抗拒那誘惑的試探 所以心灰意冷

3.	 遇見的試探
1)	 沒有具體說明遇見的是什麼樣的試探
2)	 可以理解是與並偶像有關的誘惑和惡事 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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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是信實的
1)	 在這封信開頭也說 神是信實的 1:9
2)	 表達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有信心是無可指責的 1:9

5.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1)	 因為神的應許要讓信徒在基督裡無可指責
2)	 因為神的信實 會提供讓信徒能夠擺脫試探的能力

6.	我們肉體的軟弱讓我們仍然會犯罪 在神的恩典和 的信實庇護之下 我們有
能力脫離任何罪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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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節制的參賽者 9 24-27
 ❖ 運動員經歷嚴格和自律的生活
 ❖ 才能完成比賽 不被取消資格

 ◆ 沒有節制的實例 10 1-10
 ❖ 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救贖
 ❖ 多數人沒有到達應許之地

 ◆ 能忍受試探的人 10 11-13
 ❖ 用以色列人的結果為鑒戒
 ❖ 不要自大認為自己站得穩
 ❖ 要依靠神的信實脫離試探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有節制的生活是參賽的條件
 ❖ 面對試探要依靠神 不是自己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的生活得神喜悅嗎
 ❖ 我是如何面對試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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