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父親的心腸事奉

哥林多前書 4:14-21



2

• 哥林多前書3: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
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 羅馬書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
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做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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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複習
04/29/18 哥林多前書 1:1-9 基督是一切
05/06/18 哥林多前書 1:10-17上 在基督裡合一
05/20/18 哥林多前書 1:17下-25 十字架的道理與智慧
05/27/18 哥林多前書 1:26-2:5 基督是神的智慧
06/03/18 哥林多前書 2:6-16 聖靈啟示神的奧秘
06/10/18 哥林多前書 3:1-9 屬靈的教師
06/17/18 哥林多前書 3:10-17 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07/01/18 哥林多前書 3:18-4:5 你們是屬基督的
07/08/18 哥林多前書 4:6-13 保羅事奉的榜樣



基督是一切

1:4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 神、
因 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
的恩惠． 5 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
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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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合一

1: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
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11 因為革
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
你們中間有分爭。 12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
各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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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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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道理與智慧

1: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
智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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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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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因 神的愚拙總
比人智慧． 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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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神的智慧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
是本乎 神、 神又使他成為我
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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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啟示神的奧秘

2:10 只有 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
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
奧的事也參透了。 11 除了在人裡頭
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
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 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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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教師

3:5 亞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無
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
引導你們相信。 6 我栽種了、亞波
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 7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
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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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3:10 我照 神所給我的恩、好像
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
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11 因為
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
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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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屬基督的

3:22 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
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
你們的． 23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
屬 神的。

4:1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奧秘
事的管家。 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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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事奉的榜樣

4:10 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
的、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的、我
們軟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耀、
我們倒被藐視。 11 直到如今、我
們還是又飢、又渴、又赤身露體、
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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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與警戒的不同？
4:14 我寫這話、不是叫你們羞愧、乃是
警戒你們、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

•“警戒”常翻譯為“勸戒”

•使徒行傳20:31 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三
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

•帖撒羅尼迦後書3:14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
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

•哥林多前書6:5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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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及為師傅的差別

4:14 …好像我所親
愛的兒女一樣。
15 你們學基督的、
師傅雖有一萬、為
父的卻是不多、因
我在基督耶穌裡用
福音生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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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保羅及提摩太
4:16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 17 因此我已打發
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裡面、是我所親
愛有忠心的兒子．他必提醒你們、記念我在基
督裡怎樣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人。

•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提摩太後書1: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傳福音的重思 - 推銷員、或旅行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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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信徒的自高自大
4:18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
19 然而主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並且我
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
他們的權能。 20 因為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
乎權能。 21 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著刑
杖到你們那裡去呢、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

馬太福音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基督是一切
	在基督裡合一
	十字架的道理與智慧
	基督是神的智慧
	聖靈啟示神的奧秘
	屬靈的教師
	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你們是屬基督的
	保羅事奉的榜樣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