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後書

第三課…

哥林多後書第二個大段落 –
使徒的職分與事工 一12 – 七16，
以保羅的旅程為背景，內容非常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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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口這個字在哥林多後書相當重要，
新約總共出現了五十五次，
新約
在哥林多後書就出現了二十九次。
12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

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
為自己與同工行事為人的準則誇口
13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

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
14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
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 樣。
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一樣。
強調他與哥林多信徒一貫的關係：
他們不是初識 這教會是他所建立的 應該是彼此很了解
他們不是初識，這教會是他所建立的，應該是彼此很了解，
 他們可以互相誇口、因為彼此信任
 與救恩有關，保羅把神的福音帶到他們當中，
他們信了主、成立了教會

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
13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
我
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
望
底
14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
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 樣
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一樣。

如果教會當中有人散播保羅這個人不可相信他，
只有那些假教師他們來 他們才可信
只有那些假教師他們來、他們才可信。
這樣的情況中，他們不只是不接納保羅，
嚴重的問題在後面 –
他們就同時沒有辦法接納保羅所傳的福音！
所以保羅必須強調他信仰的真實
所以保羅必須強調他信仰的真實、
來證明他這個人是對的；
因為他這個人是對的
因為他這個人是對的，
他所傳的福音也是真實的。
所以 12
12-13
13 看到保羅說
看到保羅說：
他是靠著神的恩惠、
們
的是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
他們見證的是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
他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
彼此的這樣的一個誇口，
不是吹噓、乃是因為接納、信任。

一15-22 保羅為主的緣故有一些解釋，

為他自己引起他們質疑的部分，
質
做一些解釋、或說做一點申辯。
綜合來講，當 哥林多前書 寫完之後，
出了一些新的狀況…
 保羅匆匆去了趟哥林多、但沒什麼結果，
保羅匆匆去了趟哥林多 但沒什麼結果
歷史上稱之為痛苦訪問
 保羅很傷心的離開他們，
保羅很傷心的離開他們
所以原本答應要從馬其頓
再回到哥林多的計畫，就取消了
 之後保羅派提多去了一趟哥林多，
並且帶著 封痛苦流淚的信
並且帶著一封痛苦流淚的信，
當時保羅仍然是在以弗所 –
使徒行傳 記載保羅在以弗所待了
記載保羅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多的時間，
年多的時間
這個時候應該是保羅在以弗所後期的日子。

接下去，他不斷地在申辯、在解釋，
嚴重的這樣的一個控訴保羅擔當不起，
因為指向了福音了！
一19 – 22 其實是一段插入的話，

保羅認為他所傳的福音，
就決定了他這個人是怎麼樣的 個人
就決定了他這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23 以後，又再回到 17、18 的主題。
一19-20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

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總沒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們 榮
他強調：他所傳的福音和他這個人是絕對可靠的，
他強調
所傳的 音和 這
是 對 靠的
這個邏輯在往後一直出現。

因為保羅行程的一再地改變…
林前十
林前十六5
他說先去馬其頓後到哥林多
他說先去馬其頓後到哥林多。
林後一16 我也要從你們那裡經過往馬其頓去，
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那裡，叫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
但後來他沒有再回到哥林多、直接從馬其頓回去了，
 引來哥林多人的非議 –
認為保羅說話不算話、變來變去
 因此他們認定 - 保羅你是這樣的人
保羅你是這樣的人，
那你所傳的福音有問題！
這個非常嚴重的控訴 保羅怎麼能不申辯呢？
這個非常嚴重的控訴，保羅怎麼能不申辯呢？
他不是為自己、他是為主！
一17-18
17 18 我有此意，豈是反覆不定嗎？
我有此意 豈是反覆不定嗎？

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慾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嗎？
我指著信實的神說，
我指著信實的神說
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沒有是而又非的。

我們所信的對象，比我們的信心的大小更重要！
我們所信的這位對象、這位獨一的真神、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祂是這樣的一位神，
 所信的對象對了，
所信的對象對了
信心小得像芥菜種，都能夠移山
 但如果所信的對象錯了，
但如果所信的對象錯了
山那麼大的信心、也都沒有用
聖經還是告訴我們：
神的心意是希望我們的信心不斷擴張的，
祂說要我們大大張口 祂就給我們充滿
祂說要我們大大張口、祂就給我們充滿。
但最基本的 - 是我要信對了、而且要有把握知道我信對了…
這是保羅傳福音的初衷，
大馬色幡然悔改的經歷影響了保羅一生，
他沒有辦法忘記
他沒有辦法忘記，
他被召為外邦的使徒、忠心傳揚主的福音。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有時會有情緒的表達，
但保羅強調 我所傳的沒有是而又非的 神的應許總是是的
但保羅強調：我所傳的沒有是而又非的，神的應許總是是的，
他要告訴弟兄姐妹不要懷疑。
19 22 神在基督裡的應許是實在的、是可靠的，
19-22
包括他所傳的道、以及其他一切的應許。
在基督裡的應許，是神僕人的所靠與所傳
在基督裡的應許
是神僕人的所靠與所傳 我傳我所信、我信我所傳，
神的應許都是真實的、都是可靠的，
照著我們所信的、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腓一)，
神的應許只管大聲講 你不會羞愧
神的應許只管大聲講，你不會羞愧。
 有時我們自己的話一下講多、講快、講滿了、收不回來，
果不像我們 前所 的 得不著我們 為
會得著的
結果不像我們先前所說的，得不著我們以為一定會得著的
 但當我們指著神的應許所說的每一件事，
當我們從聖經裡所領受的神的應許，
祂的信實必定為祂的應許來作保證！

一23 – 二11 講到寬容、赦免…
一23-24 我呼籲神給我的心作見證，

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
我沒有照我原先說的從馬其頓再 來
我沒有照我原先說的從馬其頓再回來，
我是有目的的 - 是為著寬容你們
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
我
管
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
在你們的信心上面 我們不是主人、
在你們的信心上面，我們不是主人、
不是你信仰的對象，你信仰的對象是神，
我們只不過是幫助者  我們是為著幫助你們喜樂的、是你的同工
 因為你有信心、你才會有喜樂，
因為你有信心 你才會有喜樂
現在你在愁苦裡，因為有問題、有狀況
保羅
保羅的主要工作，
就是讓哥林多人因為信仰而得著喜樂

所以保羅說：他所信的是實在的，
以這樣的保證 徵信 說明他對教會心態的實在 以這樣的保證、徵信，說明他對教會心態的實在
如果我所傳的是這麼實在，你們不應該懷疑我的心；
我對你們也是實在的，我願意為你們的益處而著想。
這是保羅的心態，不管哥林多教會信徒
對他有多少的質疑 被煽動成什麼樣子，
對他有多少的質疑、被煽動成什麼樣子，
神的僕人就是神的僕人，
他的忠心、對信徒的愛，是不會改變的。
他的忠
對信徒的愛 是不會改變的
一22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聖靈成了印記，是我們得恩典的憑據
 我們是屬乎神的、在祂的恩典裡的，
現在就可以支取神的恩典
保羅用這樣的說法來強調
在基督裡救恩的實在
救 的實在 - 我們一定會得著的。
會


尼八10b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我們的力量。

我們因著信仰才有真實的喜樂，
要的是喜樂 不是憂愁
要的是喜樂、不是憂愁。
這也解釋了保羅為什麼要改變計劃，
因為發現照著原來的計劃在那個時候就回去的話，
他沒有辦法完成他自己的任務 - 讓聖徒喜樂。
那是個痛苦訪問 問題還在 罪還沒有除去
那是個痛苦訪問，問題還在、罪還沒有除去，
怎麼喜樂呢？所以他沒有辦法回去。
接下去 二1
二1-4
4 保羅說他還是會去的
保羅說他還是會去的，
只是如果再去的話，要讓大家沒有憂愁，
來
希
夠喜樂
反過來說，就是希望你們能夠喜樂，
要喜樂沒有憂愁，是要把問題解決。
但是有一個當事者讓保羅很憂愁、讓其他信徒也很憂愁，
保羅後來寫了那一封嚴厲的信，當然也會讓當事者很憂愁。

一15 – 二4 保羅在處理人際之間可信度的問題，

除了可信度，還必須考量角色問題，
除了可信度
還必須考量角色問題
為著福音的緣故  作了信徒眼中善變的人，因為他的行程變來變去；
 但保羅知道大原則 - 個人的使命從來沒有變的，
行程上計劃的改變，目的仍然是為要達成神給他的工作
屬靈人的憂愁，不是來自肉體的軟弱、乃是來自於愛心，
牧者的憂愁，
二2 為信徒的憂愁而憂愁、為信徒的軟弱而憂愁，
二5 為那個當事人
為那個當事人，那個叫人憂愁的人而憂愁，
那個叫人憂愁的人而憂愁
這是真心愛信徒，心裡難過、痛苦、多多流淚。
除了牧者的憂愁之外 信徒也憂愁
除了牧者的憂愁之外、信徒也憂愁，
因為有弟兄軟弱還沒有起來。
弟兄軟弱會帶給別人憂愁，求主幫助我們靠主剛強吧！
弟兄軟弱會帶給別人憂愁
求主幫助我們靠主剛強吧！
否則的話我們不會喜樂，關心我們的人也不會喜樂。

讀舊約先知書，會清楚看到罪、罰、恩，
神的形式 管教就是如此 - 以色列百姓犯罪，神有管教，
神的形式、管教就是如此
以色列百姓犯罪 神有管教
 管教永遠不是神懲罰的目的，而是祂的過程
 目的是恩，要把人從罪中挽回過來！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不管教、就叫作愛，
在管教以後不去理他 這是公義，這是不對的
在管教以後不去理他、這是公義，這是不對的。
保羅告訴我們：適度責備使人回頭，過度責備使人軟弱跌倒，
當一位肢體犯了錯我們要挽回，當然需要責備
當
位肢體犯了錯我們要挽回，當然需要責備  需要指出他的罪、指出他做錯的事來，
但是過度的責備讓人軟弱跌倒 起不來了
但是過度的責備讓人軟弱跌倒、起不來了
 要在基督裡赦免，赦免使軟弱的弟兄重新站起來
適度管教的目的是不給撒但留破
適度管教的目的是不給撒但留破口、把灰心的弟兄擄掠去了，
把灰 的弟兄擄掠去了
因為他受到過度的責備之後，軟弱、跌倒，
反而給撒但有一個可乘之機。
二8 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

怎麼樣的讓落在憂愁當中的弟兄重新站起來呢？
保羅在這個地方沒有指出這個問題人物是誰，
保羅在這個地方沒有指出這個問題人物是誰
5 若有叫人憂愁的，這個有人是單數…
 傳統上認為是指 林前五 那位收了他繼母犯了罪的人
 近代解經家反對這樣的說法，
二10 這個人是直接得罪保羅的人，
林前五 那個犯罪的人沒有直接得罪保羅
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情呢？
二5-11 保羅主動宣告赦免，
這就是出於他的角色定位，他的目的
這就是出於他的角色定位
他的目的 一24 我所做的事，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
是為著幫
是為著幫助你們的快樂，這是他的角色定位。
們
樂 這是他的角色定位
保羅處理這件事的原則就是建立在愛的上面：
管教是為了愛 不是叫人沉淪
管教是為了愛、不是叫人沉淪，
管教是為了讓靈魂得救，赦免也是為了愛。

管教又關係到順服的問題…
二9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

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
在保羅的角度來看：接受保羅的意見、順服保羅，就是順服主。
沒有 性的反對
哥林 教會
當在面對一些沒有理性的反對、就好像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被煽動起來質疑保羅…
 在面對這樣無理性的反對時，很容易跟著不理性的回應
 其實所發生的事件，是試驗我們這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如果隨之起舞，表示自己真的是有問題了！
保羅看教會的反對當作一種試驗，
愈試愈真，反而得著了尊重，
因為弟兄姐妹也在看你的處理方式、反應是什麼。
為弟
妹 在看
處
式
應是 麼
所以有時候雖然我們是對的、講得出原因和理由，
但是因為處理不好 反而成為失敗者了
但是因為處理不好、反而成為失敗者了，
這是在面對困難、處理的時候，要謹慎的地方。

天父，
我們感謝你，
你的應許都是是的，
在你沒有是而又非的。
我們感謝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所信靠的
是這樣 位信實的主
是這樣一位信實的主。
求你幫助我們這些作你僕人的、
在教會作同 的
在教會作同工的，
不是轄制弟兄姐妹的信心，
乃是幫助他們的快樂！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