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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節經文並不是只交代保羅的行蹤，也是要引進一個主題 受苦與事奉 帶出保羅對信徒深切的感情
受苦與事奉，帶出保羅對信徒深切的感情。
如果我們不能夠從牧人的角度來思想保羅的抉擇，
就很難理解這位外邦使徒為什麼因為只是沒有遇到提多，
心裡就不安 - 寧願捨棄在特羅亞主所開的福音之門？
保羅是以福音為念的人，
保羅是以福音為念的人
林前十六8-9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很多人反對他、抵擋他、捏造事端來誣告他，
保羅都不走，為什麼？因為他說：
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反對的人固然很多、
神的恩典會更大，所以我不走
典會
我 走
 但是為什麼現在他走了？
所以這兩節經文必須要從牧者的角度、
所以這兩節經文必須要從牧者的角度
牧養的角度，來看保羅的抉擇。


二12-13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

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裡不安，
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這兩節經文的作用 –
 承接前面的經文，保羅還是在解釋為什麼會改變行程，
改變行程的原因，13 他沒有遇見提多
 保羅行事都是為著信徒，
他的改變是對哥林多人的關懷，
雖然在經文字面上意思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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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二12-三6

從 二13 這個思路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插段，要跳到
七5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之前沒有看到提多，因為當時提多正在哥林多，
哥林多教會的人、這些收信者，他們是明白這一點的。

這段經文反映出保羅對事工的關懷、投入，
他是以人為導向 關心這些信徒
他是以人為導向、關心這些信徒，
 他不知道提多把這封信帶去，他們怎麼對提多？
 他們對那封嚴厲的信的回應是什麼？
 其實他更關心的是哥林多的情況，
他需要從提多那裡才知道最新的近況是什麼？
他用心裡不安來形容，這個心裡原來的意思是靈裡，
保羅有時用靈 有時用肉體 描述的是同樣的事
保羅有時用靈、有時用肉體，描述的是同樣的事，
所以不要用靈、魂、體來區分。
在保羅的屬靈經歷中，並不排除焦慮這樣的情況，
在壓力之下，甚至於放棄了在特羅亞神所開的福音之門。
 在人來看這好像有一點不屬靈，
在人來看這好像有 點不屬靈
但是對事奉者、傳道人，卻是很有可能面對的情況
 保羅知道這是在他事奉生涯當中一個苦難的經歷，
接下來的信裡，他就講出了要如何來處理這種情況

保羅的這個反應是哥林多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他們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 – 斯多亞哲學中，
斯多亞哲學中
智者是沒有感情、不會焦慮的
 因此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保羅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情感？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憂慮？你焦慮過甚了吧？
但這就是人的真性情，就好像保羅在 徒二十
對以弗所的長老講出了心腸肺腑裡的叮嚀、提醒，
然後那些長老、弟兄姐妹，跟他一起抱頭痛哭，
因為他們聽到保羅說以後不會再見他的面了
因為他們聽到保羅說以後不會再見他的面了。
這一位翻轉世代的使徒他也有真感情。
我們需要以真性情面對，不是裝作屬靈的樣子，
到了教會每個人帶著非常屬靈的面具、彼此問候，
有的時候我們是軟弱的
有的時候我們是軟弱的。
哥林多後書 我們看到我們是軟弱者、但是神是剛強者。

二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有展示、有受辱的意思，
原來的用法是指凱旋隊伍當中的俘虜。
中文的聖經譯本有三種看法：
 和合本 – 常率
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我們在基督 誇
信徒是得勝的凱旋軍
 思高譯本 - 時常使我們在基督內參與凱旋的行列。
是以羅馬將軍凱旋遊行的背景來看，
信徒是遊行的士兵
 現代中文譯本 - 使作為基督俘虜的我們，
得以參加基督凱旋的行列。
還是以羅馬將軍凱旋遊行的背景，
馬
凱旋遊行
但是信徒是俘虜
 新譯本 - 使我們這些作俘虜的
列在凱旋的行列中。

接下來的經文，保羅在那裡誇勝、感恩了…
二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

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15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16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和 二12-13 完全不同的情緒，怎麼焦慮的經歷突然轉為誇勝？
完全不同的情緒
麼焦慮
誇勝
 保羅是要我們從得勝的角度來看他的事工 –
是因為基督才有這樣的信
是因為基督才有這樣的信心、就是有自信、有把握
就是有自信 有把握
 特羅亞的經歷，離開了、心裡不安、掛記著信徒、同工，
然後回到福音的本質來看，他是新約的執事，
這是一個充滿榮光事奉
你會看到這個落差，
但也能夠了解為什麼會有這個強烈的轉折。

這個字原來的用法就是「凱旋隊伍中的俘虜」，有受辱的意思，
參照字義 再參照上下文脈 來思想保羅的處境和心意
參照字義、再參照上下文脈，來思想保羅的處境和心意，
有可能是：我們是軟弱的，但我的軟弱
不會影響基督的剛強，基督永遠是剛強的。
二14 我自己是基督的俘虜，而我將感謝、誇勝歸給基督。
我們是軟弱的、基督是剛強的，
這個觀念在哥林多後書不斷地出現。
二15 我們可以發出基督的香氣、可以與凱旋隊伍撒香，

加上舊約獻祭的香氣，這兩樣可以連在一起思想 雖然作為俘虜的結局是死亡 就像在特羅亞軟弱的經歷
雖然作為俘虜的結局是死亡，就像在特羅亞軟弱的經歷，
第一章 從死亡的角度來思想苦難，
但是因為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
但是因為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
不會因為他軟弱福音就打了折，
因為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
依然可以叫人死、叫人生，因為基督永遠得勝！

福音的大能使人死、使人活，
就是講到福音在人身上的最後的結局。
就是講到福音在人身上的最後的結局
不論你的屬靈光景如何，不要忘記基督永遠得勝，
所以我們可以時刻靠著主，
 我們不是以自己的軟弱為永遠的藉口，
我們知道我們會軟弱 甚至焦慮
我們知道我們會軟弱、甚至焦慮、
有壓力、甚至有情緒的反應的
 但是主幫助我們 我們思想到耶穌永遠得勝，
我們可以從軟弱中站起來，就好像保羅一樣，
而福音的大能不會因為我的情緒而打折的
我們這些靠主來重新站立的、跟隨著主得勝旌旗的，
我們這
靠 來重新站 的 跟隨著 得勝旌旗的
哪怕我們是軟弱的，
但我們可以與主同死、與主同活，
從新得著那復活得勝的力量。

所以在傳福音的時候，
保羅說：他是由於「誠實」，
其實和 一12 是可以相呼應的：
保羅說他誇 的 也是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來誇
保羅說他誇口的，也是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來誇口。
二17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是由於誠實 由於神 在神 前憑著基督講道
保羅非常有把握的讓他自己跟那些
為了圖利、而謬講混亂神的道的人來相比  那些人好像走江湖賣膏藥的人，
把神的信息當作商品來叫賣、
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保羅說：我們不是這樣的，
保羅說 我們 是這樣的
他是自信、絕對不是吹噓，
傳福音是由於誠實 是由於神 是在神的面前
傳福音是由於誠實、是由於神，是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裡，也就是憑著基督來講道

二16 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看上去是一個負面的說詞、卻是一個正面的想法，
看上去是
個負面的說詞 卻是 個正面的想法
意思是說 - 保羅認為他與他的同工是擔當得起的！
二17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
他不是沒有能力的、不是毫無力量的、
是可以承擔的 與那些假教師是不 樣的
是可以承擔的，與那些假教師是不一樣的。
弟兄姐妹，當我們傳完備的福音的時候，
這個福音自然產生了它的果效 –
 可以讓人得生
 對拒絕福音的人，結局也是永遠的刑罰
對拒絕福音的人 結局也是永遠的刑罰
因此，我們怎麼能夠謬講神的話？
講得不清楚福音，帶下去的
這個結局、這個果效，就是十分可怕的！

這樣的一個思路，很自然的接到 三1-6
他不是在推薦自己 我們看到有薦信
他不是在推薦自己，我們看到有薦信：
1 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嗎？豈像別人
用人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信給人嗎？
2 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
3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薦信是什麼呢？有一個人拿著別人的介紹信到你的面前，
你藉著這封
你藉著這封信，就可以認識在你面前的這個被介紹的人。
識在你 前 這
介
 信徒顯在眾人面前就好像一封信，
保羅說：信徒是使徒的薦信，他是藉著使徒的工作，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所建立的、
這群弟兄姐妹是他長期關照的
 信徒也是基督的薦信，當我們看到基督徒，
也就好像看到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
而他們是用神的靈來寫成的、寫在心版上
他們
神的靈來寫成的 寫在心版上

既然是薦信、當然就有指望  一個人拿著一封介紹信，當然盼望收信人能夠接納自己，
個人拿著 封介紹信 當然盼望收信人能夠接納自己
這也是推薦者的一個期盼
 能夠接納寫薦信的人所推薦的人，是因為信得過推薦者
三1-3 基督才是真正寫薦信的人，
保羅很清楚說：主為他作這個見證，他有這個把握，
因為基督的大能能夠在這個地方彰顯出來。
哥林多的教會其實有很多的問題、也不聖潔，
 但保羅稱他們為聖徒、又說他們是基督的薦信
 如果看哥林多前書
如果看哥林多前書，好多好多的問題
好多好多的問題 –
一到六章 問題教會，七到十六章 教會問題，
雖然恩賜全備 得著 帝
雖然恩賜全備、得著上帝祝福，我們的教會也是如此吧！
我們的教會 是
但是從神的眼光來看，終究這些信徒還是神手中的工作，
因為人本來就是有很多的不完美，
保羅也總是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他們。

二16b 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三4 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

在服事的時候我們會碰到好多的挫折，
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問題、
彼此之間也會有緊張、張力，
要如何堅持神的託付，來服事主、服事人呢？
如果對所承擔的工作沒有從神來的確信跟把握，
就很難服事下去。
今天有一些事奉者，碰到工作的難處可能就離開了，
他選擇離開、覺得離開是一個方法 – 就不用碰這些人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人的地方就有問題。
 但是教會雖然有瑕疵、皺紋等類的病，我們依然
要 主的
要在主的憐憫和恩典中，預備好自己作為新婦
和 典
預備好自己
新婦
 所以，有許多的不完美，
但是神幫助我們 總是從正面來看所面對的困難
但是神幫助我們，總是從正面來看所面對的困難

三6b 不是憑著字句…

三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保羅的意思：靠著主的憐憫和恩典，我們可以擔當。
當然不是說他靠自己 而是說他靠神
當然不是說他靠自己，而是說他靠神。
三6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

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
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聖靈）是叫人活。
事奉的關鍵就是聖靈
這一節經文不是討論解經的問題，
而是在強調 我們能夠做到這樣是聖靈的工作，
因為只有聖靈能叫人活。

舊約的律法
三7a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

寫在石頭上的律法，
也就是從字句的薦信 更進 步指向了律法
也就是從字句的薦信，更進一步指向了律法。
薦信有兩種：一種是文字、一種是活人，
活人是聖靈的工作，不是舊約石版上的律法。
靈
舊
律
保羅在這個地方換了方向了 –
探討靠聖靈、或者靠律法這個問題，
有兩相的對照，在後面的經文發展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這一段經文當中，我們看到的是
牧者的、牧人的心，
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
保羅在服事上的把握。

天父，我們感謝你

禱告

藉著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藉著今天的
文讓我們看到
如何面對犯了錯的肢體，
也讓我們看到不論我們是如何的軟弱、
你永遠是得勝的。
我們可以靠著你來得勝、
我們也可以靠著你來服事、
我們更可以靠著你傳揚寶貴的福音。
謝謝主與我們同在，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