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的職事
福音
的職事

哥林多後書

第六課…

福音的職事
福音
的職事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暫停

請按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二14-15 感謝神！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 或滅亡的人身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福音傳給人的時候 他 經能分辨出 –
福音傳給人的時候，他已經能分辨出
福音本身就能夠在對方的回應當中看見
誰是得救的人、誰是滅亡的人。
當然，我們要傳全備的福音：
如果傳福音只是告訴別人信耶穌很好、有喜樂、有平安，
從來不提、很少提十架、寶血、救恩、罪，
豈不就像耶穌責備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一樣 –
他們勾引人入教，結果讓那些人成為地獄之子。
所以福音是何等的寶貴，
傳福音的人也要看重傳的是全備的福音，
清清楚楚的傳福音、帶人信主得著救恩，
傳福音的人必須要十分的謹慎。

林後四1 - 9

保羅說新約的執事、他最重要的事工 –
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這個傳揚的工作是一種生命的事奉，
 不僅是在得救的人身上、那是生命
 在傳的人身上也是生命
所共同、所領受的上帝的恩典，我們所盼望的就是永生。
傳福音不是只讓對方信了就好，他信了、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需要幫助他、裝備他、造就他，
讓他的生命慢慢地成熟；
對傳的人也是如此，特別是在教會服事久的同工，
甚
甚至長老、執事、牧者，不是只把工作做在別人的身上，
事
做在別人的身上
好像保羅說：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那是 件非常悲哀的事！
那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

4:1 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
4:2 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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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
經照在我們 裡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保羅不讓自己、或他的同工，成為別人接受福音之光的障礙
保羅不讓自己
或他的同工 成為別人接受福音之光的障礙 –
傳福音的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既然這個職分是屬靈的職事、使人和好的使徒，
藉著新約的執事 - 我們所承擔、領受的新約僕人的職分，
就可以大膽的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把人帶到主面前
就可以大膽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人帶到主面前，
使人因著聖靈而得著自由、在道德上、靈性上都更像基督，
臉
臉上反映出神的榮光。
出神的榮光
這個職分的超越性，是保羅所一直強調的。

這樣的一個服事，律法的榮光已經隱退，
在 前律法要求
在以前律法要求人、卻無助於人的那個時代，
無
個時代
現在被聖靈的時代來取代了。
四1 為此緣故，我們既然蒙憐憫，

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
保羅非常有把握神讓他作外邦使徒，
也以這樣的 個職分 使命 為傲 為榮的
也以這樣的一個職分、使命，為傲、為榮的。
 保羅用他自己在事奉上的經歷還有認知，
不斷地在解釋怎樣落實
在這個滿有榮光的事奉上
 當然，他還是不斷地面臨到困難，
一面回答攻擊他的人，但是他不喪膽，
另一方面，用自己來作榜樣，
解釋他作神僕人的途徑

在這世上有許多人因為不認識真理，所以他們抵擋主，
 也抵擋傳福音的人，我們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也抵擋傳福音的人 我們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其實耶穌當時豈不也是碰到許多的攔阻嗎？
當祂讓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時候，多大的一個神蹟，
如果是我們在當時，也許反應就是立刻的俯伏於地、
立刻的來接受寶貴的主所帶來的天國的好消息
立刻的來接受寶貴的主所帶來的天國的好消息。
但是看約翰福音會發現 - 的確有一些人就信了，
另外還有 些人跑去報官
另外還有一些人跑去報官，
也就是當福音出去的時候，會有不同的回應
傳福音的人不要喪膽、不要害怕，
傳福音的人不要喪膽
不要害怕
上帝託付我們，既然知道這是一個好消息 自
自己親自經歷過了，不是說空話、不是騙人進來，
自
不
不
來
乃是帶著一個懇切的心、希望對方能夠真正認識
這一位真神、這一位主。
如果他拒絕，有不合理、失禮的動作，求主幫助我們不喪膽。

在消極的方面：
1 2 不喪膽、棄絕那些暗昧可恥的事、
1-2
不喪膽 棄絕那些暗昧可恥的事
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
積極方面：
2b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
就算世人的反應是不信，
這個罪也不是在傳道者的這一面，
而是那些抵擋拒絕福音的人
而是那些抵擋拒絕福音的人，
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對一位作福音執事、也就是傳揚福音者，
對
位作福音執事 也就是傳揚福音者
1-2 有三個警誡：不喪膽、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
求主幫助我們
求
幫助我們  當我們讀神的話的時候，我們成為第一個受教者
 絕對不是把這寶貴的、神的勸勉、提醒、警誡
拿來教導別人

對傳福音者的生命而言，「不行詭詐」是十分重要的提醒…
 用什麼樣的動機在傳福音？
聖經告訴我們 - 有人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傳福音者他要帶給人好處、而不是要從人那裡得著好處
 清清楚楚的講明福音真道，不引誘人來信，
講得天花亂墜、並沒有讓他得著重生真道，那就叫詭詐！
 不謬講神道 - 神的道不是亂講的
神的道不是亂講的、不是亂扯的，
不是亂扯的
神的話清清楚楚在這本寶貴聖經裡，
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釋它、去誇大它，
神的話不需要我們加油添醋的去說，本身就帶著能力、
神的道在其中、有神的話語的大能的，不要亂講
保羅說服事主「三不」：
 不喪膽、不要害怕、不行詭詐
 不要有不良動機、不要亂講、不謬講神的道

那反過來講「三要」是什麼呢？
把真理講明 好好的傳基督耶穌 好好的服事信徒
把真理講明、好好的傳基督耶穌、好好的服事信徒，
這就是三個該做的事情。
 保羅藉著三個不、三個要，說明自己是怎麼樣的傳道人，
也提醒哥林多教會、所有的主的工人，都應該是這樣
 他也不要讓人對他有什麼樣的猜測
他也不要讓人對他有什麼樣的猜測、有什麼樣的話，
有什麼樣的話，
保守高透明度，不但不成為人與福音真光之間的陰影，
更願意透過他 讓神的光直接照在人的 裡
更願意透過他、讓神的光直接照在人的心裡
2b 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解釋

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祂是主、我是僕人，讓這個光可以透過
我們這些服事主的僕人照在你們的身上。
保羅在傳福音的過程裡，把自己的角色界定得十分清楚，
這是今天我們這些做主工的人真正要注意的事 要那些不信的人、也就是心地剛硬的人知道
不是光有問題 不是傳的人有問題
不是光有問題、不是傳的人有問題，
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四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
吩咐光從黑暗裡 出來的神

3-4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問題不在我，

已經照在我們心裡，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

乃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 眼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這是大問題、這是關鍵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這就是當代人的一個問題！

這一段其實概括了整個的論述，也回應 三12-13、四1，
指出神的榮光已經照出來了，這是得救蒙召的經歷，
在保羅身上非常清楚 - 成為他作使徒、服事神、服事人的基礎。

在這一段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怎麼樣作神的僕人 也怎麼樣作人的僕人
他怎麼樣作神的僕人、也怎麼樣作人的僕人，
因為保羅以作神的僕人為榮，
也效法基督作人的僕人來服事人。
四5 非常重要，看到保羅作人的僕人的一個聖經的根據

四5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

-

他也因著基督作信徒的僕人。
林前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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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些服事主的主的工人說：
我是神的僕人 我可不是人的僕人
我是神的僕人、我可不是人的僕人
 保羅說：為了要傳福音、更多得人，我甘心作眾人的僕人，
為著福音的緣故，他作人的僕人
所以如果再聽到「我只是神的僕人、我只作神的僕人，
我可不是人的僕人」，
需要好好看一下 林前九19、林後四5。

保羅在寫 林後 時，是他一生工作陷入非常危險的光景 –
作使徒的身分被人懷疑 傳的福音受到質詢
作使徒的身分被人懷疑、傳的福音受到質詢、
連他這個人也被人拒絕，身心靈受著
長時間、也是四面八方湧來的逼迫。
可是保羅不自憐、也沒有負隅頑抗，
乃是本著他自己 很清楚知道他得救 蒙召，
乃是本著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得救、蒙召，
在這個經歷、把握當中去傳福音。
這樣的確信，使他能夠坦然的面對挫折、並且愈挫愈勇，
他很清楚知道所領受的職分是什麼 –
 作神的僕人
作神的僕人、也作人的僕人
也作人的僕人
 無論生死都要討主的喜悅、敬重作外邦使徒的職分、
盡 的要為基督勸 與 和
盡力的要為基督勸人與祂和好
他要完成這個使命，
就好像曾經在亞基帕王面前非常慷慨地說著
就好像曾經在亞基帕王面前非常慷慨地說著：
「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保羅不是傳自己，沒什麼好傳的，
保羅傳的是「基督是主
保羅傳的是「基督是主」，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態度
就使他和那些舉薦自己、拿著推薦函到處走的
那些挑撥離間的假使徒劃清了界線  他作信徒的僕人、總是為他們的利益擺上自己
 縱然被誤會
縱然被誤會、受冤屈，
受冤屈，
也絲毫不減他的誠信、對信徒的關愛

四7-9 瓦器和寶貝…
保羅從基督的死、復活來解說、來處理
二13-14 表面上不能協調的經驗 既然是在基督裡誇勝 那為什麼
既然是在基督裡誇勝，那為什麼
看不到提多他就心裡不安、
就逃到馬其頓呢？在這裡看到清楚的意義。
四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

從這個角度講，他是僕人、也是僕人的領袖，
因為到了 林後十、十二、十三 會連續看到好幾次「權柄」，
 保羅強調權柄是為著造就人
保羅強調權柄是為著造就人，
 他是僕人，但並不表示他沒有權柄，
在所行的
是執行
所
的使命
他現在所行的，正是執行主人所差派他的使命，
也就是他因為基督的緣故作信徒的僕人
所以 四5 非常重要，
因為突顯了保羅和哥林多教會之間關鍵的地位。

寶貝的事奉就不得了了…
 寶貝指的是上帝的榮光、就是福音，
寶貝指的是上帝的榮光 就是福音
救恩是出於神的、不是出於我們的，
能力也是出於神的
 福音是神的大能，現在藉著居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使我們靠著聖靈的事奉可以有能有力
使我們靠著聖靈的事奉可以有能有力、
並且經得起考驗，就是 四8-9
四8 又好像回到了 第一章，

保羅談到遭遇到各樣的苦難，但結果是不至失望。
四8 我們四面受敵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
所有的名詞在表面 看來好像都蠻衝突
所有的名詞在表面上看來好像都蠻衝突、
不能同時存在的，
但是在保羅經歷可以同時存在…
四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保羅使用能力，帶出了因信稱義的精神：
事奉主雖然有苦難，
但是神在苦難的環境中彰顯出他的大能。
瓦器指的是一種當時候陶土所製的小油燈，
我們的肉體就是瓦器，
憑著瓦器來事奉、必定會失敗！

所遭遇的都用的是被動語態，這些逼迫、患難是外面來的，
是在 個不公義的情況當中所面對的 所給他的
是在一個不公義的情況當中所面對的、所給他的。
但是保羅清楚知道這樣的光景、情境，
更顯出瓦器中寶貝的恩典 - 這個寶貝是出於神的，
這個寶貝是出於神的
是神發出能力來、來幫助他、來給他力量、給他盼望。
保羅針對反對者的質疑來申訴，不是為自己來辯白，
乃是鋪陳出了基督僕人的脆弱、軟弱。
前面一段，保羅說不傳自己、只傳基督是主，
因著耶穌的緣故作信徒的僕人。
但是那些手拿推薦函的人就用此來批評：
保羅，你沒有一樣比得過我們
 在 7-9 保羅是
保羅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承認：是的，我不過就是瓦器，
但是瓦器當中有寶貝，寶貝居在其中，更能夠顯明 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清楚知道：
事奉你是恩典，能力出於你，
 我們是瓦器，
靠自己不能來事奉、也注定會失敗。
 但當我們靠著在瓦器當中的寶貝，
也就是你的榮光、福音的大能，
我們就能夠服事你 不喪膽
我們就能夠服事你，不喪膽。
求主幫助我們：
也不謬講你的道、也不行詭詐，
我們靠著你的恩典
誠誠實實來傳揚你寶貴的福音。
這樣的禱告乃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