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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 林後五1 - 10

四16-18 我們的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這樣的經文實在帶給我們很大的盼望：

我們的肉身會軟弱、會老邁

但我們屬靈的、靈裡的力量、裡面的人，

可以愈來愈剛強壯膽、一天新似一天

這是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恩典。

用這個眼光 - 永世的眼光、復活的盼望，

來看今世的苦處 –
四17 至暫至輕，那個榮耀叫作極重無比。

四18 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從這樣的 個思路進到了第五章從這樣的一個思路進到了第五章…

保羅一方面談到那無比確定的是永生的盼望，

方面又讓我們看見一方面又讓我們看見 –
今天我們還是生活在這個身體裡面，

必須要有生活的目標、那就是為主而活。必須要有生活的目標、那就是為主而活。

就好像徒一耶穌升天以後，那些人還是抬頭望天，

天使就告訴他們：不要站著望天。天使就告訴他們：不要站著望天

是的，不是這樣過基督徒的生活，

神給我們託付就是勸人與神和好、為主而活神給我們託付就是勸人與神和好 為主而活

保羅的事奉觀：為基督、為他人

五1a 我們原知道…五1a 我們原知道…
開始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因為」的，因為我們原知道…

保羅的標準用語，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你們應該知道保羅的標準用語 我不 意你們不 道 你們應 道

這個對你來講不是一個新道理，因為我們原知道

基督徒現在是活在等待將來的過程當中，

但不是無所是事的等待將來，不是站著望天。

五1-10常被用來好像討論死後的狀況，但事實上，

真正在談的是活在盼望當中的 境真正在談的是活在盼望當中的心境，

是用來講復活盼望的。

所謂拆帳棚、搭帳棚，穿衣服、不穿衣服，所謂拆帳棚、搭帳棚，穿衣服、不穿衣服，

都是象徵的語言，而不是逐一套用在死後的狀況當中。

五1 2 我們的身體就好像帳棚 有 天要拆毀了五1-2 我們的身體就好像帳棚，有一天要拆毀了，

就好像使徒彼得晚年寫彼得後書，語重心長的勸勉信徒：

彼後一13 14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彼後一13-14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

提醒你們、激發你們，

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

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

彼得就用帳棚來比喻他這個身體。彼得就用帳棚來比喻他這個身體

脫離這個帳棚，

將來神要給我們的是一個永存的房屋，將來神要給我們的是 個永存的房屋

這是保羅在這裡說的，那就是復活的身體。



保羅的心境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五2a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

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

切切地盼望，保羅在歎息

五4a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五 我們在這帳棚 歎息勞苦

又出現歎息、再加上勞苦，

當思想人生，從個人、到整個環境，

的確常常會有勞苦愁煩，

甚至使我們感覺到受壓太重

一個沒有盼望的人，活在世上其實真的是非常可憐的，

面對大小環境的壓力，真覺得好像路是走不下去了

中國人講「哀莫大於心死」，

心都死了、沒有任何盼望了，

眼前還有什麼光亮呢？

曾經一個社會新聞，講到一個國立大學的應屆畢業生，

這個女同學因為感情的問題沒有辦法走過去這個女同學因為感情的問題沒有辦法走過去，

很辛苦、很難過、覺得眼前沒有亮光，

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個雙十年華的女同學，應該有非常好的前程，

來自於 個貧困的家庭 從小是被祖父母帶大的來自於一個貧困的家庭，從小是被祖父母帶大的，

其實家人對她的期盼是蠻深的，因為她也蠻優秀的。

她留下幾封信給她的親人，我還記得蠻難過的有幾句話，她留下幾封信給她的親人，我還記得蠻難過的有幾句話，

她對她的祖母說：我非常非常的不快樂！

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有大好的前程、有好的學歷、家人的期盼，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有大好的前程、有好的學歷、家人的期盼，

但是因為在感情上沒有辦法繼續面對這個困難，她輕生了！

我們不忍苛責她，但是她留下的話 - 我非常非常的不快樂我們不忍苛責她，但是她留下的話 我非常非常的不快樂…
怎麼辦呢？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這幾年台灣的自殺率、離婚率、憂鬱指數不斷地提升，這幾年台灣的自殺率 離婚率 憂鬱指數不斷地提升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你真的快樂嗎？

保羅不是消極的吐苦水，

歎息 勞苦 真是 個無耐的人生歎息、勞苦，真是一個無耐的人生，

因為我們不只是清楚知道信仰的寶貴在哪裡，

也很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在今生才有指望，也很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在今生才有指望，

反而是有將來、而且將來要比現在更好。

照著我所切慕 所盼望的 沒有 事叫我羞愧

保羅所切慕與盼望的，是放在永不改變的

腓一20a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這位上帝、我們的主的身上，

因為神不但賜下盼望，並且能保證這個盼望的實現，

當然你 須要有盼望 有所 慕當然你必須要有盼望、有所切慕

如果我們把盼望、切慕，放在這個今世，

瞬息萬變 下 秒鐘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瞬息萬變、下一秒鐘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的一個人生、環境當中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能把一些盼望講快了、講多了、講滿了，有的時候，可能把一些盼望講快了、講多了、講滿了，

我們沒有得著，就會覺得不好意思…

但指著主所應許的事情，儘管大聲說，

因為每 件主的應許都是是的 都會成就的因為每一件主的應許都是是的、都會成就的。

不但講到帳棚與房屋，也講到赤身與穿衣…

五3 因為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五4 因為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

乃是願意穿上那個 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穿衣就是比喻有一天我們會得著那復活的身體。

希臘哲學認為 - 死亡就是脫下肉身、靈魂得解脫，

保羅抗拒這個錯誤的思想…
勞苦可以翻譯作重擔 就是我們的人生路勞苦可以翻譯作重擔，就是我們的人生路，

就好像門徒們遇到風浪，

聖經描述因風不順 搖櫓甚苦聖經描述因風不順、搖櫓甚苦，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茫茫人海、苦難當中，搖櫓甚苦…
雖然在等待的過程有歎息、有勞苦、有重擔，雖然在等待的過程有歎息、有勞苦、有重擔，

但是最後 - 必死的要被生命吞滅，指的就是復活的事



五4b 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羅八22-23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因為人的罪的關係，使得整個世界都敗壞了，因為人的罪的關係 使得整個世界都敗壞了

很多時候我們在歎息、在勞苦的裡面過日子

但保羅呢？他說：其實我們是有盼望的 -就是身體得贖，

所以在歎息中仍然帶著盼望、期待，生命可以吞滅死亡！

林前十五54講到復活：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生命可以吞滅死亡，十字架的救恩所帶下來得勝的宣告。

耶穌的復活帶給我們的是這麼清楚的、有把握的盼望 -
必死的會被生命來吞滅、必死的會變成不死的。

五4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

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完全沒有否定身體的價值、而是在面臨一個選擇，

是 在 未來才也不是說現在不好、未來才好，

而是說將來復活的身體要比現在的更好。我怎麼知道呢？

就是作成、成就

五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

就是作成 成就

約十五不是你們揀選我、是我揀選你們，並且差派你們去結果子。

弗二10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弗 我們原是祂的 作 在基督耶穌 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所以培植、造就、作成我們的是神，

神在我們裡面，作成了這樣寶貴的生命。

羅八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聖靈作憑據。

所謂勞苦歎息不是絕望，神親自預備了我們，

我們是祂手中的工作 在這 切之上有祂的運作我們是祂手中的工作，在這一切之上有祂的運作：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祂賜下聖靈作憑據祂賜下聖靈作憑據 –
如果不是出於主的靈，沒有人可以認耶穌是主

「憑據」原來指的是一個商業用詞，憑據」原來指的是 個商業用詞，

就是頭期款、或者是訂金，

保羅沒有講神怎麼運作，但是很清楚說聖靈作憑據，保羅沒有講神怎麼運作 但是很清楚說聖靈作憑據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 – 我們是神的兒女、是屬乎神的。

感謝主，這樣的一個思想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有的，感謝主 這樣的 個思想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有的

當信主之後，把我們帶進多麼寬闊、豐盛的境地，

那就是神的國 - 重生以後進入神的國、看見了神的國，那就是神的國 重生 後進 神的國 看 了神的國

領受了神國一切的豐富，我們與神的性情有份。

聖靈在我們的裡面，讓我們可以知道好多好多的事，

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藉著聖靈讓我們都知道了！

五6-10 信心的生活：今天我們住在身內，

有 天我們要離開身外與主永遠同住 整個思想的層次是有一天我們要離開身外與主永遠同住。整個思想的層次是 -
一邊是聖靈的工作，聖靈作印記、作憑據

一邊是我們要去體會，然後要去呈現、活出來一邊是我們要去體會，然後要去呈現、活出來

今天我們仍然住在身內、活在地上，

但既然我們裡面有聖靈所賜下的生命，但既然我們裡面有聖靈所賜下的生命，

很清楚知道有一天我們要得那不能朽壞的身體，

所以雖然今天我還是住在地上，但目標應該與世人不同。所以雖然今天我還是住在地上 但目標應該與世人不同

按照保羅行事為人的準則…
五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五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 離開身外 我們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悅。代表他裡面的心意，

詩篇大衛說：我立志讓我口裡沒有過失。詩篇大衛說 我立志讓我 有

有些事情是需要立志的 - 是被主的愛、主的恩典感動了，

保羅行事為人的準則、人生觀，

他立了志向 - 他活在世上，要得著主的喜悅。



五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脫離上下文，會以為是在講按著行為受報應

但如果按照上下文 - 三12、四1、16、五6、8，

發現保羅在講他對目前生活的體認是奠基在救恩論：

活在基督的救恩裡面活在基督的救恩裡面，

不是說離開基督的救恩、然後按行為受報

弗四1 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1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好行為是印證、見證我們是屬神的，

絕不可能拿任何自以為的好行為來與神交換恩典，絕不可能拿任何自以為的好行為來與神交換恩典，

但是我們必須要有好行為。

五10可以更深一層的來認識保羅對因信稱義的理解，五10可以更深一層的來認識保羅對因信稱義的理解，

而且很清楚的宣告 - 末世的審判在基督臺前，

這和四14 我們會一同站在祂面前，這和四14 我們會 同站在祂面前，

是講到同樣的一件事情。

從 四16 –五10會看到很多的對比 –
有外體的 有內有外體的、有內心，

至暫至輕的苦處、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所不見的 所見的所不見的、所見的，

從 第五章 開始 –
地上的帳棚、天上的房屋，地上的帳棚、天上的房屋，

有死、有生，

與主相離、與主同住，與主相離 與主同住

住在身內、離開身體…

從救恩的角度、末世的語言來看：從救恩的角度 末世的語言來看：

雖然人會離世，屬主的人最後會有復活。

保羅用當時所通用的這些語言，保羅用當時所通用的這些語言，

但是在講不同的觀念，在教導屬神的兒女 -
如何按著神的心意活在世上。如何按著神的心意活在世上

當我們去參加安息禮拜，還是照樣可以得著激勵的…
方面去安慰受苦難 家人離世的當事人 家庭一方面去安慰受苦難、家人離世的當事人、家庭

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既然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神，既然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神，

上帝把我留下來做什麼呢？

我今天還能活在世上、還能夠正常呼吸，我今天還能活在世上 還能夠正常呼吸，

是要做什麼呢？不是單單就是活著就活著吧？

乃是要很清楚的問主 - 我應該怎麼活、應該怎麼行？乃是要很清楚的問主 我應該怎麼活 應該怎麼行？

就像保羅說：立志他要得主的喜悅。

這是查經時，可以放在我們的思想、生活當中，這是查經時 可以放在我們的思想 生活當中

不是只是看保羅跟哥林多教會信徒的對話、

如何面對苦難、如何爭戰何 對苦難 何爭戰

乃是學習他的思想、人生觀、事奉觀、價值觀，

然後放在今天個人的生活學習當中，

我們就會得著寶貴的、屬靈的教訓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讓我們活在世上，

你讓我們知道我們為你而活，

我們也知道你為我們預備美好的天家、

有復活的盼望有復活的盼望。

你讓我們看見現今，

你也讓我們看見永世。你也讓我們看見永世

謝謝主打開我們的眼睛，

也謝謝主讓我們知道 -

應該立志來討你的喜悅。

求主成全這個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