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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a 所以我們既知道，

保羅相信哥林多信徒是知道的、是明白真理的，
保羅相信哥林多信徒是知道的
是明白真理的
他用了這樣的一個詞語，
帶出了在事奉上的心態 他是一位敬畏主的僕人，
然後就用這樣的一個思想來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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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a1 因為我們原知道，

「所以」在和合本的聖經是沒有翻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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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b – 13 就在解釋
「我們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
對神的敬畏，是在舊約常用的一個詞語，
顯出神的公義、聖潔、偉大…

開始播放

可畏不等於可怕，
五11b 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
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
顯明意思就是透明的，
和 林後四6 「光照」是同樣的意思，
「光照 是同樣的意思，
林後二、六 也有這樣的觀念
保羅認為可以在神的面前顯明他自己，
不是建立在懼怕上。
懼怕」是什麼呢？就是我做什麼事
「懼怕」是什麼呢？就是我做什麼事，
就很怕上帝會懲罰我、管教我，
所以我就是戰戰兢兢的、就是害怕的。
詩二11 當存畏懼的心事奉耶和華，要害怕嗎？可怕嗎？

當存戰兢 快樂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
害怕怎麼跟快樂放在一起？
戰兢怎麼跟快樂放在一起？
我們就看到這一位神，祂真的是讓我們可敬、可畏的！

但是祂的寶座叫作施恩的寶座，
寶座是有威嚴的 有權柄的
寶座是有威嚴的、有權柄的…
來四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

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
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感謝神，在上帝的公義、威嚴、聖潔、偉大當中，
我們看見那位創造我們的神是怎麼樣的一位神！
敬畏就是把神當作神，
祂是創造者 我是被造者 理當敬畏祂
祂是創造者、我是被造者，理當敬畏祂。
 保羅說：他在上帝面前是透明的、是顯明的，
因為神的慈愛讓他可以活在光明中 他得享自由
因為神的慈愛讓他可以活在光明中、他得享自由
 這也不是中國人說問心無愧、我沒有做什麼錯事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律法來約束的，
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寫在我們的心版上，
我們是甘心樂意的去遵守的
我們是甘心樂意的去遵守的。
當然，我不需要用任何欺騙的手段來達成目的。

一個高的社會道德標準、
是沒有辦法僅僅靠法律來維持的，
是沒有辦法僅僅靠法律來維持的
每個人必須從內心裡面自動自發的活出一個規矩，
活出法律的要求、甚至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層次。
保羅的顯明就是活在神的光中、可以向人來顯明他自己，
五11b 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
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也是顯明的。
這就是保羅他把自己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這就是保羅他把自己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常常是很難彼此信任的，
甚至在教會裡 有時也發現會缺少互信
甚至在教會裡，有時也發現會缺少互信，
以致在弟兄姐妹的交往、教會生活當中，
有時會產生猜忌 背後說 的事情發生
有時會產生猜忌、背後說人的事情發生。
 保羅盼望在教會裡，大家都能在光明中互動
 他也警醒自己要活在神的光中，所以他的意思 我所有的行動、心裡的想法都告訴你，你們不要猜

保羅你花這麼多心思，為什麼要這樣呢？好委屈喔，是嗎？
其實我思想到的就是：
其實我思想到的就是
保羅是一個神的僕人，知道神有一個託付在他的身上，
後面我們看到 - 福音的使者，也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非常努力的來表達善意。
帖前二4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
帖前二4a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 把福音託付我們

我個人非常喜歡「驗中」這個字，
 上帝驗中了你、上帝驗中了我，讓我們來服事祂
 有時事奉會碰到困難、
有時人與人之間難免會有些嫌隙
有時人與人之間難免會有些嫌隙、
有時真的會讓人感覺有壓力、不曉得該怎麼辦
但是這個託付是何其寶貴 何其重要
但是這個託付是何其寶貴、何其重要，
是上帝所驗中的、給祂所揀選的器皿的託付。
作福音的使者，保羅不能棄絕這樣的一個託付，
作福音的使者
保羅不能棄絕這樣的 個託付
所以他認認真真地在服事神、在服事人。

講到這裡，保羅怕他這樣的說法會引起誤會 好像在自我抬舉什麼 所以
好像在自我抬舉什麼，所以…
五12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

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
是叫你們 我們有可誇之處
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
我不是儘量地表達我多好、對你們多好、多關心你們，
我不是在舉薦自己，但是不得不作這樣的表白，
 因為牽扯到信徒對上帝的信實、對傳道人可信度的問題
 保羅要讓哥林多人以他為榮，
而不是因為對他的猜忌 拒絕和他往來
而不是因為對他的猜忌、拒絕和他往來，
因為在信徒後面另外有一批人，在與他競爭、作對
五11 12 保羅從對方的想法來回應他們，
五11-12
保羅從對方的想法來回應他們
再從對方聽了以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又再作回應，這是 個假設立場的寫法。
又再作回應，這是一個假設立場的寫法。
12 觀點是在於哥林多人，保羅要哥林多人認同他。

五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

指的是保羅不怕苦難、向前衝、而且坦然無懼。
徒廿六24 25 保羅在巡撫非斯都、亞基帕王面前，
徒廿六24-25

見證神如何的呼召他作了外邦的使徒，
非斯都就大聲的說： 保羅，你癲狂了吧？」
非斯都就大聲的說：「保羅，你癲狂了吧？」
保羅說：「我不是癲狂，我說的是真實明白話。」
 巡撫認為保羅癲狂了，
巡撫認為保羅癲狂了
但保羅清楚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勇敢的為主作見證
 外邦人會認為保羅的行為是癲狂的，
因為他們不瞭解保羅被主的愛所激勵的火熱之心
謝
神的愛不斷 激勵我們
感謝主，神的愛不斷地激勵我們、
神不斷地將祂的恩典放在我們的身上，
祭壇上的火永遠不要讓它熄滅、而且愈燒愈旺，
事奉主的心志要堅持到底！

五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

小心、謹慎、清醒，表達出跟癲狂強烈的對比。
有些解經家認為 這裡的癲狂
有些解經家認為：這裡的癲狂，
和保羅在 林後十二 三層天的經歷有關，
但是如果看上下文，會發現這裡的重點應該不是那件事情。
對保羅而言，
 一方面在神的面前的生活見證、是他事奉的一個根基
 另一方面，他的所思所行都是為別人的利益
我們在教會的事奉是為基督、為他人，
沒有人要為想要自己得點什麼好處、權柄，
要獲得更大的財富，然後要在教會裡服事的；
在教會裡都是自願者 都是甘心樂意擺上自己的人
在教會裡都是自願者、都是甘心樂意擺上自己的人，
所以這個利他主義 - 為基督、為他人，
不是只是在神的僕人身上，
不是只是在神的僕人身上
而是在每一個領受了主的宏恩大愛的基督徒的身上。

五14-17 保羅提出來主的愛的激勵，讓他可以為主而活。
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保羅解釋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人生觀、事奉觀
保羅解釋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人生觀、事奉觀，
是因為受了基督大愛的激勵。
這節經文好寶貴，求主保守我們常常記得這件事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今天我們願意為主做任何的事，願意因著服事主
可能會面臨到許多的困難、因著傳福音的關係會受到逼迫，
但是我們不喪膽 願意靠著主的恩典努力往前行
但是我們不喪膽、願意靠著主的恩典努力往前行、
向著標竿直跑，為什麼會愈挫愈勇呢？
我想那個原因就是這個吧 -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求主讓我們常常思想到祂的愛，
我們也常常被祂的長闊高深的愛 –
做在我們個人身上的、祂愛世人的 - 常常激勵著。

五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

關鍵在為神、為你們，整個保羅辯解的中心也都是這樣：
為神、為你們、為他人，不是為著證明自己有多好，
 為了不讓人產生誤解、節外生枝，他每一句話都非常小心
 保羅不能不辯解的原因，就是為著哥林多信徒的好處，
而不是單單為著他自己被誤解，他要講清楚…
因為有一些人在影響著當時教會的信徒往偏差的路上走，
神的僕人非常焦急 憂慮
神的僕人非常焦急、憂慮，
他需要盡可能地表明他所傳的福音以及他這個人
那因此，如果我們個人被誤解，
那因此
如果我們個人被誤解
 我是不是要辯解、要怎麼樣辯解，就要看情況而定了
 從耶穌的例子，主是什麼都不說的，為什麼？
從耶穌的例子 主是什麼都不說的 為什麼？
因為當時猶太百姓早已定意要釘死祂，不是只是誤解而已
所以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要怎麼做？
需要求主給我們智慧了。

14-15 基督愛我們的目的，也強調基督替我們死了，

我們現在活在世上的關係 –
 基督徒是與主同死同活
 基督為我們死，我們應當為祂活
16-17 講到愛的果效：
16 認識了基督的豐富，那就應該要為神活。
認識了基督的豐富 那就應該要為神活
17 成為新造的人，一切都變成新的，

看什麼都不一樣了，人生觀也改變了，
不再為世界、要為主而活。
基督的愛激勵我、在後面催逼著我，讓我勇敢往前行，
好像停都停不下來 有 個火在我心中焚燒，
好像停都停不下來、有一個火在我心中焚燒，
 讓我要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
 讓我願意擺上我自己、當作活祭獻給神
讓我願意擺上我自己 當作活祭獻給神
一切生活、一切行動的動力的來源 - 因為基督的愛。

14 那個激勵，也有翻譯作催逼

五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保羅可能回想到以前他憑著外貌認基督的時候，
所做的那些事
事–
甚至拿著逮捕令到信徒的家裡去逮捕信徒，
以為這叫作事奉上帝。
以為這叫作事奉上帝
 現代中文譯本「憑外貌」翻譯成「不再根據人的標準」
 也翻有「按照人的看法」
也翻有「按照人的看法
林前一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人 卻為神的大能
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這也是人對十字架憑外貌所見到
很大的一個錯誤的想法…
保羅提醒我們：
認基督也要有新的眼光，不能用人的想法來衡量。

五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新的創造，在基督耶穌救贖的恩典當中，
得以重生成為新造的人 - 揮別過去、有新的生活樣式。
五18-21 福音的使者，所傳的是和好的道理…
18-19 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作為
20-21 和好的意義是什麼呢？
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
所
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藉我們

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
21 和好的基礎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祂 面成為神的義
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成為罪，原來也有贖罪祭的意思，
和舊約的贖罪祭聯結來看，
我們就知道 - 講和好也必須面對罪的問題。

哥林多的信徒憑著外貌認保羅、對他有諸般的誤解。
就好像耶穌當年也是遭到許多人以外貌相待的境遇，
就好像耶穌當年也是遭到許多人以外貌相待的境遇
以致於人以自我為是的看法、想法…
 因為耶穌的身分 - 那不是木匠約瑟、馬利亞的兒子嗎？
那不是木匠約瑟 馬利亞的兒子嗎？
 也因耶穌的話語也來誤解祂，當耶穌在會堂講道、讀經，
他們就評論說：那個人沒有學過，祂怎麼會這些啊？
他們從耶穌的外貌、身分、行為、言語來誤認祂，
以致於耶穌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以致於耶穌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在當時的教會、保羅那個時候，在教會擾亂的假教師就煽動信徒，
憑著外貌對保羅有所質疑，
也等於信徒是看到這些假教師的外貌而受騙了。
今天的教會其實也是這樣 - 有高學歷不一定有高能力，
有牧師、長老、傳道的頭銜，不一定有相稱的屬靈身量，
很會查經 很會講道 也不 定就很能夠關心牧養
很會查經、很會講道，也不一定就很能夠關心牧養，
這些都是我們要自我警惕的。

神讓保羅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使者 是 個外邦的使徒
是一個外邦的使徒，
 在基督裡面使人能夠與神和好
 與神和好也要與人和好，
神也要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學習應該與保羅來和好
被得罪的一方有權力主動地要求和好
被得罪的一方有權力主動地要求和好，
但是愛是強者的所為，不是沒有能力的人能夠做到的，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神主動的讓祂的兒子來到世上，
將這個和好的道理用祂自己的生命活出來，
然後邀請人來與祂和好
然後邀請人來與祂和好。
所以這一段跟我們現代基督徒的生活相當有關係的：
 讓我們思想到出於基督的愛，
成為神和人之間的橋樑
 感謝主，求主讓我們更深地被祂的愛來激勵，
感謝主 求主讓我們更深地被祂的愛來激勵
也能夠成為一個福音的使者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驗中我們，
你的愛常常激勵我們，
我們願意成為一個
使人與你和好的福音的使者
使人與你和好的福音的使者。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