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戒與勸勉

哥林多後書

承接著 十章 一直到 十三章，
保羅到最後還在談權柄的問題 –
 權柄是為著造就人、而不是敗壞人
 權柄不是不好、不需要，
教會本來就是要高舉基督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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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 林前、林後 因為與教會關係間的張力，
多次用了「權柄」的說法：
 林前九 多次講到放下權柄、放下權利
 林後十二19-十三10 一切的事是為著造就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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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10 權柄之為用，

到底應該以什麼為依歸呢？
 對一個服事主的人，權柄在手上
是神同在的恩典、還是撒但的試探引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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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權柄、運用權柄，要以聖經為依歸…
十三1 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他們那裏去了，

「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
申十九15 人無論犯什麼罪、做什麼惡，

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
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
第一世紀猶太教，控告的事情的時候，
第
世紀猶太教 控告的事情的時候
需要至少兩三個人的見證
 耶穌指示有關教會紀律實行的時候，
也應用的是相同的原則 (太十八16)


為什麼保羅要對哥林多教會這麼說呢？
保羅下定決心，一到哥林多，
就要採取管教 懲戒的行動
就要採取管教、懲戒的行動。

十三2 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又說，

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如我第 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 樣
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
「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他在這裏就向他們保證 - 他會照著耶穌的指示、
教會所認可的法律程序 做他要做的事
教會所認可的法律程序，做他要做的事。
 其實保羅不斷地在提醒，他們有足夠的機會被提醒，
然後改變 有足夠的時間去悔改 去被糾正
然後改變，有足夠的時間去悔改、去被糾正
 如果他們還不聽勸的話，保羅這一次就要採取行動了
保羅是對什麼樣的人提出這樣嚴重的警告呢？
就是「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
 十二21 那些犯罪、性犯罪，還沒有悔改的人
 其餘的人呢？
就是默許這 些犯罪的人，他們不處理
就是默許這一些犯罪的人，他們不處理

保羅第一次警告，是在他第二次拜訪 也就是那個痛苦訪問當中提出來的，
 他過去提出的警告到現在仍然有效
 他現在再一次的嚴重警告：
「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處理教會問題最高的準則
就是神自己的話，
就是神自己的話
教會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傳統，
傳統的確有被尊重的地方，
但是傳統總不能夠超過聖經。
一個服事的人自己要在神的話上下工夫，
教會也要教導弟兄姐妹全備的真理
教會也要教導弟兄姐妹全備的真理。

權柄不單是以聖經為依歸，也要以基督為榜樣…
十三3-4 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裡面說話的憑據，我必不寬容。

因為，基督在你們身上不是軟弱的，
在你們裡 是有大能的
在你們裡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
我們也是這樣同他軟弱，
但因神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與他同活。
保羅在這裏又提出來他必不寬容的理由：
保羅在這裏又提出來他必
寬容的理由
哥林多信徒因為受到了敵對保羅的那些人的影響，
用各種標準測試保羅使徒職分的可靠性 其中的憑據
用各種標準測試保羅使徒職分的可靠性，其中的憑據
包括帶著能力的說話方式、要能行出神蹟奇事…
 保羅不反對這樣的方式，
十二章 甚至說出了十四年前三層天的啟示
 在他三次的宣教旅程當中，他常常經歷到
聖靈大能的工作，讓福音可以廣傳

一個看重神話語的教會，肢體之間的紛爭
應該相對的比較少 因為他們懂得真理的緣故
應該相對的比較少，因為他們懂得真理的緣故，
有時一些傳言到了他們的面前，
 明白真理的人不會更加的去散播，可能會說：
這件事情我不太清楚，你好不好去問當事人？
 他會很有智慧的來面對，
而不是讓閒言閒語在教會發酵、散播，
也就不容易被異端來欺騙
也就不容易被異端來欺騙…
弗四13-14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回顧 1995 閏八月事件，
有的牧者出走了、會友出走了、教會分裂了，
那是台灣教會一個非常慘痛的經歷。

但現在，他處理的是教會內部不聖潔問題的時候，
面對勸告許多次 但沒有明顯回頭
面對勸告許多次，但沒有明顯回頭、
悔改的信徒時，保羅嚴重的警告他們 –
 他一定會提供基督在他身上說話的證據
 不是照著對方喜歡的方式，當他帶著使徒權柄來到時，
基督的大能要在他管教的行動當中顯出來
保羅在這裏說：基督雖然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
但基督的軟弱不是出於祂的本性，而是出於祂主權的選擇，
也就是基督選擇了虛己、成為奴僕的樣式 (腓二6-7)。
這樣的選擇其實在祂的本身就是一種能力，
 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也不是因為軟弱，
而是祂選擇 - 祂就要在這樣的
祂就要在這樣的一個軟弱中
個軟弱中
 復活也不只說神能力一時的彰顯，
基督 直活著 而且也 作著
基督一直活著、而且也工作著
所以軟弱、能力都是祂的本性！

這也是「新約基督論」的一個基本模式 –
基督既軟弱又剛強，
基督既軟弱又剛強
不論是榮耀的、受苦的神學，都可以找到平衡點。
 保羅提醒他們：復活得勝的基督，曾經在軟弱中被釘十架
 這也是保羅自己使徒職分看上去很矛盾的地方 –
完全承認自己的軟弱，但更顯出基督恩典是夠用的
基督的能力覆庇、使他能夠靠主剛強，現在他要帶著
屬神的人的能力來了 來勸戒 管教不知道悔改的人
屬神的人的能力來了，來勸戒、管教不知道悔改的人。
保羅很勇敢的在執行他使徒的權柄，
也很真實的活出了他牧者的胸懷
 深深知道與主同活、與主同死的真理，
在基督 軟弱
在基督裏 強
他在基督裡軟弱，也在基督裏剛強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也不用掩飾自己的軟弱，
但我們要宣告的是：
我們可以經歷主恩典夠用所帶來的剛強。


但今天的教會往往因為不願意得罪信徒，就與罪來妥協，
擔心執行紀律的後果 更勝於擔 如果不處理會得罪神
擔心執行紀律的後果，更勝於擔心如果不處理會得罪神，
以致教會不但不能復興，
更有可能失去神同在的祝福和恩典！
 服事者的權柄，不在於頭銜、職稱，
而在於有沒有效法基督、順服基督
 服事、帶頭、作領袖的，沒有凡事帶頭作榜樣，
好像僕人 樣來服事眾人 不要想講幾篇道
好像僕人一樣來服事眾人，不要想講幾篇道，
就可以帶起全教會都動起來
 教會懲戒、紀律的執行，需要有神的話作依歸，
教會 戒 紀律的
需 有
作依歸
而服事的人更需要效法基督的屬靈生命
當然，屬於紀律懲戒這些事情，處理起來本來就不容易，
當然
屬於 律懲戒這些事情 處理起來本來就不容易
就好像保羅和哥林多教會之間緊張的關係一樣，
可是處理的人本身他能夠在基督裏站穩腳步、剛強無懼，
當然他能夠對付罪惡。

基督的柔和謙卑，
讓作基督僕人的保羅不致於妄為 驕傲；
讓作基督僕人的保羅不致於妄為、驕傲；
基督的不與罪妥協，
雖然讓保羅被信徒輕看了、輕視了，
但是他仍然要高舉真理；
保羅凡事效法基督，以致在執行權柄時大有能力！
教會懲戒，一直是現今的教會最軟弱的一環…
 初代教會 徒五 亞拿尼亞、撒非喇的事件，
我們看到教會有「逼人致死的聖潔」亞拿尼亞 撒非喇共同欺哄聖靈而死
亞拿尼亞、撒非喇共同欺哄聖靈而死，
全教會和聽見這件事的人都非常懼怕，教會就興旺起來
 當耶穌潔淨聖殿的時候，祂大發義怒，
當耶穌潔淨聖 的時
發義怒
趕走賣牛羊鴿子的、推翻兌換銀錢的桌子，
因為祂不願意那本來應該成為萬民禱告的殿，
卻淪為做買賣的地方、甚至成為賊窩！

十三5-10 權柄是要以造就為目的，

保羅雖然很嚴厲的警告 - 要帶著基督的權柄而來，
要帶著基督的權柄而來
但事實上他並不希望這麼做，
因為權柄最主要的功用
是建立、造就教會，而不是敗壞人。
5 勸信徒要自我省察和試驗，
勸信徒要自我省察和試驗

試驗這個字就是經過考驗，然後決定是不是合格，
不合格就是可棄絕的、合格就是蒙悅納的。(7)
保羅其實非常害怕「可棄絕」這個光景…
林前九27 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
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自己反被棄絕了
可是哥林多人似乎很自信 - 基督在他們心裏，
 所以保羅說：你們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是不是
真的持守了信仰、在行事為人上與蒙召的恩相稱
 如果答案是正面的，那就證實了他傳福音給他們，
如果答案是正面的 那就證實了他傳福音給他們
他是通得過試驗的、保羅是真使徒 (6)

十三7-9 保羅用各種的方式，說明他愛信徒的真誠，

雖然其中有讒毀、敵對他的人，但是他求神
雖然其中有讒毀
敵對他的人 但是他求神
叫他們一件惡事都不做，從上下文來看：
 是不要他們失去信心、落在不道德當中
 禱告的理由是盼望他們真的行事端正，
然後來顯明他們與神的正確的關係
他與他的同工所行的只不過就是輔助真理，
即便如果這樣造成信徒認為他軟弱 通不過試驗
即便如果這樣造成信徒認為他軟弱、通不過試驗，
但如果讓信徒剛強、長大成熟，他仍然歡喜。
羅九3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
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從這樣的話語、心態，已經能夠非常清楚的
從這樣的話語
心態 已經能夠非常清楚的
分辨出真假使徒的差別了 假使徒要得人的稱讚、肯定、要坐教會的高位，
絕對不會像保羅這樣說話的。

就好像當年耶穌在提比哩亞的海邊
與彼得三次的問答 祂交付牧養的權柄
與彼得三次的問答，祂交付牧養的權柄，
那個根基在於愛，有愛才能善用權柄。
悔改以後的彼得領受託付、也不負所託，
晚年仍然不忘叮嚀教會中的長老，他說：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彼前五3)。
其實今天不論在家庭、在學校、在教會、在社會，
神多少都託付一些權柄在我們的手上，
如果能夠照著聖經的原則、善用權柄，
如果能夠照著聖經的原則 善用權柄
 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更和睦
 大家都不好為首、甘願作僕人，
大家都不好為首 甘願作僕人
我們生活的環境就能化暴力為祥和，
特別在教會裏面，
就能夠看見真正愛的見證

第十到十三章 保羅不斷重複說要嚴厲的使用權柄，

但是他仍然一直希望可以不要這麼做，
但是他仍然
直希望可以不要這麼做
這樣的心意一樣的表露在這封信的結尾…
十三10a 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候，
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
他一直盼望這個權柄在造就上讓他們就直接得好處，
而不是要透過管教的方式讓他們明白。
 因為從整本聖經、以色列人的歷史可以看出來 我們所信的這 位神
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
絕對不是以管教、以懲罰犯了錯的兒女為樂事的，
管教是神的手段 呼召 挽回 重享恩福 才是目的
管教是神的手段，呼召、挽回、重享恩福，才是目的
 服事的人不是挾權柄以自重、自高、自傲，
而是要謙卑的求神加添智慧、愛心，
來使用權柄、使人得造就

主耶穌在復活的時候，祂宣告：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我們這些真是不配蒙恩的罪人，
今天成了可以服事主的人
 也得著祂的恩賜、祂賞賜權柄，
來服事教會、服事弟兄姐妹
權柄之為用是在乎一心，
求主使我們這些作僕人的 –
可以真實的、
以僕人的心態來使用權柄
以僕人的心態來使用權柄、
以聖經為依歸、
以基督為榜樣、
以造就為目的，
好讓賞賜權柄給我們的主，
得著最大的榮耀！

整封信的結尾，保羅還要勸勉五件事情…

十三12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十三11 還有末了的話，
末

願弟兄們都喜樂，
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
要同心合意，
意
要彼此和睦。
我們看到非常美好的應許，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當我們履行神同在的條件的時候，
當我們履行神同在的條件的時候
就可以享受神同在的賜福，
就好像大使命 當我們願意去傳福音、
使萬民作主門徒的時候，
主就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天父，我們感謝你，
帶領我們查考完哥林多後書
帶領我們查考完哥林多後書。
求主幫助我們藉著這一卷書信，
領受你所教導的心意，
也願你的名永遠在教會被高舉。
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帶著純一、清潔的心，
來跟隨你、來事奉你。
這樣的禱告感謝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禱告

這不是一個儀文，在這樣
這不是
個儀文 在這樣
問安的動作當中，反映出在基督裏的真愛。
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在聚會末了，神的僕人會這樣宣告 帶下上帝的賜福
在聚會末了，神的僕人會這樣宣告、帶下上帝的賜福。
我們查考完 哥林多後書，藉著這一卷書信
 看到保羅是怎樣的一位主的僕人
 所帶出來牧者的心腸、為父為母的心懷
相信透過這一卷書，可以讓我們有許多的學習
相信透過這
卷書 可以讓我們有許多的學習 有屬靈的榜樣、有清楚知道治理教會、
王良玉院長
在教會裏面我們最應當看重的是什麼。
在教會裏
我們最應當看重的是什麼
但願主的愛就是與我們眾人同在，
我們在主的話語當中受教
我們在主的話語當中受教，
也在主的話語當中，活出主要我們所活出來的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