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課第二十五課

保羅在書信的語氣轉變成非常嚴厲，

幾乎是「辯論」的語氣，

是要辯證自己服事的憑據。

回答別人的批評 十1-十一15

引證過去的經歷 十一16-十二13

為第三次訪問

哥林多作準備 十二14-十三10

服事的憑據與神夠用的恩典服事的憑據與神夠用的恩典

哥林多後書十-十三

第二十五課第二十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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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裡面是有大能的。

服事的憑據與神夠用的恩典服事的憑據與神夠用的恩典

林後十三3 保羅花四章篇幅為其使徒職分辯解的原因

不是所有哥林多人都抱著懷疑和敵對的態度；

他們大都與保羅同一陣線的，

很願意在各方面支持保羅的工作。

「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七16

煽動反對保羅的，都是哥林多教會以外的人

這些猶太教的煽動者，

尾隨保羅橫越亞洲進入歐洲，

攻擊他的信息及人格。

這樣的刺會引起教會內的問題，

在真理和救恩當中造成分裂

這樣的人滲透進入教會，企圖引誘基督徒離開他們效忠的信仰

假如有人來，另傳一個耶穌，不是我們所傳過的；

或者你們另受一個靈，不是你們所受過的；

或者另得一個福音，不是你們所得過的 十一4

服事的憑據與神夠用的恩典服事的憑據與神夠用的恩典

第一世紀教會剛建立時，

非常需要這種「護教」立場。

真假福音同時傳播四方，領受的人會懷疑：

誰是福音的真傳道人？誰是假冒的？

哥林多後書提供了答案

綜覽這四章聖經時，

特別注意做為基督真正的見證人，

在福音偉大的事工上應有那些明證？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1 我保羅，就是與你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向你
們是勇敢的，如今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和平勸你們。 2 有人以為我是
憑著血氣行事，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
那裡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敢。 3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
血氣爭戰。 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
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6 並且
我已經預備好了，等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描述所領受的作使徒的呼召、

寫這封信的原因，

為他的使徒職份辯護。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不是憑血氣行事 1-6

哥林多教會中有人認為：

保羅寫的信沉重嚴厲、剛強勇敢地責備人，

見面時柔弱謙卑、不足畏懼，覺著信只是威嚇罷了，

其實言行不一致，是跟世俗人「憑血氣行事」一樣。

保羅勸他們要改過自新，

免得他到來時得要剛硬地懲治不順服的人。

更指出他行事為人絕不是採用世俗人的方法，

乃是靠神福音的大能，使人順服基督。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不是憑血氣行事 1-6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面對人的批評，

保羅澄清自己行事、服事的原則

林後十3-5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7 你們是看眼前的嗎？倘若有人自信是屬基督的，他要再想
想，他如何屬基督，我們也是如何屬基督的。 8 主賜給我們權
柄，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要敗壞你們；我就是為這權柄稍微誇
口，也不至於慚愧。 9 我說這話，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
嚇你們； 10 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見面，卻
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 11 這等人當想，我們不在那裡的時
候，信上的言語如何，見面的時候，行事也必如何。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的確擁有使徒權柄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要求哥林多人不看表面、眼前，

明白神賜使徒權柄的目的

要知道保羅沒有使用責罰的權柄

並不表示他沒有使徒的權柄

對敵對者正會使用這權柄

保羅確實擁有使徒權柄

警告語氣，不希望使用這權柄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12 因為我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他們用自己度量
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是不通達的。 13 我們不願意分外誇
口，只要照神所量給我們的界限搆到你們那裡。 14 我們並非過了
自己的界限，好像搆不到你們那裡；因為我們早到你們那裡，傳了
基督的福音。 15 我們不仗著別人所勞碌的，分外誇口；但指望你
們信心增長的時候，所量給我們的界限，就可以因著你們更加開
展， 16 得以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並不是在別人界限之
內，藉著他現成的事誇口。 17 但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18 因
為蒙悅納的，不是自己稱許的，乃是主所稱許的。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的誇口有所根據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的誇口有所根據

保羅是照神給他的使徒身份和「界限」

─ 在未聞福音的地方建立教會。

在這原則下，開始在哥林多的工作，

並且盼望把福音傳到更遠的地方。

不要把為使徒權柄辯護與誇口混為一談，

「不願意分外誇口，只要照神

所量給我們的界限，搆到你們那裏」

保羅斷不會將別人的成果歸功於自己。

人不應自誇，而是要以神誇口。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首要關注的是

聽聞哥林多教會有假使徒出現，

他們企圖貶損保羅使徒的權柄，

以求在哥林多教會建立自己的權威。

教會所受的威脅是有一些人要向他們傳他們傳

「另一位耶穌，不是保羅傳過的」

以致他們的心

「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一1 但願你們寬容我這一點愚妄，其實你們原是寬容我的。 2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
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3 我只怕你們的心
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
夏娃一樣。 4 假如有人來另傳一個耶穌，不是我們所傳過的；或
者你們另受一個靈，不是你們所受過的；或者另得一個福音，不是
你們所得過的；你們容讓他也就罷了。 5 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
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6 我的言語雖然粗俗，我的知識卻不粗俗。
這是我們在凡事上向你們眾人顯明出來的。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的憤慨不無理由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的憤慨不無理由

哥林多信徒在保羅帶領之下歸向了基督，

如同貞潔的童女許配了丈夫，

他們便應貞潔、純一，

好在主再來時可以將自己獻給主。

有些信徒輕易受一些假使徒的迷惑，

有撇棄福音真道，離開主的傾向。

作為哥林多教會屬靈領袖的保羅，

有充分作使徒的條件、豐富的屬靈知識，

所誇口的都是上帝所成就的恩典

十一7 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就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
犯罪嗎？ 8 我虧負了別的教會，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 9 我在你
們那裡缺乏的時候，並沒有累著你們一個人；因我所缺乏的，那從馬其頓來
的弟兄們都補足了。我向來凡事謹守，後來也必謹守，總不至於累著你們。
10 既有基督的誠實在我裡面，就無人能在亞該亞一帶地方阻擋我這自誇。
11 為甚麼呢？是因我不愛你們麼？這有神知道。 12 我現在所做的，後來
還要做，為要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使他們在所誇的事上也不過與我們
一樣。 13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 14 這也不
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15 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
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保羅傳道不謀己利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傳道不謀己利

保羅在哥林多傳福音時，不要當地信徒供養他，

是靠自己刻苦養活自己，或倚靠馬其頓教會的餽贈。

當時希臘哲學教師開班授課、按學生資格收費，

對比於此，保羅堅持不收分文。

保羅聲明他的做法為叫信徒「高升」

─ 不花錢而得屬靈的福氣，

經濟上不因保羅的服事受牽累

這一切乃是出於愛心。

他要繼續持守這原則，以致與假使徒有所分別。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 ‧為探訪之預備

「真假鈔票」的類比

自有真鈔以來，就一直有假鈔的問題。

會研究清楚真的鈔票

以致一看假鈔就知道，

因與真的不一樣

保羅沒有多花篇幅指責假使徒，

相對提到許多真使徒 ─

真理、福音、服事中之明證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為自己辯護：

決意不效法那些自稱為「超等使徒」的方法

但也不讓假使徒在某些

「顯示他真誠事奉的事情上」向保羅來誇耀

保羅提醒讀者，他誇口只限於「那關乎他軟弱的事」

以愚妄的人自居，細訴自己的經歷，

自誇雖是愚妄的行徑，

但甘願用這樣的方法，

為使信徒能分辨

「真使徒」與「假使徒」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一16 我再說，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縱然如此，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納，叫
我可以略略自誇。 17 我說的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膽自誇； 18 既
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 19 你們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
人。 20 假若有人強你們作奴僕，或侵吞你們，或擄掠你們，或侮慢你們，或打你
們的臉，你們都能忍耐他。 21 我說這話是羞辱自己，好像我們從前是軟弱的。然
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說句愚妄話，）我也勇敢。 22 他們是希伯來人嗎？我
也是。他們是以色列人嗎？我也是。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嗎？我也是。 23 他們
是基督的僕人嗎？（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
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 24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25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 26 又屢次
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
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27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
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28 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
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29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30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 31 那永遠可稱頌之主耶穌的父神
知道我不說謊。 32 在大馬士革亞哩達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馬士革城，要捉拿我，
33 我就從窗戶中，在筐子裡，從城牆上被人縋下去，脫離了他的手。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保羅在訴諸自己的經歷時，

重點是在他所受過的苦，以人看為軟弱的事來誇口。

列出受患難的清單，是真服事的明證 ─

「因為受過這些患難，證明我是耶穌差遣的真使徒」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1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2 我
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
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3 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
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4 他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
說的。 5 為這人，我要誇口；但是為我自己，除了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
6 我就是願意誇口也不算狂，因為我必說實話；只是我禁止不說，恐怕有人把我
看高了，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所聽見的。 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
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
高。 8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
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
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異象和啟示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異象和啟示

保羅非常含蓄的講述自己得救的啟示，

「認識一個人在十四年前…」

強調自己的軟弱，藉此襯託出基督的剛強。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免得我過於自高」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十二9

上帝沒有照保羅所求的應允，所給的是夠用的恩典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11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們強逼的。我本該被你們稱許才
是。我雖算不了甚麼，卻沒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12 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著神蹟、奇事、異能，顯
出使徒的憑據來。 13 除了我不累著你們這一件事，你們還有甚
麼事不及別的教會呢？這不公之處，求你們饒恕我吧。

誇口的總結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誇口的總結

哥林多人如果肯為保羅辯護，

他便毋須用愚妄人的方式，

寫出誇口的語句。

至終保羅誇口基督的恩典，

在他的軟弱當中顯得剛強。

保羅是神學家的神學家，

修辭語句中，沒有苦毒、批評、指責，

在表白中轉向神的恩典，

使收信人不只受責備、也被激勵。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14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們那裡去，也必不累著你們；因我所求
的是你們，不是你們的財物。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父母該為兒女積財。
15 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
得你們的愛嗎？ 16 罷了，我自己並沒有累著你們，你們卻有人說，我是
詭詐，用心計牢籠你們。 17 我所差到你們那裡去的人，我藉著他們一個
人佔過你們的便宜嗎？ 18 我勸了提多到你們那裡去；又差那位兄弟與他
同去。提多佔過你們的便宜嗎？我們行事，不同是一個心靈（或作：聖
靈）嗎？不同是一個腳蹤嗎？ 19 你們到如今，還想我們是向你們分訴；
我們本是在基督裡當神面前說話。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為造就你
們。 20 我怕我再來的時候，見你們不合我所想望的，你們見我也不合你
們所想望的；又怕有紛爭、嫉妒、惱怒、結黨、毀謗、讒言、狂傲、混亂
的事。 21 且怕我來的時候，我的神叫我在你們面前慚愧，又因許多人從
前犯罪，行污穢、姦淫、邪蕩的事不肯悔改，我就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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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三1 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裡去。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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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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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裡面是有大能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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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們總要自己
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
你們心裡嗎？ 6 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可棄絕的人。 7 我們求神，叫你
們一件惡事都不做；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蒙悅納的，是要你們行事端正，任憑人
看我們是被棄絕的吧！ 8 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9 即使我們
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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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給我的權柄嚴厲的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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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計劃第三次往哥林多去

表達對他們的愛與關懷 十二14-18

擔心哥林多人仍繼續犯罪，

令他失望憂愁 十二19-21

警告那些犯罪者及受假使徒慫恿的，

他確實有主的權柄，

會在他們中間施行懲罰 十三1-4

勸勉他們不要作惡事，

乃要作完全人 十三5-10

‧真服事的權柄與認證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證‧為探訪之預備

以父母對兒女的心來比喻他對哥林多人的愛

堅守分文不取的原則，非常願意為他們付出自己

願意在基督裡軟弱，不應被看作懦弱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十三5

結束時加上一個嚴厲的警告 十三10

保羅深信真理必然得勝，因為主所賜他的使徒權柄

好叫我見你們的時候，

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的待你們；

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結語 十三11-14 概括所有要強調的勉勵

願弟兄們都喜樂。

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結束的一句話是新約聖經中最優美的祝福語，

反映出三位一體神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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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禱告

謝謝耶穌使我們成為何等的人，

我們生命中的軟弱、顯明你的恩典。

幫助我們有勇敢誠實的心，

能夠用健康的態度

來面對生命中的挑戰、軟弱，

在軟弱當中有你的剛強來覆蔽我們

求你引導我們的生命不求豐富發達、光宗耀祖，

但求你的恩典在我們生命上是顯明的，使你得著榮耀。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面對有人批評保羅是憑著血氣行事，

他如何回答？ 十3-5

保羅提出了哪兩方面真使徒服事的明證？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面對有人批評保羅是憑著血氣行事，

他如何回答？ 十3-5

保羅提出了哪兩方面真使徒服事的明證？

一. 作使徒所受的患難

二. 所領受的異象和啟示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