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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的僕人作神的僕人 林後六 1 - 13

哥林多後書 我們已經查完了五章，

都深深被保羅那愛神、愛人的心所感動，

也很願意效法神的僕人 - 為基督、為他人。

但如果沒有常常被基督的愛激勵，就很不容易了，

讓我們禱告：求主天天將祂的恩典放在我們身上的同時，

也讓我們因著被祂的愛激勵，

樂意 應 在我 身 恩典樂意回應祂在我們身上的恩典。

第六章讓信徒看見我們其實有兩種屬天的地位 -
一個是神的僕人、一個是神的子民。

我們今天有責任在生活當中把這樣的地位表明出來 –
作神的僕人 也是神的子民作神的僕人、也是神的子民。

在這一段當中保羅就講到 -
作神 僕 所有 受苦 志 生命 見證他作神的僕人，他所有的受苦的心志、生命的見證。

六1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為他說 「在悅納的時候 我應允了你六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保羅提醒信徒：

把握時機回報神恩，即時傳揚主的福音。

保羅的根據是：人不可徒受神的恩典，

賽四九8 耶和華如此說：

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你。

神會施恩、神曾拯救，

因此，現在正是悅納、拯救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主持一個神學院兩天一夜青年的聚會，

我不知道在座有 對夫妻我不知道在座有一對夫妻，

弟兄，早就有想要全職服事的感動和心意

妻子 好像 直沒有這樣心理的預備妻子，好像一直沒有這樣心理的預備

他為著希望他的另一半能夠成為他以後服事

最好的幫助，耐心的等候著最好的幫助，耐心的等候著…

在開會禮拜，當我唸到林後六1-2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那位姐妹被神自己的話感動了，

她對她的弟兄說：「你可以奉獻，我樂意支持你。」她對她的弟兄說： 你可以奉獻，我樂意支持你。」

可以想見那位弟兄是多麼的感謝！

那是四月份，到六月份，那位弟兄參加神學院入學考試，那是四月份 到六月份 那位弟兄參加神學院入學考試

被錄取，舉家從南部搬上來，妻子成為很好的他的幫助，

神學院畢業後，他在教會服事、按立成為牧師，學 畢業 師

與師母兩個人非常同心的服事。



神的話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 九32 你開廣我 的時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詩一一九32 你開廣我心的時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我們不斷地在查神自己寶貴的聖言、寶貴的話語

我也真實的相信上帝的話會打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我也真實的相信上帝的話會打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

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它就成為即時的幫助和指引

從 第 章到現在 保羅的事奉觀是從「和好 的角度來談的從 第一章到現在，保羅的事奉觀是從「和好」的角度來談的，

和好的基礎是因為基督的代贖 -
祂解決了罪的問題祂解決了罪的問題

當我們認識了主得享救恩之樂，

就可以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就可以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

六1 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是 個過去時態 在過去某 個時刻你曾經是一個過去時態，在過去某一個時刻你曾經

真正的認罪悔改、認識了耶穌、接受了祂的救恩；

現在我們就要看見自己的使命 –現在我們就要看見自己的使命 –
不單是自己與神和好，也要勸人與神和好。

當然哥林多的信徒與神和好，他們要先與保羅和好，

這個背後的思想也是 個使者的觀念這個背後的思想也是一個使者的觀念：

一位使者出來的時候，

是代表著他背後的那個權威是代表著他背後的那個權威

不管使者是誰，

拒絕這位使者就是拒絕他背後的這位神拒絕這位使者就是拒絕他背後的這位神

現在保羅作神的使者，所以保羅強調 -
要人來接納他、要人與他和好，是因為這個觀念，要人來接納他 要人與他和好 是因為這個觀念

不是保羅一直在自我膨脹、自我高舉、自我舉薦。

神與人和好，把這個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交給保羅了，神與人和好 把這個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交給保羅了

所以保羅是為自己的這個角色，

呼籲人與他這位使者和好，呼籲 與 這 使者和

也就是與授權給他的這位神和好。

所以我們再強調：這個和好是建立在

耶穌的替贖、替死、因信稱義的這件事上。

所以當我們講和好的時候，不能把「因信稱義」丟掉，

不論從代贖 或者和好的觀念 都要面對罪的問題不論從代贖、或者和好的觀念，都要面對罪的問題，

光講和好，其實關係還是破裂的

因為只有神願意與人和好，而人卻沒有意願因為只有神願意與人和好，而人卻沒有意願

與神和好，這個結果就可想而知

所以當講「復和」的真理的時候，所以當講 復和」的真理的時候，

其實是和「因信稱義」是並重的。

這個信息對哥林多教會來講是基礎的教義這個信息對哥林多教會來講是基礎的教義，

想要說與神和好，

又拒絕傳和好信息的使者保羅，

與神和好

又拒絕傳和好信息的使者保羅，

就不是真正的與神和好，

如果我們要作 個 與信徒和睦 傳和平如果我們要作一個

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
與信徒和睦 傳和平

的福音

如果這三條路有一條路是不通的，

會成為 個怪怪的基督徒會成為一個怪怪的基督徒：

他可能與神和好、以為每天有很好的靈修、

關起門來禱告，隱密式的交通，好得不得了！關起門來禱告，隱密式的交通，好得不得了！

但是出去呢 - 跟弟兄姐妹吵架、從來不傳福音，

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信徒呢？你有沒有看過這樣的信徒呢？

任何一方如果有問題都會很特別 -不是一個正常的基督徒；
與神和好、與信徒和睦、傳和平的福音，與神和好 與信徒和睦 傳和平的福音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三個管道、而且都要通暢。

哥林多後書 雖然不是討論因信稱義的信息，哥林多後書 雖然不是討論因信稱義的信息

但對信徒來講是最基礎的，

他們說與神和好了、跟保羅的關係是這麼緊張，們 與神和 了 保羅的關係是這麼緊

那也是很特別、不可以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清楚的三方面的關係，所以求主幫助我們清楚的三方面的關係

都能夠建立得好。



六3-7 保羅說：他要在各樣的事上顯明他

作基督使徒的職分 身分 並且不叫神的名受毀謗作基督使徒的職分、身分，並且不叫神的名受毀謗。

六3 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

我們作神的兒女，認識主、作基督徒，

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有許許多多我們被提醒該注意的事 –
免得別人因著我們而不把榮耀歸給神，

六4a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因為我們成為一個負面的見證。

你看到他有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更有他非常積極要表現出來的地方

六4a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更有他非常積極要表現出來的地方 –
在各樣的事上表明他的身分，

目的是什麼？不叫神的名受毀謗目的是什麼？不叫神的名受毀謗。

很多時候別人看見我們，如果下一個斷語、評語 -
我看到你 我就很想信耶穌 就很羨慕作基督徒我看到你，我就很想信耶穌、就很羨慕作基督徒

或者：我看他那個樣子，我根本不想信主

其實我們所表現出來的我們自己不自覺，其實我們所表現出來的我們自己不自覺，

但是那個影響可能有正向的、有負向的…
如果基督的恩典在我們身上，我們懂得感恩、報恩，如果基督的恩典在我們身上，我們懂得感恩 報恩，

明白神的心意，可以很自由、很釋放的作基督徒，

那是有喜樂、平安、盼望，常常數算恩典、謙卑的基督徒。那是有喜樂 平安 盼望 常常數算恩典 謙卑的基督徒

保羅在各樣的事上表明他的身分，包括在

各樣的患難當中、各樣的品德上、工作的見證上，各樣的患難當中 各樣的品德上 工作的見證上

六3-4 保羅講自己的苦難，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僕人，

原則是什麼？他不要成為別人信主、事奉主的絆腳石原則是什麼 不要成為別 事奉 的絆腳

所表現出來的就繼續在第四節的後半 –
有一些苦難的經驗、還有道德的層面上表現出來

原來十字架的道理，不只呈現在道德面，也呈現在我們的苦難上。

六4-5 保羅說他怎樣作神的僕人呢？

保羅在品格上先有忍耐保羅在品格上先有忍耐，

就是在各樣患難中顯出忍耐。

在忍耐的後面、苦難的經歷，分成三個三個一組：在忍耐的後面、苦難的經歷，分成三個三個一組：

4b 就如在許多的忍耐 - 特別是在患難中的忍耐，

顯明在哪裡呢？患難、窮乏、困苦顯明在哪裡呢？患難、窮乏、困苦

外邊加諸於他的 - 鞭打、監禁、擾亂

他自己本身的 - 勤勞、警醒、不食他自己本身的 勤勞 警醒 不食

「警醒」就是「不睡」，

有時為著事奉的緣故、沒有辦法安然入睡，有時為著事奉的緣故 沒有辦法安然入睡

作牧者的會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半夜的電話總是讓人心驚的，半夜的電 總是讓 驚的

可能弟兄姐妹有特別的事

甚至於要去跑醫院、要去陪伴到天明

所以牧者應該是二十四小時在那裡待命的。

保羅說他警醒、不睡、不食，

翻成「挨餓 更準確 有時沒有辦法吃 甚至必須忍餓翻成「挨餓」更準確，有時沒有辦法吃、甚至必須忍餓。

這些受苦的經歷，是為著傳福音而受的…
我自己也遇到半夜的電話：我自己也遇到半夜的電話：

年輕的學生的夫婦，他們五個月大的孩子

經過一些病痛的纏磨、安息在主的懷裡，經過 些病痛的纏磨 安息在主的懷裡，

半夜的電話響起告訴我們這件事，還能睡嗎？一定要去啦！

在夜裡交通是很順暢的，在夜裡交通是很順暢的

但是心中的感受卻希望這樣的事情愈少愈好，

那是一個牧者的心腸。

所以保羅這些受苦的經歷，是為著傳福音而受的，

從保羅事奉觀來講，從保羅事奉觀來講

他必須在品格上、事奉上，表明自己是神的僕人

所有受苦的經歷，最重要的就是忍耐 -
苦難產生了忍耐，這是正面的價值



六6-7不是負面受苦的經歷，而是正面的生活，

6a 廉潔、知識、恆忍、恩慈，歸類於品格，

知識有不同的看法，從整個上下文，

應該是偏向於關乎道德方面的知識

 六4的忍耐，經歷許多困難之後仍然堅持下去，

恆忍 是偏向於品格方面的恆忍，是偏向於品格方面的，

或許是對一些無理之人的容忍

6b 7四個事奉的原則：6b-7四個事奉的原則：

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

這四個神的僕人服事的原則。這四個神的僕人服事的原則。

7b 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

神的義因信稱義了，神的義因信稱義了，

站在義的地位，這是信徒的兵器

這是因信稱義之後，有聖靈同在的結果，這是因信稱義之後，有聖靈同在的結果，

也是整個事奉最整全的一個裝備

六8-10 保羅說：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

這是神的僕人的 個兩面的經歷 是相對的 又同時存在這是神的僕人的一個兩面的經歷 - 是相對的、又同時存在，

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用不同的價值觀來看同樣東西…

六8-10 榮耀、羞辱，惡名、美名；

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

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

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乎貧窮 卻是叫許多 富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很特別的一個排列組合 - 人看來好像沒有辦法並存的，很特別的 個排列組合 - 人看來好像沒有辦法並存的，

但卻發生在保羅作為神的僕人的經歷上 -
好像有個事奉上的矛盾好像有個事奉上的矛盾

事實上卻成為共存的一個生活的體驗

8 榮耀、羞辱、惡名、美名，

在古代希臘社會 對「名 是看得非常重要的在古代希臘社會，對「名」是看得非常重要的

但對保羅來講：人家知道我、人家不知道我，又怎麼樣呢？

與主同死、又是與主同活的，這是人所不能夠理解的；與主同死、又是與主同活的，這是人所不能夠理解的；

在神的僕人身上，卻是一個實際的經歷。

每 個段落前面那 句 好像是 個不好的經歷每一個段落前面那一句，好像是一個不好的經歷，

後面那個部分，又是從人來的認可、鼓勵，

所以這兩樣是並存的，價值觀不同，衡量的結果也不一樣。所以這兩樣是並存的，價值觀不同，衡量的結果也不 樣。

當我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你會心有戚戚焉嗎？

作為一個服事主的人，你要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嗎？作為一個服事主的人，你要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嗎？

碰到了許多的困難，你還能夠快樂嗎？

10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好特別喔。10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好特別喔

似乎一無所有，保羅說：我樣樣都有！

感謝主，美好的品格呈現在有聖靈、有真理、感謝主 美好的品格呈現在有聖靈 有真理

有愛心、有公義的生活當中、神的僕人的身上。

基督徒在品格上的缺欠，

常常會造成教會沒有辦法增長常常會造成教會沒有辦法增長，

尤其是牧者、長執，在品格上的缺欠，

在教牧書信中對長老、執事的要求，在教牧書信中對長老、執事的要求，

基本上都是在品格上的，

只有對長老說要善於教導只有對長老說要善於教導

作長老、執事，

應該要知道很多的事、很有事奉技巧應該要知道很多的事 很有事奉技巧

但保羅講到揀選、按立長執時，

把重要的標準都放在品格上

保羅在行真理的時候，甘願付上代價，

甚至要面對苦難、患難、誤會，甚至要面對苦難 患難 誤會，

好多原本也許不必承擔的，

這就是神的僕人！這就是神的僕人！



六11-13 是上面經文的結語，也開啟另外一段思想，

所以有承上起下的作用所以有承上起下的作用。

保羅強調他對哥林多人是心口一致的：

他的口是張開的、他的心是寬宏的，他的口是張開的、他的心是寬宏的，

雖然這樣的真誠，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接納他，

但是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他的真性情但是他就是這樣的 個人，這是他的真性情

雖然這樣的真誠，好像也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但對保羅而言，作神的僕人、他就要「真」！但對保羅而言 作神的僕人 他就要 真」！

雖然甚至會付上代價，但那是實踐真理的必須，

他自信如果有問題，是你們有問題、不是我

所以這一段的呼籲，是關心大過責難 -
好像父母在對孩子說話像 母在對

這樣的口氣對哥林多信徒並不陌生，

林前四14-15 就是保羅身為牧者的那為父的心腸

我們在保羅的身上看到非常值得效法的榜樣。

禱告禱告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 悅納
禱告禱告

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們真知道我們真知道

我們不能徒受你的恩典，

求主幫助我們快跑跟隨你！求主幫助我們快跑跟隨你！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