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與憂愁

哥林多後書

第十二課…

安慰與憂愁

林後七2 - 16

在這一大段中，看到使徒保羅的心胸是多麼地寬大恢宏  教會裡有人抵擋他，他不計較，
教會裡有人抵擋他 他不計較
反過來，他安慰、勸勉信徒
 他的安慰、喜樂，是與信徒屬靈光景緊緊連繫在一起
七2-4 是承上啟下的，保羅在主裡終於得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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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看到那個受安慰的人的心 保羅就是那個受安慰的
保羅就是那個受安慰的人，從信徒、
從信徒
從神、從他的同工，他都得著了安慰。
為什麼他得著安慰呢？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誠心勸勉人、安慰人的人，
就像 七1 他以神的榮耀為念、以弟兄們的長進為念…
他以神的榮耀為念、以弟兄們的長進為念
七1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

除去身體 靈魂 切的污穢 敬畏神 得以成聖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因為他看重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長，
自己是一個誠心安慰別人的人，因此也受別人的安慰
 他是一個真心的愛弟兄的人，
從來不佔任何信徒的便宜，情願和信徒同生、同死


在查考這一卷當中，我們不斷地講保羅的服事觀 為基督、為他人。

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我說這話
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我已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裡，
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我大大地放膽，向你們說話；
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地快樂。

六11-12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七2a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
這句話的表面好像是一個要求…
 接下去的話語，他十分強烈地表明：
我們沒有虧負你們，所以不單單是一個要求，
而是非常清楚的一個心態的表明



七2b 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三句話原文都是：
「我們沒有虧負任何人 沒有佔任何人的便宜
「我們沒有虧負任何人、沒有佔任何人的便宜」，
 保羅很強烈地否定教會裡有些人對他的控訴
 他沒有說是誰在毀謗他 –
可能是哥林多人、或影響哥林多信徒的那群人
其中應該是後面這個，也就是影響到哥林多信徒的
那一群假教師，他們來控訴保羅！

七3a 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

保羅的口氣又再回復了緩和
保羅的口氣又再回復了緩和，
 面對攻擊他的人，他必須要站穩立場、表明他的心態
 對弟兄姐妹，他說：我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對弟兄姐妹 他說：我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你們很清楚知道我是怎樣的人、是怎麼樣對你們的
七3b 你們常在我們心裡，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你們常在我們 裡 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這些話都不是第一次說、信徒也不是第一次聽，
但是保羅還是不得不要把這一切講出來，
要這麼樣強烈地來表達這個意思，
是因為他非常看重和哥林多人的關係，
 特別到了 林後十一 保羅對哥林多人有深深的一種情感，
看見哥林多人遠離神 與主疏離 甚至於犯罪
看見哥林多人遠離神、與主疏離、甚至於犯罪，
他心中有一種憤恨 - 是一種非常強烈感情的表達
 這個地方，保羅還是先講到他受安慰、靈裡有喜樂，
在一切患難中的喜樂是何等的美好！

當我們看到 6a 我們的神是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我們的主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我們的主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也是賜下忍耐和安慰的神。
我們靈裡立刻就會被激動、得著了安慰、鼓勵 原來我們的神是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我們在世界、活在世上，有許許多多的壓力，
我們在世界
活在世上 有許許多多的壓力
有的時候壓力可能會把我們逼得喘不過氣來，
永遠我們靈性都在高峰、喜樂，這感謝主啊！
但是也有經歷有的時候會在低谷、會在低潮，
 需要有從人來的鼓勵
需要有從人來的鼓勵、安慰
安慰
 更美、更直接的是 - 從我們的主而來的安慰，
永遠都是安慰喪氣
的神
祂永遠都是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當我們今天讀到這節經文，
求主讓我們都能夠從新得力
求主讓我們都能夠從新得力，
因為祂是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接下來可以看到從各個方面來的安慰，保羅在敘述著…
 從信徒來的安慰：信徒對主工人的關心，這是很寶貴的
從信徒來的安慰 信徒對主工人的關
這是很寶貴的
 信徒本來有一些狀況，現在回復、懊悔、悔改了，
牧者也覺得非常的得安慰，因為看見信徒生命的長進
 從神來的安慰，在 七5-6
 從同工來的安慰：就是提多回來了，
安慰保羅，提多所帶回來的消息，就是
教會信徒的狀況 轉變了 好了
教會信徒的狀況，轉變了、好了…
七5-7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

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
周圍遭患難
外有爭戰 內有懼怕。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不但藉著他來 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
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
叫我更加歡喜。

七5 把我們拉回到
一3
3 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神

又提到馬其頓，就又連到
二13 14 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二13-14
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所以保羅從 一3 → 二13-14 → 七5-7
再度地 很具體地呈現著同 件事，
再度地、很具體地呈現著同一件事，
中間繞了很大的一個圈子，
但是還是連得上
但是還是連得上。
七5 提到身體不得安寧、

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
周圍遭患難
外有爭戰 內有懼怕
這是他離開特羅亞的時候的心情，
他甚 是暫時放下了福音的 作
他甚至是暫時放下了福音的工作，
因為他等不到提多回來、心中懸念提多，
也懸念著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他就離開了特羅亞、到了馬其頓。

但是那個心情，並沒有因為到了馬其頓就有所改變，
 他仍然要面對因傳福音遇到的逼迫，那是在外面環境的
他仍然要面對因傳福音遇到的逼迫 那是在外面環境的
 還有提多沒有回來，他心中掛記著 – 提多怎麼樣呢？
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姐妹對提多又是怎麼樣呢？
信徒的光景是如何呢？
很多很多的事情，懸記 掛記在保羅的心裡
很多很多的事情，懸記、掛記在保羅的心裡
他說：外有爭戰、內有懼怕，沒有掩飾他的感情。
害怕，是經歷患難時候的一個自然的反應，
是生活的體驗，和屬不屬靈沒有什麼關係。
 西方受到斯多亞哲學的影響
西方受到斯多亞哲學的影響，認為
認為 智者、一個有智慧的人，他是只有理性，不應該有感情的
 但是聖經裡有很多在描寫情感的：
但是聖經裡有很多在描寫情感的
耶利米流淚的先知，詩篇更是有許多詩人心情的剖白，
基督徒當然不是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
羅十二 我們與喜樂的人同樂，還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這個地方就講到了「安慰」：
神藉著提多回來 又帶來了哥林多人的安慰
神藉著提多回來，又帶來了哥林多人的安慰，
不論是直接的、間接的，都安慰了保羅。
 提多的安慰來自於看到哥林多人
對保羅的反應 - 他們是為罪哀慟、懊悔，
是很實際的反應，願意離開不義的生活
 由此可見，保羅想見提多，
不只是因為是他的同工 而是因為提多是帶著使命的
不只是因為是他的同工，而是因為提多是帶著使命的
在時間上，哥林多前書、後書 大概距離超過一年，
也有人說可能是八個月
也有人說可能是八個月，
不管如何，看到保羅在處理教會的問題上
的確花了很多的時間
的確花了很多的時間；
有一些問題不是馬上就可以處理好的，
這段時間他一直沒有能夠得著安慰，
事情就一直懸在那裡。

保羅透過他的生活體驗，真實地帶出了自己的心境 –
有害怕 有憂傷 也要接受安慰
有害怕、有憂傷，也要接受安慰，
這樣的心境就隨著、藉著
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得著了轉變。
我們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
我相信今天祂依然安慰著屬祂的兒女，
我相信今天祂依然安慰著屬祂的兒女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
不是永遠哀哭，好像所信的神不真實 樣
不是永遠哀哭，好像所信的神不真實一樣
 但是也必須承認 –
有的時候我們會擔心 害怕 流淚
有的時候我們會擔心、害怕、流淚，
這是真性情、真感情
但是聖經教導我們：當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說話的時候，
但是聖經教導我們：當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說話的時候
祂的安慰臨到的時候，就不要再哀哭、再低沈了，
我們就靠著主的恩典 就站起來 繼續往前走
我們就靠著主的恩典，就站起來、繼續往前走。
這是基督徒可以有的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把握。

教會的問題、經歷，
 不要以為每件事情我們一禱告，
不要以為每件事情我們 禱告
馬上神作工，很快可以處理完成
 也不是像所謂的哲學 –
拋開感情的因素、純理性來處理事情
這真的是求上帝給我們智慧 也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這真的是求上帝給我們智慧、也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至於處理事情的時間點，就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有些事情要快快處理、不能拖，
一拖，問題就愈滾愈大
有些事情給它一點轉圜的餘地、
 有些事情給它
點轉圜的餘地
等候的時間，是一個好辦法
要怎麼樣的分辨呢？
哪些事情快快處理、哪些事情事緩則圓呢？
真是求主給我們在禱告當中賞賜下智慧和能力
真是求主給我們在禱告當中賞賜下智慧和能力，
畢竟處理人的問題，都是不容易的！

我們看到保羅是神的僕人，
 這麼樣的有聰明、上帝給他智慧，
這麼樣的有聰明 上帝給他智慧
他也不是靠自己，他一直在靠主
 面對的問題好大，跟教會的張力也拉得很久
面對的問題好大 跟教會的張力也拉得很久
當我們看到保羅這個人、認識他的真性情，
求主幫助我們，更深地認識他對弟兄姐妹的愛 –
若不是從神領受愛、被主耶穌基督的愛激勵著，
他就不能夠用從神來的愛
他就不能夠用從神來的愛，
忍耐寬容信徒對他許多的不合理的對待。
所以，不論是時間短的、很快地處理，
所以，不論是時間短的
很快地處理，
或要等候一段時間處理，
 那只是一個方法，當然需要求主給智慧
那只是 個方法 當然需要求主給智慧
 更重要的，應該是裡面的那一份愛，
沒有那份愛，
不管時間短、長，怎麼處理都會出問題！

七9-10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

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
是
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
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
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為自 打算 憂愁
為自己打算的憂愁，結果帶出來的是苦毒、自憐。
果帶 來 是苦毒 自憐
太六25-34 不要憂慮吃什麼、穿什麼，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當我們思想到保羅他認為先前那封嚴厲的信，
不知道哥林多人的回應是什麼？
現在他感受到他們的確是認識自己的虧欠、
願意悔改 這樣 個真實地懊悔
願意悔改，這樣一個真實地懊悔，
帶出來的卻是希望、帶出來的卻是生命，
所以保羅也放心了。
所以保羅也放心了

七8-11 看到有兩種憂愁、帶出了兩種結果：

依著神的意思的憂愁，
依著神的意思的憂愁
就生出了懊悔，叫人得救、生發熱心、叫人潔淨
 依著世俗的憂愁、動機是為著自己來打算，
依著世俗的憂愁 動機是為著自己來打算
結果就是苦毒、自憐、叫人死
是兩個非常非常不 樣的結局。
是兩個非常非常不一樣的結局。


七8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
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

保羅寫了一封嚴厲的信，叫提多送去以後，
保羅寫了
封嚴厲的信 叫提多送去以後
覺得寫太重了、有一點懊悔，讓弟兄姐妹受傷、站不起來；
但是他現在看到好結果，所以他說：
那個信叫你們憂愁，我現在知道了 - 是暫時的憂愁，
那個信很嚴厲 但是你們回頭了 讓我很高興 得安慰
那個信很嚴厲，但是你們回頭了，讓我很高興、得安慰。
但是依著世俗的意思來憂愁，就很糟了！

七12-16 看到弟兄姐妹的順服、並且也接待了提多，

這是因為他們在愛心上也有長進了
這是因為他們在愛心上也有長進了。
七12a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
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
到底誰是虧負人的、誰是被虧負的？好像沒有明講，
 被虧負的就是保羅自己
 虧負人的就是那一群假教師
七12b 乃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

保羅認為所有的人在基督裡都是一體的，
他這位基督的使徒 和哥林多的信徒是不能分開的
他這位基督的使徒、和哥林多的信徒是不能分開的，
當然要彼此互勉。
在教會有一個非常寶貴的真理，
在教會有
個非常寶貴的真理
就是「彼此」的真理 彼此顧念 彼此建立 彼此接納 彼此饒恕
彼此顧念、彼此建立、彼此接納、彼此饒恕，
不要彼此相恨、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七13a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

保羅得安慰，不僅因為哥林多人的悔改，
保羅得安慰
不僅因為哥林多人的悔改
再加上他們對提多的態度、
讓提多也受到了鼓勵。
七14a 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什麼，也覺得沒有慚愧。
 一方面擔心哥林多人的反應
方面擔心哥林多人的反應
一方面對他們還是有點把握 - 不至於這麼不受教吧？
 保羅在寫那封信的時候是痛苦、流淚的
保羅在寫那封信的時候是痛苦 流淚的
但又對提多稱讚哥林多教會還不錯，現在這句話成真了
我們就看見保羅為父的心腸：
好像有時候，我們一方面責備兒女，
一方面又覺得他們應該沒有那麼壞吧？
第七章、第二章 處理保羅不去哥林多作了解釋，
事實上，也不說教會完全沒有問題，
後續還會看到保羅在處理另外的一些事情。

禱告

謝謝主，
你是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我們在你的恩典中受教，
在你的恩典中得安慰。
在你的恩典中得安慰
感謝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感謝、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