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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權柄使徒的權柄 林後十

林後十到十三章保羅整個的思路，

講的就是權柄的問題，

但是這段經文當中有一個問題 –
保羅沒有很清楚的表示

「 「所謂「假使徒」是否就是所謂「最大的使徒」？

保羅常常引用：有人以為、這等人說…
看信的哥林多人很清楚知道保羅指的是誰看信的哥林多人很清楚知道保羅指的是誰

但是我們讀來卻是一頭霧水，

反對保羅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是怎樣的人呢？反對保羅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是怎樣的人呢？

其實它是屬於沒有辦法解決的歷史問題。

但是從整個哥林多後書 的發展來看但是從整個哥林多後書 的發展來看，

這些假使徒可能就是指的

自誇為大的「最大的使徒 ，自誇為大的「最大的使徒」，

或者說「超級使徒」吧。

哥林多人似乎已經接受了對保羅的負面的評價，

至少保羅認為他們是接受了至少保羅認為他們是接受了，

所以保羅才需要提出說明、辯證，

在 第十章 到 第十三章 講的就是 件事在 第十章 到 第十三章，講的就是一件事 -
使徒的權柄問題。

保羅在第十章 談到他的權柄有兩個目的保羅在第十章 談到他的權柄有兩個目的：

1. 權柄用來使人順服基督

2 為的是造就信徒2. 為的是造就信徒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
能夠施行權柄能夠施行權柄

使人順服基督，並且得著造就。

但是保羅並不以此為自誇，但是保羅並不以此為自誇，

而他單單是誇：這是主的恩典。

所以在 十1-6 看到所謂的「有權有能」…所以在 十1 6 看到所謂的 有權有能」…

保羅回覆那些批評他寫信的態度的人，

我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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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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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說保羅與他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那些說保羅與他們見面的時候是謙卑的，

不在他們當中的時候、寫信卻是這麼勇敢，

謙卑的觀念在希臘的文化當中，謙卑的觀念在希臘的文化當中

價值觀是負面的，指的就是懦弱無能

而所謂勇敢，而所謂勇敢

有些譯本翻譯成放膽、大膽

這一些批評保羅，它的意思跟十10是相通的…這 些批評保羅 它的意思跟十 是相通的

十10 有人說他他的信又沈重又厲害，

及至見面，

卻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



保羅所謂的謙卑、勇敢，和哥林多人以為的謙卑、勇敢，

雙方的角度完全不同！雙方的角度完全不同！

保羅認為他效法的是基督的溫柔、和平，

從來都不是說 套 做 套從來都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見面一套、背地裡又是一套。

十2 有人以為我是憑著血氣行事十2 有人以為我是憑著血氣行事，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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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有這樣的勇敢！

出現了兩次的勇敢，就是這個意思 -
如果他的表現受到了哥林多人的誤解、如果他的表現受到了哥林多人的誤解

甚至覺得他是懦弱無能

保羅很清楚：他是為著愛的緣故，保羅很清楚 他是為著愛的緣故

所以他說 - 求你們不要叫我

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敢

保羅的確是帶著愛來服事信徒的。

2a 憑著血氣行事，3b 憑著血氣爭戰，

保羅說他不是憑著血氣爭戰保羅說他不是憑著血氣爭戰，

有人以為他是憑著血氣行事，

這兩句話指的都是靠肉體、照著世俗的標準。這兩句話指的都是靠肉體、照著世俗的標準。

3a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

指的是每一個神的兒女，指的是每 個神的兒女，

都仍然是保有血肉之體，

我們固然是有血肉之體，我們固然是有血肉之體

但卻不是靠著血氣、不是照著世俗的標準來行事。

保羅用屬靈的爭戰來表現他的謙卑面，保羅用屬靈的爭戰來表現他的謙卑面

這是非常特別的 -
以耶穌的溫柔、和平，來界定屬靈的爭戰，耶穌的溫柔 和平 來界 屬靈的爭戰

因為這才能夠顯出神的大能

爭戰最後的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要人來認識上帝、順服基督

屬靈的爭戰，有可能是靈界方面的爭戰，

也有可能是看不見的 隱藏在背後的問題也有可能是看不見的、隱藏在背後的問題，

第十章指的爭戰是因為背後隱藏著一些問題

十 章有靈界的爭戰，十一章有靈界的爭戰，

因為撒但也可以裝作光明的天使

保羅說：他不靠著血氣、不照著世俗的標準，保羅說：他不靠著血氣 不照著世俗的標準，

為什麼呢？

十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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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十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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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謀也有的翻譯成詭辯。

有人自高、有人驕傲、有人用詭辯，有 自高 有 驕傲 有 用詭辯

面對福音的信仰。

這種要攻破人心堅固的營壘、自以為義的高傲，

絕不能夠用靠著肉體的方式來去爭戰的，絕不能夠用靠著肉體的方式來去爭戰的，

必須是要完全仰賴神的能力。

這一點，作基督使徒的保羅十分清楚，這 點 作基督使徒的保羅十分清楚

但是敵對者卻輕看、卻攻擊保羅

保羅用愛來面對他們的時候，保羅用愛來面對他們的時候

他們認為保羅是軟弱、懦弱、無能，

只敢用寫信來罵我們，

見了我們，什麼都不說

事實上保羅是以愛的方式，

希望能夠化解、感化他們，

但他們不瞭解，反而以此來質疑、攻擊保羅。

我們發現：

使用權柄的目的

是為著造就人，而不是敗壞人。(十6-8)



權柄這個詞，也在後面…
十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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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待你們。

保羅在第十章 已經非常明確的在使用神所賜給他的權柄

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

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保羅在第十章 已經非常明確的在使用神所賜給他的權柄。

一個不明白權柄運用原則的人、

手上如果握有權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手上如果握有權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所以作牧者的，必須非常清楚知道 -
自己是以僕人的身分從神領受權柄自己是以僕人的身分從神領受權柄

並且靠著主所給的智慧來運用權柄

保羅完全不以他有權柄為自義、自傲、自誇的，保羅完全不以他有權柄為自義、自傲、自誇的，

他再三地強調：

權柄是為著造就人、不是為著敗壞人。權柄是為著造就人 不是為著敗壞人

這是非常重要，對我們事奉者一個很寶貴的提醒。

保羅從神領受使徒的職分、

同時也領受了權柄同時也領受了權柄，

他施行權柄整個的動機，

都是因為被基督的愛來激勵，都是因為被基督的愛來激勵，

所以他絕對不會以高姿態來面對人、來鄙視人

更是替基督，來求人可以與神和好 (林後五20)更是替基督，來求人可以與神和好 (林後五20)

他面對好多從哥林多教會來的紛紛擾擾，

甚至於放下靠著福音養身的權柄、自居卑微，甚至於放下靠著福音養身的權柄、自居卑微，

甘心樂意為信徒的靈魂費財、費力。

他的心志是什麼呢？他的心志是什麼呢？

他說：我寧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不叫 使我所誇的落了

如果保羅不是牧者的心腸，

我們就不能領會他如何從他內心的深處我們就不能領會他如何從他內 的深處

所發出來的真實的告白。

這就是奴僕領袖、或僕人領袖 –
作奴僕 作僕人服事的態度以作奴僕、作僕人服事的態度，

來承擔領袖的責任

奴僕領袖甘願放棄權利 甚至捨棄性命奴僕領袖甘願放棄權利、甚至捨棄性命，

好服事他所帶領的人

在這 點上 基督實實在在在這一點上，基督實實在在

為我們這些跟隨祂、服事祂的人，

作了一個最好的榜樣。作了一個最好的榜樣。

約十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我們走上服事主的道路，

求主幫助我們 - 跟隨主的腳蹤行，求主幫助我們 跟隨主的腳蹤行，

效法祂的溫柔、謙卑，

就好像保羅就好像保羅

效法基督的溫柔、和平一樣。

十7-11 保羅作神的僕人的明證，

就是在信徒身上 而不是「個人的領袖魅力就是在信徒身上，而不是「個人的領袖魅力」。

雖然哥林多教會是他所建立的，

現在可能有所謂的假教師，現在可能有所謂的假教師，

在教會裏面大放厥詞 –
認為只有自己是屬基督的，認為只有自己是屬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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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 小群人 只有專專他們是屬基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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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小群人，只有專專他們是屬基督呢？

教會是專專屬於某一個群體的嗎？

哥林多教會的問題 把自己歸類於哥林多教會的問題 -把自己歸類於

我屬彼得、 我屬亞波羅、我屬保羅 (林前一)，

保羅就很清楚說：保羅就很清楚說：

屬基督的人大有人在！



十8 主賜給我們權柄，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要敗壞你們。

十4 攻破堅固的營壘，

「敗壞」、「攻破」是同一個字敗壞」 攻破」是同 個字

保羅說：他從神領授權柄，為的是「造就」人、不是敗壞人，

這是他事奉的基本原則。

林前十四恩賜運用，恩賜的目的

也是為著「造就」，用的是同樣的字。

十10 有人說：「保羅寫信又沈重又厲害，

見面的時候不怎麼樣，氣貌不揚、言語粗俗。」

直接的翻譯就是「軟弱」

就當時的價值觀來講是不好的就當時的價值觀來講是不好的

但對保羅而言，他覺得是好的

所以很多時候看人也好、評斷事情也好，所以很多時候看人也好 評斷事情也好

是牽涉到價值觀的問題。

哥林多人對保羅的意見：

覺得保羅就是很不 致 要這麼說 要那麼說覺得保羅就是很不一致 – 要這麼說、要那麼說。

可是保羅本來可以有一致性的，包括行程的改變，

保羅的旅程雖然變來變去、引起了質疑保羅的旅程雖然變來變去、引起了質疑，

保羅很清楚說：我也可以不變的，

我為什麼要變呢？我為什麼要變呢？

我暫時不到你那裡去，是對你們好

但哥林多人誤解他、並且不明白但哥林多人誤解他 並且不明白

哥林多人對保羅的信，存有又沈重、又厲害的印象，

保羅的本人不是這樣的：保羅的本人不是這樣的：

保羅勸人的基礎，是基督的溫柔和平

保羅的態度，在人看好像很懦弱，保羅的態度 在 看好像很懦弱

但是保羅寧可被看為軟弱，堅持用基督的愛來面對信徒

他界定屬靈的爭戰，真正的能力是表現在基督的溫柔、和平，

是謙卑面、利他面，是為他人的利益著想的。

十12-18 這一段牽涉到許多人，

有 些是隱藏在背後的有一些是隱藏在背後的，

12a 因為我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

自己推薦自己，這個「自薦 ，自己推薦自己，這個「自薦」，

18a 蒙悅納的不是自己稱許的，

這個「稱許」，兩個字是同一個字。這個 稱許」，兩個字是同 個字

12-18 是在講同一件事 –
所謂「推薦」的問題，所謂 推薦」的問題，

那些拿著有名的人的推薦函、

卻在教會裏興風作浪的假教師們。卻在教會裏興風作浪的假教師們

12 保羅不願意和那些自我推薦的人相提並論，

他們拿自己來量自己、拿自己來比自己，們拿自 來量自 拿自 來 自

實在不太聰明

既然是講推薦，當然就要有資格、

就有標準、就有衡量

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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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量給我們的界限搆到你們那裡。

範圍

地理上的界限 - 我到你們那裏傳福音、使你們信主，

你們就是我事奉範圍裏的，這是神所賜的

種族上的界限 -有人質疑保羅作工的合法性，

因為雖然是外邦教會，還是有猶太背景的人，

哥林多應該也是屬於彼得的範圍？

但是加拉太書第二章的背景來看，

保羅、彼得所服事的族群界定，是很明白的…

加二8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

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人作使徒。

所以在這一段講的界限，我們還是可以把它視為所以在這 段講的界限 我們還是 把 為

是地理上的界限、地理上的範圍。



十17 誇口的、當指著主來誇口。

牽涉到保羅論自己 對哥林多是有權柄的牽涉到保羅論自己 – 對哥林多是有權柄的，

背景引用耶九24。

保羅和假教師的差別 關鍵就在於保羅和假教師的差別，關鍵就在於 -
我們到底是要討誰的好、要討誰的喜歡？

相信保羅 生最渴望的就是相信保羅一生最渴望的就是 –
主耶穌再來的時候，那一聲「好」，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所有的服事通不過這個考驗，就是不合格的了。

所以神的僕人面對假教師的擾亂的時候，所以神的僕人面對假教師的擾亂的時候，

當然，不會任憑他們就在教會裏興風作浪，

保羅也說：他如果再去，是絕不寬容的。保羅也說：他如果再去，是絕不寬容的

保羅以愛來面對所有的人

但他仍然有上帝所給他的權柄、可以施行懲戒但他仍然有上帝所給他的權柄 可 施行懲戒

只是現在他不斷地以基督的溫柔、和平來面對他們。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天父，我們感謝你

給我們恩典，給我們恩典，

讓我們可以效法

耶穌基督的溫柔、和平；耶穌基督的溫柔、和平；

並且知道你所給的權柄，

是為著造就、而不是敗壞。是為著造就、而不是敗壞。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