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的為人

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後書 不斷圍繞著保羅與教會許多的事情，
發生這些事情背後的原因 –
一些假教師在教會所造成的擾亂。

第十六課…

使徒的為人

林後十一

十一章
十
章 在講保羅情感背後
在講保羅情感背後、他關心的部分：
他關心的部分

保羅向哥林多教會分訴他的居心、為人，
 他向信徒的存心是清潔、沒有私意的
 就好像他盼望信徒在主耶穌面前，
永遠存著純一、清潔的心
 保羅不是格外要信徒看重他是什麼樣的人，
乃是當信徒質疑保羅使徒身分的時候，
保羅最擔心他們也同時質疑保羅所傳寶貴的福音
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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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清楚瞭解保羅內心深處
他著急的原因是什麼！

開始播放

- 在他靈裏有一種憤恨，
其實那是出自於他裏面純
其實那是出自於他裏面純一、清潔的關愛，有兩個原因：
清潔的關愛 有兩個原因
1. 信徒失去了純一、清潔的心
2 他竟然看到教會裏面有一些人在另外傳一個耶穌，
2.
他竟然看到教會裏面有 些人在另外傳 個耶穌
信徒糊里糊塗的就跟了上去，
另受一個靈、另得一個福音

十一1-2 再次看到保羅牧人的心腸

十一2-3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

嫉妒、熱愛

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
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
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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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何西阿書 丈夫對妻子的愛，容不下一點沙的，
保羅用的就是這樣的愛
保羅用的就是這樣的愛，
好像還不太能夠完全的表達他豐富的意涵。

現代的解釋，比較趨向於
保羅以父親把美好的女兒許配給別人，
保羅以父親把美好的女兒許配給別人
完成了自己的責任、託付之後，
就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來看這個關係 也就是他自己和哥林多教會的關係。
這就好比我們對自己所開拓出來的教會
 很難放得下，看作是自己的心血
 這樣的心意太強時，交給誰來牧養
這樣的心意太強時 交給誰來牧養
你都不放心，這其實也是不好的
講的好，我是為神來守望、看守教會，
其實要小心，很多時候可能是把教會當作自己的產業了！
保羅的心態好像父親對女兒一樣，
 他就能夠抽離、沒有很強的占有慾
 但是他很關愛這個孩子
那個強烈的責任感，不容許有任何人破壞他。

現在保羅他不單是在講理、也是在講愛，而且是熱愛！
 他熱愛這個教會、熱愛這些信徒
他熱愛這個教會 熱愛這些信徒
 但在熱愛當中，他竟然受到攻擊，攻擊他的人
竟然是在傳所謂的另一種福音，保羅很心痛
十一1a 但願你們寬容我這一點愚妄…

但是愈說愈著急的保羅，看到信徒竟然去接納
但是愈說愈著急的保羅
看到信徒竟然去接納
另傳一個耶穌、另傳一個福音的所謂的傳道者，
他覺得你們實在是太愚昧了！
十一4b 你們容讓他也就罷了。
好像說 - 那有什麼辦法呢？無可奈何，那就算了吧！
不是算了，保羅在這裏的意思：
你們容讓這樣的人能夠在教會興風作浪、攪擾信徒，
那可真是好啊！
那是他很強烈的一個語詞 - 代表著他那個很心痛的情感。

「粗俗」也用在 徒四13 當官長們觀察到
彼得 約翰兩位使徒沒有受過正統教育
彼得、約翰兩位使徒沒有受過正統教育，
就說他們是沒有學問的小民，
意思就是 - 他們是那沒有學問、粗俗的人。
這地方講到保羅的說話，
 形容保羅好像沒有受過良好的修辭學訓練
 不要忘記，保羅是在迦瑪列門下受教的，
這一方面他當然是有他的水準的
保羅不賣弄，反而說：就算我言語粗俗、我的知識卻不粗俗，
 指的是他對神的認識，不論是在知識上、經歷上的，
所謂認識耶和華的智慧
 保羅認為傳道人在恩賜上會有不足的地方，
可能講道的技巧、言語的表達…
但是對神的認識與經歷 那不能少的
但是對神的認識與經歷，那不能少的，
這是他對傳道者最基本的要求

十一4 假如有人來另傳一個耶穌…

或者你們另受 個靈 另得 個福音
或者你們另受一個靈、另得一個福音…
保羅的福音觀：聖靈的印記是基督徒的標誌、也是福音的內容，
「 穌 這個名 在保羅的書信很少見
「耶穌」這個名，在保羅的書信很少見，
 第四章 提過耶穌的死、耶穌的生，
因為他常常是「耶穌基督 連在 起說
因為他常常是「耶穌基督」連在一起說
 十、十三章 也用超越、之上、過於這樣的詞彙，
來批判假教師、假使徒
十一5 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當然，傳道人不需要彼此比較，
但是為著要挽回受迷惑的信徒的心，
保羅情願冒著被譏諷為 他真是言語粗俗啊」
保羅情願冒著被譏諷為「他真是言語粗俗啊」，
他仍然要讓信徒看清楚一切…
十一6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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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很清楚 - 不會因為別人批評他
沒有這樣的恩賜 那樣的恩賜
沒有這樣的恩賜、那樣的恩賜，
就覺得自己不能作傳道人；
他很清楚知道 - 自己可能沒有你們所說的恩賜，
但在別的地方是有能力的，
因為福音本來就是神的大能 要救 切相信的！
因為福音本來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保羅刻意的不讓人把他歸類於很會講話的「名嘴」，
 他不用高言大智來宣傳神的奧祕
 反而定了主意：在信徒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祂釘十字架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有時我們不自覺的想顯露一下
自己懂多少 自己的能力；
自己懂多少、自己的能力；
但保羅約束他自己，
他很清楚知道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 他要講的就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有時技巧差一點、不代表沒有知識；
傳道人講道的技巧差 點 不代表沒有真理的認知 內涵
傳道人講道的技巧差一點，不代表沒有真理的認知、內涵。
 我們不能夠以恩賜來評估一個人的優劣好壞
 哥林多人就認為 - 沒有恩賜，你就沒有水準
所以保羅在這裏處理這個錯誤的界定：
不應該用這種標準來界定使徒，
而是要用福音的本質 - 傳的是不是真理？
人有沒有因為聽到你所傳的福音
而認罪、悔改、得著救恩，後面還帶著生活的見證？
十一7-12
十
7 12 保羅自居卑微
保羅自居卑微、虛心服事，
虛心服事

顯明他為人的謙卑還有愛心，在四個方面：
 甘心服事信徒
服事 徒
 白白的傳福音給他們
 把從別的教會得來的供應、來為他們效力
 在錢財上的謹守，為的是不要落人的把柄

福音是恩典、讓人白白得著，
拿不拿 價是可 自由選擇的
拿不拿工價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為什麼哥林多人很氣保羅、甚至誤解保羅呢？
 在當時有一些有錢人，常常會贊助哲學家旅費，
在當時有 些有
常常會贊 哲學家旅費
就得著對方極大的恭敬、感謝
 保羅拒絕教會的供應，對這個社會風氣來講是不一樣的，
保羅拒絕教會的供應 對這個社會風氣來講是不 樣的
當時在教會也有江湖術士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所以保羅不拿工價，也是為著彰顯自己
和這些人的動機是不一樣的
保羅最主要的是要表達
福音就是恩典，傳福音是愛的流露。
現在有些服事者不拿供給，
可能是為著不願意受人支配、指使；
但是保羅是以信徒來作取向的
但是保羅是以信徒來作取向的，
他為著他們的利益，而不是從自身來作考量。

–
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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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7 這個話題忽然轉到錢的問題上

耶穌的教導，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耶穌的教導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路十7)
- 講的是放下權利，包括得著該得的工價
 林後 保羅的爭論，是在於拿誰的錢、拿誰給的工價，
而不是我拿不拿這個工價


 林前九 有暗示

對於拿不拿工價，不該用律法來限制，否則就違背了
耶穌的教訓 - 耶穌的話是給保羅拿工價的權利，
但是保羅有自由來放棄這個權利
但是保羅有自由來放棄這個權利。
 其實保羅也從腓立比教會得著供應的
 但是不拿哥林多教會給他的工價，
但是不拿哥林多教會給他的 價
他乃是實踐上帝給他的恩典，
把這樣的分享、這樣的愛，
來給對他質疑的哥林多的信徒

十一13-15 保羅很強烈的在批判這些假使徒…

這些假使徒縱然有基督使徒的模樣，但是你們
不能看外貌、要從他們傳講的道理來分辨。
其實假使徒的結局是十分可怕的：
其實假使徒的結局是十分可怕的
15b 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
十一16-23 保羅有不得已的自誇：為他的勇敢、出身、職分誇口，
保羅有不得已的自誇 為他的勇敢 出身 職分誇口

他的自誇不是含混其詞、而是很具體的帶出來，
用這個處境和假使徒來比較，
用這個處境和假使徒來比較
 他重複地使用他們 - 他們是希伯來人嗎？
他們是以色列人嗎？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嗎？
三個問題都與假使徒的誇耀有關
 保羅的回應 - 我也是！
提醒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他一點都不在那些假使徒之下，
為的是要叫教會能夠認清假使徒和真使徒，
不要上當、不要受騙了。

十一16-23 看到它的後面，

真正影響人的判斷的是身分、地位的問題。
真正影響人的判斷的是身分
地位的問題
這一段用的是充滿諷刺的語言，
 現代人看好像覺得 – 保羅，你這樣的說詞不太好吧？
 但在當代的修辭學當中，
這樣的用法其實也是很普遍的表達方式
保羅在諷刺和比較裏面，仍然保持頭腦的清醒，
雖然的確是有怒氣，
但流露出來的是因為關心；
因為關心，所以氣這些信徒：
因為關心
所以氣這些信徒
「你們怎麼這麼愚昧？怎麼會上這一種當？」
23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我說句狂話，我更是。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我說句狂話 我更是。

你說你們是基督的僕人，
我告訴你們 - 我更是！

十一24-33 受苦清單，面對的是猶太人的逼迫，

絕對不只是這一段經文保羅受苦，
對
受
但保羅略略在這裏提一下，我們就覺得不得了，
真的 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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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 次；

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
26b 假弟兄的危險，外面就像基督徒，會禱告、
假弟兄的危險 外面就像基督徒 會禱告

會用很屬靈的言詞，教會界的事也都侃侃而談，
但事實上沒有真的重生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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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說：如果我要自誇，就誇我的軟弱吧！

但後面保羅拿來作例證、拿來作比較的，竟然是受苦！
接下來就是他的受苦清單，
接下來就是他的受苦清單
 不是別人所看為重要的地位、聲望、勢力，
能不能行神蹟、學歷怎麼樣，
都不是保羅拿來當作說詞，
這些全都是假教師用來誇口的範疇
 由此可見，在保羅作比較的背後，
仍是受 十架神學」的控制 沒有被怒氣沖昏了頭
仍是受「十架神學」的控制，沒有被怒氣沖昏了頭
今天在教會裏，很多時候成敗論英雄 – 看這傳道人
帶了多少人信主 建立多少教會 有沒有行神蹟
帶了多少人信主、建立多少教會、有沒有行神蹟，
學歷高的人奉獻作傳道，
像要
作傳道要來得 受尊重
好像要比一般人作傳道要來得更受尊重…
這樣的迷思今天仍然還是存在的，
如果要教會不受世俗的影響，
惟有用「十架神學」來平衡。

「與主同死同活」要怎麼落實在我們的身上呢？
首先就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傳福音是為著主、就是與主同活；
為主受苦、就是與主同死。
 十一32 在大馬色逃命的經歷，和當代的英勇事蹟是相反的：
當時的英雄都是不怕死的 衝鋒陷陣的；
當時的英雄都是不怕死的、衝鋒陷陣的；
但對保羅而言，證明他真是基督的僕人
 徒十六 保羅
保羅、西拉在腓立比的監獄被打得半死，
西拉在腓立比的監獄被打得半死
他都沒有亮出羅馬公民的身分來脫身，
但當官府要他悄悄離開時，他卻顯露了他的身分，
目的不是為自己，是為著走了以後，那些信徒、那個教會！
所以逃不逃、為主死、為主活，
所
逃不逃 為
為
決定全在於我們是不是清楚知道：
自己的使命是什麼、神要你為祂怎麼做。
在這一章，看到非常豐富的內容，更進一步體會保羅牧者的心腸。

求主 讓我們
更深進入保羅的心境，
更深進
保羅的 境
更深看見
他如何願意與主同死、同活，
活出榮美的見證。
求主堅固教會、堅固弟兄姐妹，
在這末後的世代
讓我們可以為你打
美好的勝仗。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