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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iEXP查經法	

譚約珥牧師	

未經作者同意，請勿自行翻印。	

課程大網：	

第一課：全書大綱	

第二課：展開對話（1：1至11）	

第三課：改變初衷〈一〉（1：12至22）	

第四課：改變初衷〈二〉（1：23至2：13）	

第五課：事奉心得〈一〉（2：14至3：5）	

第六課：事奉心得〈二〉（3：6至18）	

第七課：事奉心得〈三〉（4：1至7）	

第八課：事奉心得〈四〉（4：8至15）	

第九課：事奉心得〈五〉（4：16至5：8）	

第十課：事奉心得〈六〉（5：9至21）	

第十一課：事奉心得〈七〉（6：1至10）	

第十二課：善勸信徒〈一〉（6：11至7：1）	

第十三課：善勸信徒〈二〉（7：2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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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愛心禮物〈一〉（8：1至9）	

第十五課：愛心禮物〈二〉（8：10至15）	

第十六課：愛心禮物〈三〉（8：16至24）	

第十七課：愛心禮物〈四〉（9：1至15）	

第十八課：回應指控〈一〉（10：1至9）	

第十九課：回應指控〈二〉（10：10至18）	

第二十課：自我辯白〈一〉（11：1至15）	

第二十一課：自我辯白〈二〉（11：16至33）	

第二十二課：自我辯白〈三〉（12：1至13）	

第二十三課：行程簡介〈一〉（12：14至12：21）	

第二十四課：行程簡介〈二〉（13：1至13：14）	

主後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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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P查經法	

聖經是神不變的真理，它是拯救全人類的基石及基督徒生活的指標；故此我們應該花時間

來研究神的話語。	

最重要的是，研究聖經不應停留在頭腦上的知識。作為基督徒，我們也應把學到的真理應

用在日常生活上，藉此體驗神真理的正確性及能力，因而改變我們的品格。此外，讀經者

不應是唯一的受益者，他們也應當成為周圍的人的祝福。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便研發了iEXP查經法。iEXP(I	Experience)意指「我的體驗」。這是

一種體驗性的查經法，涉及四個步驟。第一步是「仔細察看」，i是代表眼睛。第二步是

「小心解釋	」“Expound”	 (E)。第三步是「盡心行道	」“Exercise”	 (X)，意即把真理應用在

日常生活上。最後一步是「勇敢見證」	 “Proclaim”	 (P)，以口述的方式向別人見證明真理，

藉此建立非信徒及信徒的生命。	

1) 「仔細察看」	“Eye”	(“i=Eye”)	

研讀聖經的人必須用功才可明白神的心意，簡單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仔細察看。昔日，

庇哩亞人「天天考查聖經」（徒17：10至11），i
為要認識聖經真理。「考查」，ii

正

是仔細察看的意思。

iii	iEXP查經法的第一步是「仔細察看」	“i=Eye”。	

a) 「文體」	 “Genre”：藉著我們的眼睛，我們仔細察看經文。聖經是由不同文體寫成

的，如律法	“Law”、敘事	“Narrative”、詩歌“Poetry”、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

及書信“Epistles”	等。	iv	
由於詩歌、敘事、預言及書信所強調的重點及中心皆有不

同，故此理解及解釋的方向及方式是有差異的。

v	

b) 「時刻」	“Occasion”：當研讀某處經文時，要仔細察看與時間有關的數據。	

c) 「地點」	“Location”：讀經者要仔細觀察事件是在甚麼地點發生的，這是有助解開

經文的來龍去脈。	

d) 「人物	」	“Character”：當研讀某處經文時，那段經文有甚麼主要的人物呢？	

e) 「言行」	“Action”：主要人物說了甚麼，他們作了甚麼，這也是仔細察看必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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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使徒保羅叮囑年青同工提摩太要按著正意分解神的真理（提後2：15），意即要謹慎

的解釋聖經。

vi	iEXP查經法的第一步是「小心解釋	」“Expound”。	

a) 「上文下理」	 “Context”：原文聖經是由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寫成的。關乎解經，有

傳道人幽默說：「無論你認不認識原文，最重要的是上下文。」一節經文可以是與

整章及整卷經文緊扣在一起的，甚至是聯繫整本聖經的。故此，解釋經文絕不可忽

略它的上文下理。	

b) 「以經解經」“Comparison”：有些經文是十分難明的，但我們可以從其它經卷找

到線索，因而作出合理的推斷及解釋。由於六十六卷聖經是連結起來的，那麼以經

解經是十分重要的。	

c) 「參考註釋」	“Commentary”：聖經學者窮一生的精力來研究原文及聖經，那麼在

解釋聖經時，我們是必須參考篤信聖經學者的著作，以致我們能更精準的解釋聖經。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盡心的愛神及愛人是聖經最大的誡命（可12：29至31），vii
這應是基督徒在世上操

練的真理。iEXP查經法的第三步是「盡心行道	」“Exercise”。操練敬虔，viii
把認識及

明白的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意即聽道行道乃是查考聖經最終的目的。	

a) 經歷真神：當明白神的心意後，讀經者或研經者應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神，藉此加

深他們對主的認識。	

b) 人際關係：通過研經我們可進深認識人的問題及軟弱，以此為鑑，小心提防自己

也可墮入聖經人物的錯謬裡。由於人的瑕疵，我們難免有意無意的傷害別人，那麼

彼此饒恕是必須操練的真理。在人際關係方面，我們應依照聖經的教導來建立別人，

並且以無私的心來關愛別人。	

c) 個人信仰：當研經後，非信徒是可以把學習的真理應用在生活上，因而經歷聖經

真理是真確的，他們也可體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最終叫他們接受救恩及跟隨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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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至於基督徒，真理能叫他們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也可應用聖經原則來

建立自己的品格；此外，這些真理也可成為他們在教會生活及事奉的基石及原則。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通過操練真理，信徒必然可經歷神。當研經者經歷到神及明白真理後，我們便應效法

初期教會的信徒勇敢的向非信徒及信徒作見證。

ix
通過口傳的方式，向未認識耶穌基

督的朋友見證主是又活又真的神，也以此來建立主內信徒。iEXP查經法的第四步是

「勇敢見證」	“Pro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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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全書大綱	

1) 保羅解釋其事奉（1：1至7：16）	

a) 書卷引言（1：1至11）	

i) 向神發出感謝（1：1至7）	

ii) 亞西亞的困難（1：8至11）	

b) 改變初衷（1：12至2：13）	

i) 原先的計劃（1：12至22）	

ii) 改變的計劃（1：23至2：4）	

iii) 應饒恕別人（2：5至13）	

c) 事奉心得（2：14至6：10）	

i) 基督使信徒得勝（2：14至17）	

ii) 以生命見證職事（3：1至5）	

iii) 新約乃事奉基礎（3：6至18）	

iv) 基督乃事奉焦點（4：1至7）	

v) 事奉與苦難之謎（4：8至15）	

vi) 事奉與事奉動力（4：16至5：21）	

(1) 肉體衰殘的動力（4：16至18）	

(2) 與主同住的動力（5：1至8）	

(3) 得享賞賜的動力（5：9至10）	

(4) 基督愛情的動力（5：11至16）	

(5) 與神和好的動力（5：17至21）	

vii) 不受打擊的事奉（6：1至10）	

d) 善勸信徒（6：11至7：16）	

i) 和好如初的善勸（6：11至13）	

ii) 分別為聖的善勸（6：14至7：1）	

iii) 保羅與提多會面（7：2至7）	

iv) 回應保羅的書信（7：8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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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保羅籌集愛心禮物（8：1至9：15）	

i) 馬其頓教會的榜樣（8：1至6）	

ii) 勉勵哥林多的信徒﹙8：7至9：15﹚	

(1) 基督的榜樣﹙8：7至9﹚	

(2) 奉獻的目的（8：10至15）	

(3) 送款的代表（8：16至9：5）	

(a) 奉獻的政策（8：16至24）	

(b) 樂意的奉獻（9：1至5）	

(4) 奉獻的勸勉（9：6至15）	

(a) 奉獻的原則（9：6至7）	

(b) 奉獻的應許（9：8至15）	

f) 保羅證明其使徒身分（10：1至13：14）	

i) 回應對他的指控（10：1至18）	

(1) 回應懦弱膽怯的指控（10：1至2）	

(2) 回應屬乎肉體的指控（10：3至9）	

(3) 回應其貌不揚的指控（10：10至18）	

ii) 辯證其使徒身分（11：1至12：13）	

(1) 以親口的宣告（11：1至15）	

(2) 以受苦來證明（11：6至33）	

(3) 以啟示來證明（12：1至10）	

(a) 樂園的啟示（12：1至6¡）	

(b) 身上一根刺（12：7至10）	

(4) 以神蹟來證明¡]12：11至13﹚	

iii) 保羅預告其行程（12：14至13：10）	

(1) 不為旅費而操心（12：14至18）	

(2) 為信徒軟弱操心（12：19至21）	

(3) 警告信徒要自省（13：1至10）	

iv) 使徒保羅的總結（13：11至1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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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展開對話（1：1至1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提摩太是誰（林後1：1）？	

b) 哥林多後書是否保羅與提摩太聯名的書信呢（林後1：1）？	

c) 甚麼是「基督的苦楚」（林後1：5）？	

d) 亞西亞是甚麼地方（林後1：7）？	

e) 保羅在亞西亞遇上甚麼苦難呢（林後1：7）？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旨意：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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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和主耶穌基督歸與

你們！（林後1：1至11）	

i) 神的主權：保羅再次寫信給哥林多教會，一開首便重提他使徒的職份不是出於

人意的，乃是源自神的旨意。意即保羅能作使徒，完全不是基於人的決定，乃

是出自神的決定及安排。	

ii) 神的揀選：神的旨意與神的揀選經常扯在一起，兩者不可分割。使徒行傳九章

清楚表明一件事，就是神揀選保羅為使徒，把這個獨特的職份賜給他（徒9：

15）。	

iii) 神的恩典：原先保羅極力逼迫神的教會，但為何神仍要揀選保羅為使徒呢？在

提摩太前書裡，保羅再一次陳述自己的敗行，但卻表示蒙神的憐憫，以致可成

為蒙恩的人（提前1：13）。沒有人配受神恩惠，因為世人皆是罪人，以不同

的形態來頂撞主。恩典是額外的，與人的行為全無關連。基於這個原則，神揀

選了保羅為使徒，完全與其行為無關。為何神定意要挑選保羅為使徒呢？這與

神的恩典間接地扯上關係。	

b) 主的恩惠：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林後1：2）保

羅在此使用了一個連接詞：「和」，藉此說明「恩惠」及「平安」是從父神和耶穌

基督而來的。由此可見，父神及耶穌基督是同等的，沒有分彼此，這是三位一體的

真理。「恩惠」乃是罪人不配有的，但父神及耶穌基督竟把它賜下。在保羅的問安

語裡，看見主乃是樂意施恩的。	

c) 主的平安：有聖經學者指出，這是保羅慣常問安的方式，把希伯來及希臘人的習慣

結合在一起。

xi	

d) 父的慈悲：「慈悲」，不少英譯本把它翻作眾數，xii
因為其原意就是這樣的。這個

名詞在新約的著作，多是以眾數的姿態出現。在此使用這個詞彙，為要說明父神是

慈悲的源頭，並且樂意將它賜給各人（林後1：3）。xiii	

e) 神的安慰：3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神，就是發慈悲的⽗，賜各樣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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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林後1：3）	

i) 源自慈憐的心：在此，神的「慈悲」與「安慰」結合在一起。參照這個詞彙在

原本文字上的用法，「慈悲」與憐恤及同情心聯在一起。xiv
那麼，我們從此看

見神是滿有憐恤及同情心的；故此，必定會安慰落在痛苦中的人。	

ii) 賜各樣的安慰：「各樣」，原意可解作所有或一切等意思。xv
換而言之，神不

單是安慰之源，並且在各樣的情況之下，祂也可叫悲傷者得著安慰。	

f) 基督之苦：5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林後1：5）為著事奉

耶穌基督，使徒保羅飽受多次皮肉、心靈的苦楚，這些片段遍佈使徒行傳及保羅的

著作裡。使徒深深體會到，雖然服事基督帶來不少的苦楚，但奇妙的是，竟可在苦

難中多經歷到主親自的安慰。在此，基督的苦楚及基督的安慰如同連體嬰孩一般，

無法把兩者分割出來。	

g) 復活之主：9自⼰⼼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只靠叫死⼈復活的神。

（林後1：9）在保羅的言詞中，他深深相信神是叫死人復活的主。即或事奉主叫

人喪命，但使徒卻沒有絲毫的懼怕，因為他確信復活的真理。	

h) 神的拯救：10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

來還要救我們。（林後1：10）在參照英文聖經之際，發現神的拯救於時間上有所

不同。

xvi
首先，保羅論到神於過去的拯救；此外，使徒論到神現今仍在救助信徒；

再者，神於將來亦會施與拯救的工作。由此可見神是按照己意來施行拯救，其救援

是分時間性的。	

i) 提摩太：保羅稱提摩太為弟兄，乃是他所疼愛的同工之一。有學者認為，由於提摩

太生性柔弱（提前4：12；提後1：7；2：1），為較年輕的工人。保羅不再與所提

尼聯名發信（林前1：1），而在此與提摩太聯名發信，或許這位年輕的傳道人不

能在哥林多教會有稱職的表現；故此，保羅便藉此來鞏固提摩太在哥林多教會的地

位及聲譽，（林前4：17；16：10，11）。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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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保羅：	

i) 重申使徒的職份：在書信的開始便陳述自己的職份，這乃是保羅的習慣。	

ii) 使徒保羅的祝福：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林後

1：2）	

iii) 保羅寫作的對象：使徒保羅與提摩太聯名寫信給在哥林多及亞該亞的聖徒。亞

該亞乃是希臘某細小的地區，位於哥林多海灣沿岸的南岸一帶。

xviii	

iv) 使徒保羅的見證：	

(1) 在患難裡的經歷：	

(a) 經歷神的安慰：4我們在⼀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5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

得安慰。（林後1：4至5）保羅絕對不是紙上談兵的人，他以親身的體

驗來向哥林多教會作見證。為基督受苦的僕人，必能從基督身上直接的

得著安慰（林後1：4至5）。	

(b) 可助人的經歷：使徒深深覺得自己所受的苦難，不單叫自己更能感受到

主的安慰，並且也借助如此的經歷來幫助有需要的人（林後1：4）。	

(c) 叫別人得益處：6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

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林後1：6）為著傳揚福音，保羅被多人排斥及欺凌。如此慘痛的經歷，

保羅視之為個人的益處，也視之為別人得著福音及經歷神的途徑。由於

有這樣的領受，使徒面對苦難的過程中，便不會自怨自艾，怨天尤人

（林後1：6）。	

(d) 可進深經歷神：保羅不是喜歡受苦，乃是對苦難有正確的認識。傳揚福

音，以真理來建立教會，一定會遭人的白眼及苦待。可是，保羅從他遭

難的日子裡，卻深深體會到主的安慰，這乃是他進深認識神的媒介（林

後1：4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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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享有真確盼望：7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

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林後1：7）xix
使徒保羅深覺得哥林多教會也

有苦難，但他卻為他們存著盼望，因為服事主的人必能從主的身上得著

安慰。	

(2) 在亞西亞的經歷：8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

苦難，被壓太重，⼒不能勝，甚⾄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9自⼰⼼裡也斷定

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只靠叫死⼈復活的神。10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

⼤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11你們以祈

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所得的恩。（林

後1：8至11）	

(a) 被壓太重：從保羅的言詞裡，看見他所受的難處實在很大。	

(b) 力不能勝：當使徒面對在那裡的苦難時，頓時感到喘不過氣來，好像完

全沒有能力可還擊一般。	

(c) 生命垂危：使徒自覺生命危於旦夕，但復活的真理卻成為他的動力。	

(d) 最壞打算：保羅已作最壞的打算，自覺性命亦受到直接的威脅。可是，

他視死如歸；因為知道死亡只會把他帶進到永遠的榮耀裡。	

(i) 神的救助：在時間性方面，神的拯救可分為信徒的代禱：哥林多信徒

也曾為使徒保羅代禱，以禱告來記念神僕的需要（林後1：11）；可

見並不是所有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皆是不屬靈的。在極其屬肉體的教會

裡，總會有一些人是敬畏神，並且願意走主的路的。	

(ii) 三大類：過去的，現在的及將來的（林後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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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遵行神旨的態度：弟兄姊妹，你現在所身處的環境中，是否清楚有神的帶領呢？你

的生活形態、事奉路向，是否遵照神的旨意呢？	

b) 面對苦難的態度：保羅面對苦難的態度，可否成為我們的借鏡呢？	

c) 面對死亡的態度：我們怎樣看生死呢？是存著無奈的態度或是積極的面對呢？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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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改變初衷〈一〉（1：12至22）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甚麼是良心（林後1：12）？	

b) 如果基督徒不應誇口的話，為何保羅竟自誇呢（林後1：12）？	

c) 何謂「主耶穌的日⼦」（林後1：14）？	

d) 為何神的應許在基督裡都是是的（林後1：20）？	

e) 21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22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

聖靈在我們⼼裡作憑據。何解（林後1：21至22）？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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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的恩惠：「恩惠」與「慈悲」及「恩典」為同義詞，xx
也正是不少英文聖經譯本

的翻譯。	

b) 主的日子：14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

的日⼦以你們誇⼝⼀樣。（林後1：14）有些聖經學者認為「主耶穌的日⼦」是指

主耶穌再來的時間，也有學者認為這是指教會被提後，信徒在天上論功行賞的一刻

（林後5：6至10）。兩者也說得通，因為不論我們基督徒息勞歸主或被提，我們

皆會面對面的見主。保羅的意思是說，在主耶穌顯現的日子，哥林多教會可否因保

羅的事奉而引以為榮呢？使徒深信一件事，就是他能在主耶穌的面前為到信徒而誇

口。	

c) 神的信實：xxi
新美國標準譯本是這樣翻譯：「但既然神是信實的，我們的話語不是

又是又非的。」xxii	

d) 神的兒子：由於神是信實的，在祂裡面並沒有絲毫的變動；照樣，神的兒子耶穌基

督也是如此，決不會反復無定的。保羅以此邏輯推理來證明一件事，西拉、提摩太

及他所傳講的，總沒有是而又非的（林後1：19）。xxiii	

e) 神的應許：	

i) 眾多的應許：從英文譯本的翻譯裡，我們可清楚知道神的應許或承諾是眾多的，

這正是保羅的意思。

xxiv	

ii) 確實的應許：20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

在的（註：“實在”原⽂作“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1：20）「是

的」：乃是肯定、同意、或強調的記號。xxv
而「實在」在原文是「阿們」。保

羅把兩組同義詞放在一起，為要強化神的應許是確實不移的。	

iii) 堅固的工作：所有以「阿們」來回應福音的信息的話，皆可在基督裡得著堅穩。
xxvi
通過保羅論到神的工作，說明福音是真確的，任何信靠福音的人也可得救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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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神的工作：21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22他又用印印了

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裡作憑據。（林後1：21至22）	

i) 膏立的工作：舊約的祭司、君王及先知都必須經過膏立的儀式，說明他們是被

神分別為聖的人。保羅借用以上的例子說明神藉著聖靈膏立信徒，使基督徒站

在一個分別為聖的在地位上，並且叫信徒得著作工的能力（徒1：8；約壹2：

20；2：27）。xxvii	

ii) 打印的工作：古人在文件柔軟的蠟上蓋印，以此證明其物權、真確性及加以保

護。神藉著聖靈的工作，如同在基督徒打上印記一樣，為要說明我們是永遠屬

主的（弗1：13；4：30）。	

iii) 聖靈的憑據：「憑據」，乃是保證或定金的意思。xxviii
保羅如此說話，為要表

示聖靈如同信徒的定金，必能叫我們得著永恆的基業（弗1：14；參彼後1：4；

1：11）。xxix
父神在基督裡分別堅固、膏立及用印印了所有的基督徒，並且把

聖靈賜給我們作憑據，藉此證明神的福音沒有絲毫的改變，並且在主裡的人必

定得救到底。	

g) 使徒的良心：	

i) 良心的意思：「良⼼」，乃是決定對與錯心靈方面的能力，意即道德方面的敏

銳程度（羅2：15；約8：9；林前8：7）。xxx	

ii) 良心的基礎：12我們所誇的是自⼰的良⼼，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

世為⼈，不靠⼈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林後1：12）	

(1) 「聖潔」：與其它一些直譯的英譯本作比較後，發現它們的譯法與中文聖經

和合本略有出入。

xxxi「聖潔」，有聖經學者認為這裡應譯作單純或誠實的

心，

xxxii
因為這個詞彙在多處經文亦含有誠懇的意思（林後1：12；11：3；

弗6：5；西3：22）。xxxiii	

(2) 「誠實」：含有真誠或誠心誠意之意。xxxiv
英王欽定本把它譯作「敬虔的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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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xxxv
使徒保羅向哥林多信徒清楚表示，他向信徒所說的話是極其誠實，

並沒有任何虛假的成分在其中，可經得起信徒的察驗。

xxxvi	

(3) 「恩惠」：可解作恩慈、恩惠及懷著好的意念等意思。xxxvii
保羅大膽的作見

證說，他在世上行事為人，沒有倚靠人的聰明。「⼈的聰明」，意即屬世的

智慧。

xxxviii
保羅把神的恩惠與人的聰明放在一起，如此說話，為要試圖向信

徒說明，其行徑不是源自人的血氣。他的一舉一動，乃是源自神的恩慈。基

於愛人的緣故，便叫人家得著最大的益處（林後1：12）。xxxix	

h) 使徒的誇口：	

i) 特選的詞彙：12我們所誇的是自⼰的良⼼，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

世為⼈，不靠⼈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林後1：12）	

(1) 三種的意義：「誇」，這個名詞在新約聖經內，分別用來描述三種不同的情

況：	

(a) 含有誇口或自豪的意味，藉此帶出高度的自信心（雅4：16；林後9：

4）。	

(b) 人自誇的是甚麼（林後1：12）。	

(c) 可解作自傲，意即人處於當然自豪的狀況中（林後7：4）。xl	

(2) 學者的見解：保羅提醒人不應自誇，這並不是指人不可為到自己使徒的工作

而自豪（林後7：4，14）。乃是表明保羅對教會有信心，但最重要的是，

他所作成的全賴基督（羅15：17至18；林前15：10）。那麼，其事奉是靠

賴神的恩典，而不是根據人的功勞；而自誇只限於所指定的工作範圍裡（林

後10：13），並且沒有與別人的工作比較（林後10：12）。換言之，保羅

對自己有所嘉許，因為神對他有所嘉許，並且他是根據其任命來量度自己的

（林後2：14至7：4）。xli
為這緣故，英王欽定本把「誇」翻作「欣喜」。

xlii
難怪聖經新譯本嚮導版把這段說話如此翻譯：「我們引以為榮的，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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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處世為⼈，是本著神的聖潔和真誠，不是靠著⼈的聰明，⽽是靠著神的恩

典，對你們更是這樣，這是我們的良⼼可以作證的。」xliii	

(3) 綜合的解釋：綜合原文詞彙及學者的見解，我們不難發現，保羅的自誇或自

豪，直接與神的恩典扯上關係，如此把個人的味道減至最低，說明使徒以神

的作為成為他引以為榮的根據。	

ii) 「誇⼝」：14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好像我們在我們主

耶穌的日⼦以你們誇⼝⼀樣。（林後1：14）	

(1) 誇口的根據：保羅在其書信內皆有使用過這個名詞，根據上文下理，分別有

四種意思：	

(a) 自誇背後是顯示人高度的自信心（林前5：6）。	

(b) 甚麼是人所誇的（林後1：14）。	

(c) 自誇的權利，或是自誇的理由（林前9：16）。	

(d) 驕傲的基礎，或是自豪的理由（腓1：26）。xliv	

(2) 這裡的解釋：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書信的內涵，不單他們可以把它宣讀出來，

這也是他們可以明白的。在某程度上，哥林多信徒是認識保羅的，對其事奉

的態度及成就有一定的知曉。那麼，在主耶穌的日子顯現時，應以保羅的功

積而引以為榮，正如保羅為信徒而自豪一樣。

xlv
換言之，使徒保羅的自誇絕

不是個人化的。他目睹哥林多信徒得蒙主的恩寵，因而引以為傲。	

(3) 自誇的動機：保羅的誇口不是自我中心，乃是以神為中心的。他以神的工作

及信徒引以為榮，因為深知如果沒有神恩惠的話，一定無法可作成這些工作。	

i) 使徒的答辯：	

i) 使徒的定意：15我既然這樣深信，就早有意到你們那裡去，叫你們再得益處。

（林後1：15）「益處」與十二節的「恩惠」在原文聖經是同一個的詞彙。	

ii) 原先的計劃：16也要從你們那裡經過，往馬其頓去，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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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給我送⾏往猶太去。（林後1：16）保羅在此交待其原先的計劃，但基

於某些緣故，便把其行程更變了。某學者對保羅行程改變有以下仔細的分析：	

(1) 原先的計劃：第一站為以弗所，第二站為馬其頓，第三站為哥林多，第四站

為耶路撒冷（林前16：2至8）。	

(2) 後來的計劃：第一站為以弗所，第二站為哥林多，第三站為馬其頓，第四站

為哥林多，第五站為猶太地（林後1）。	

(3) 實際的行程：第一站為以弗所，第二站為哥林多，第三站為以弗所，第四站

為特羅亞（林後2：12，13），第五站為馬其頓（林後7：5，著哥林多後書

的地點）。換句話說，保羅沒有依從頭兩個的計劃來訪問各地的教會，這就

成為人家攻擊他變幻無常的話柄。

xlvi	

iii) 使徒的答辯：17我有此意，豈是反覆不定嗎？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慾起的，

叫我忽是忽非嗎？（林後1：17）從保羅的自辯裡，看見他飽受敵人從各方面

的攻擊。在哥林多後書裡，我們看見使徒被人指控為驕傲自大、自我中心、沒

有信用、反復無定、精神失常、不能勝任、其貌不揚、不稱職的傳道者。使徒

保羅便在書卷的開首稍作解釋，並且交待其改變行程的因由。

xlvii	

j) 使徒的道理：18我指著信實的神說，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沒有是⽽又非的。19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耶穌基督，總沒有是⽽又非的，

在他只有⼀是。（林後1：18至19）保羅因改變了原先所定的行程，而被某些哥林

多信徒起來惡意的攻擊。不單如此，連所傳的道也被人質疑。現今使徒便斬釘截鐵

的說，他們所傳的真理並沒有轉動的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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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使徒被攻擊：使徒保羅盡心竭力事奉，在神及人面前鞠躬盡瘁，但仍遭到人家的閒

言閒語及惡意的批評。教外有閒言閒語，我們不足為怪，但在教會圈子內也有這樣

的事情發生，真是叫人驚訝。人處於高位，一定會招惹人家的批評，無人可倖免。

讓我們緊記人言可畏，屬神的兒女也應加倍小心。	

b) 被人批評的態度：人活在世上總會被人批評，沒有人會例外，問題是我們以甚麼態

度來面對。	

c) 誇口背後的原因：不論甚麼人，總喜歡誇耀自己的才華及成就！保羅誇口說話，但

他背後的原因與常人不同，我們又怎樣呢？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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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改變初衷〈二〉（1：23至2：1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甚麼保羅沒有前往哥林多是為要寬容信徒呢（林後1：23）？	

b) 保羅在二章四節論到的書信，是不是就是哥林多前書呢（林後2：4，9）？	

c) 使徒在這處談到受了眾人責罰的人，究竟是誰呢（林後2：6）？	

d) 保羅說：「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何解（林

後2：11）？	

e) 何處是特羅亞（林後2：12）？	

f) 馬其頓是甚麼地方呢（林後2：13）？	

g) 為何保羅不能與同工提多會合（林後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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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為見證人：13我呼籲神給我的⼼作見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

（林後2：13）	

i) 兩個詞彙：	

(1) 「呼籲」：在宗教層面上，乃是向神呼求的意思。xlviii	

(2) 「⼼」：分別可解作內裡的我、思想、生命、靈魂等，也是人真我的所在

（徒2：41；羅2：9）。xlix	

ii) 神的見證：「⼼」是人真我或生命的所在地，也是人心靈的深處。沒有人可知

曉人心中真正的思想是甚麼，唯有神才可完全的知道。神是全知的主，祂可完

全的明白及知道人的心態及暗中的思念。使徒保羅在此求告主，好叫主給他的

心作見證。	

b) 在基督面前：10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

赦免的，11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林後2：

10至11）「在基督面前」，這也是新美國標準譯本及新英王欽定本的翻譯，l
新國

際譯本翻作「在基督的目光下」。li
藉著這組字眼，使徒保羅要帶出何謂真心的饒

恕。	

c) 基督的福音：12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林後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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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羅亞：特羅亞是這個以弗所北面的海港，位於小亞細亞西面的每西亞省內

（參考徒16：7）。以弗所的暴亂或許叫保羅離開該地，使他前往特羅亞那裡

去，但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見提多的面，為要了解哥林多教會怎樣回應他所寫的

那封「嚴峻的信件」。

lii	

ii) 主開路：抵達特羅亞後，神親自為保羅開福音的大門，讓他可以在那裡建立教

會（徒20：5至12）。通過主的開路，基督的福音才可臨到該地。	

d) 保羅：	

i) 使徒的禱告：23我呼籲神給我的⼼作見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

（林後1：23）保羅在這裡向神發出呼籲，求主親自替他作見證，表明使徒沒

有如期前往探訪信徒，絕不是出自私心，乃是為著信徒的益處。使徒把其行程

擱延，是出自他寬容信徒的心，好讓他們有機會反覆思想之前所寫的那封「嚴

峻的書信」，好讓有關人等悔改。	

ii) 行程的變更：由於保羅所寫的那封「嚴峻的書信」已遺失了，我們無法從那信

件中得著任何資料來解釋其行程的變更。雖然如此，使徒卻把其行程的變更最

關鍵性的原因列舉出來。從字裡行間，讓我們知道保羅把行程改變，是出自體

恤及憐愛信徒的心（林後2：1至4）。	

iii) 對信徒的心：	

(1) 寬容信徒：「寬容」，可解作避免傷害的意思（林後1：23）。liii
故此，新

世紀譯本把它意譯作「阻止你被刑罰或傷害」。

liv
由此可見，保羅把其行程

擱延，全出自他慈憐的心；可是，反對及敵擋保羅的人卻以此來攻擊使徒，

藉此刺傷神的僕人。	

(2) 絕不轄管：24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你們

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1：24）這裡的信心，可解作信仰。lv
意即保羅不

轄制信徒的信仰，讓他們擁有高度的自主權。	

(3) 信任信徒：使徒確信哥林多教會能憑信站立得穩，顯出他是極其尊重及信任

哥林多教會的（林後1：24）。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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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人快樂：24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你們

憑信才站立得住。1我自⼰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裡去，必須⼤家沒有憂愁。

2倘若我叫你們憂愁，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1：

24至2：1）「幫助」，可解作同道的工人或同工。lvii
保羅清楚表示，他乃

是與信徒一同作工的，如同助手一般，為要叫他們得著喜樂。使徒保羅不以

使徒自居，反視自己為信徒得快樂的助手，顯出保羅為牧者的心腸。	

(5) 疼愛信徒：3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

⼈，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們眾⼈都以我的快樂為自⼰的快樂。4我

先前⼼裡難過痛苦，多多地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

們知道我格外地疼愛你們。5若有叫⼈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

們眾⼈有幾分憂愁。我說幾分，恐怕說得太重。（2：3至5）哥林多教會乃

是由保羅親手建立的，本來信徒應叫他快樂才是。可是，本應叫人喜樂的人，

反叫使徒倍感憂傷。據學者的研究，在保羅書寫前書及後書之間，於教會內

竟有假師傅的冒起，在信徒中間挑撥離間，使教會起來質疑及反對保羅使徒

的職分。甚至使徒趕緊前往哥林多，在這第二次的訪問中，試圖了解真相之

際，竟有人起來公開的挑戰，但是卻沒有甚麼人願意站出來，顯出對保羅的

效忠。這叫保羅極其難過！為何保羅會為信徒難過？為何他會為信徒流下熱

淚？這完全是出自他疼愛教會的心（林後2：4）。如果不是格外的疼愛哥

林多教會，保羅可一笑置之，並且立刻拂袖而去。	

iv) 先前的信件：	

(1) 先前兩次的訪問：哥林多後書論到保羅曾到訪哥林多教會有兩次之多（12：

14；13：1，2），但使徒行傳只記載了最早的一次及第三次（徒18：1至

11；徒20：1至3；參考林後：12：14；13：1，2）。lviii
此外，保羅在後書

論到兩次訪問該城的經歷中，其中一次是痛苦的（2：1；12：21）。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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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擠身於該城時，使徒作工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難，但卻不可以此斷定這

就為保羅那次慘痛的經歷。

lix	

(2) 兩次訪問的時間：保羅在寫哥林多前書前已去信給哥林多教會（林前5：

9），究竟保羅是在書寫前書之前或之後再度前往哥林多教會呢？為此，不

少學者仍在爭論中。可是，從前書的上文下理中，雖然知道保羅打算有第二

次的訪問（林前4：18，19，21；11：34；16：2，3，5至7），但卻聽不

見使徒提及已再次到訪該城。並且這經歷是叫他極其難堪的，如果在前書隻

字沒有提及其慘痛的感受，為何後書又會再次重述不如意的回憶呢？那麼藉

著推測，我們可以假設保羅是在前書及那封「嚴峻的信件」之間再次訪問哥

林多教會的。因為保羅是倚賴提多所供給的資料而完成後書的，他個人並沒

有在發出「嚴峻的信件」後再次去訪問哥林多教會。

lx	

(3) 已經遺失的書件：未寫前書之先，保羅已致信給哥林多教會，但這封信件已

告遺失。此外，保羅在寫後書前，再度發信給哥林多教會，現今這封信也不

知所蹤。不少學者認為這封是屬於極其個人、簡短，並且是針對一個棘手的

處境。

lxi
保羅差派提多帶信件給哥林多教會，並且很想知道信徒有甚麼的回

應（林後7：5至16）。lxii
換句說話，保羅至少先後有四次去信給哥林多教

會（林前5：9；林後2：4；7：5至16）。	

v) 使徒的赦免：在這小段經文內，保羅論到犯罪者帶給教會的傷痛，不單指教他

們應饒恕這人，還提供應怎樣饒恕及接納這人的一些非常基本的原則：	

(1) 叫眾人憂愁：5若有叫⼈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有幾分

憂愁。我說幾分，恐怕說得太重。（林後2：5）保羅在此說，這犯罪的肢

體不單叫保羅憂傷，也或多或少叫眾人憂愁起來。

lxiii	

(2) 顯出憂傷來：為何哥林多教會應饒恕這惡人？原因非常簡單，這人已生發出

懊悔來，顯示他有知錯及悔改的心；那麼，教會便應饒恕及再次接納這曾一

度落在軟弱的信徒（林後2：7）。	

(3) 責罰已夠了：6這樣的⼈，受了眾⼈的責罰也就夠了；7倒不如赦免他，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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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沉淪了。（林後2：6至7）這犯罪的肢體已飽受

各人的對付，保羅表示刑罰已經夠了，免得他受不了。	

(4) 以愛來收納：8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來。（林後2：8）

這人既有悔改的心，教會便應以堅定不移的愛心來收納他。	

(5) 應順從使徒：9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

順從。（林後2：9）保羅先前已去信給哥林多教會，看看他們是否願意接

受其建議，藉此試驗信徒是否有聽從神僕的心。	

(6) 真心的赦免：使徒這樣的說話，為要表明自己雖然身受其害，但亦願意饒恕

這曾得罪自己的人；那麼，全教會也理當寬恕及接納這人（林後2：10）。

lxiv	

(7) 應提防仇敵：11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

（林後2：11）保羅是一個具屬靈慧眼的人，知道如果在處理教會懲治的事

件上不留神的話，魔鬼便有機可乘，趁著機會攻擊教會。	

vi) 福音的工作：保羅深深體會到傳福音的機會全是神賜予的，意即傳道人根本沒

有任何自誇的地方（林後2：12）。	

vii) 與提多會合：馬其頓是愛琴海西北面海岸的一帶，位於亞該亞的北面。lxv
為著

聽聞哥林多教會的消息，保羅便離開特羅亞，前往馬其頓與提多會合（林後2：

13）。	

e) 憂傷的信徒：	

i) 就是那行淫的人：有學者認為這人乃是哥林多前書五章與繼母行淫的那一位，

使徒保羅現正勸導信徒，要求再次接納這人與他們相交。可是，這樣的解釋卻

有以下四個難以解釋的疑點：	

(1) 第一，哥林多後書二章四及九節論到「流淚的書信」，主要是與犯罪的人應

受到懲治有關，而哥林多前書五章卻不是如此。	

(2) 第二，為何保羅要以個人的身份來赦免一個犯了亂淪罪的人（林後2：10）？	

(3) 第三，如果把哥林多前書五章與後書二章內容視為同樣的事故時，明明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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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把這人交給撒但，現今又竟然把這人重新收納過來，對犯亂淪罪者一

下子那麼寬鬆，這豈不是出爾反爾，怎可能是合理的判決呢？	

(4) 第四，參照哥林多前書的內容，似乎保羅完全沒有提及其慘痛訪問的經歷，

（林前4：18，19；11：34；16：2；3，16：5至7；對比林後13：1至2）；

反而哥林多後書卻論到其悲慘的遭遇（1：23；2：1，3）。lxvi	

ii) 敵擋保羅的人等：保羅寫完哥林多前書後，大有可能差派提摩太把信件送到哥

林多教會的手上。

lxvii
提摩太到達哥林多教會後（林前4：17；16：10，11），

也許把教會的問題更詳盡的告知保羅，更叫使徒擔心的，就是有假師傅混進教

會內（林後11：13至14）。他們為要高抬自己的地位及權威，叫信徒接受他們

所傳揚鬼魔的道理，便起來大肆攻擊保羅使徒的職分。為著羊群的益處，保羅

便暫時離開以弗所，立刻訪問哥林多教會，這就是那次叫保羅「傷痛的旅程」

了。大有可能有人從假師傅裡得著資料，以此公開的羞辱保羅；可是，信徒卻

沒有站出來維護神的僕人。由於信徒沒有顯出對使徒的效忠，保羅只好返回以

弗所，繼續在那裡事奉，盼望時間能證明一切，讓蒙在鼓裡的人能醒悟過來。

在以弗所，保羅便執筆寫了那封「嚴峻的書信」（林後2：4），並且差派提多

把信件帶給哥林多的信徒（林後7：5至16）。lxviii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保羅的求告：使徒保羅在解釋其行程時，不是光靠人的言語，乃是求主親自作見證。

不少時候，教會領袖被信徒誤解時，身為領袖的便用了許多說話試圖來為自己澄清。

最好不過的方法，不是靠人的說話，乃求主親自替人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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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福音的機會：信徒應盡量把握傳道的機會；可是，若沒有主賜予機會及開路的話，

人的一切努力也是徒然的。	

c) 愛信徒的心：保羅為著哥林多教會難過及流淚，如此愛弟兄姊妹的心，乃是值得我

們效法的（林後2：4）。	

d) 真心的饒恕：保羅論到饒恕犯罪肢體的罪時，特意選用了「在基督面前」這組字眼，

為要強化何謂真心的饒恕。真心的饒恕及接納，不單作在人的目光前，在基督的面

前也應是如此。	

e) 念同工的心：一方面，保羅很想知道哥林多教會的近況；另一方面，亦顯出保羅是

極其掛念提多的（林後2：13）。教會領袖不單愛護四周圍的羊群，也應愛護其身

邊的同工。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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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事奉心得〈一〉（2：14至3：5）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甚麼是基督的香氣（林後2：14）？	

b) 為何基督徒的香氣能叫某些人死，又能叫某些人活呢（林後2：16）？	

c) 使徒保羅如此說話，是不是暗示教會內部已有人起來混亂神的真道呢（林後2：

17）？	

d) 何謂憑著基督講道（林後2：17）？	

e) 甚麼是薦信呢（林後3：1）？	

f) 哥林多教會是使徒的薦信，為甚麼使徒會如此說話呢（林後3：2）？	

g) 保羅把石版及心版放在一起，有何用意（林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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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帥領：14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

基督⽽有的香氣。（林後2：14）	

i) 詞彙的溯源：「誇勝」，根據新約及其它初期教會的文獻，它可以有以下的三

種意思：	

(1) 攜同俘擄進行得勝的巡遊。	

(2) 導致凱旋的原因。	

(3) 公開的帶領或展示巡遊。lxix	

ii) 昔日的背景：保羅引用羅馬人的得勝巡遊，稱之為「凱旋的回歸」，意即戰勝

敵人的將軍與自豪的軍人，帶同戰敗的戰俘，以此公開的羞辱他們。

lxx	

iii) 學者的見解：有原文學者認為，這個詞彙可解作擊敗或凱旋的帶領。在新約裡，

基督步向十架的道路乃是神宣告得勝之法。基督徒為神的僕人，不單可以享有

事奉，並且可在主裡誇勝，這全屬是恩典。

lxxi	

b) 神的真道：「神的道」，意即「神的話語」。lxxii	

c) 神的面前：「神的面前」“in	the	sight	of	God”在這段經文裡，lxxiii
於中文聖經和合本

內出現了三次（林後2：15，17；3：4）。	

d) 基督的信：3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

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版上，乃是寫在⼼版上。（林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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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永生的靈：不少異端教派否定三位一體的真理，指控這只不過是由神學家所創製的

思想。某些異端說，聖靈只屬於一種的力量而已。可是，在此保羅卻明說聖靈是有

位格的，直接否定了異端的見解。此外，神的靈是永遠的，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

（林後3：3），即與神同等。	

f) 信徒的誇勝：在較早之前，使徒論到自己遇上極不如意的事情，叫他多多的流淚

（林後2：1至13）。在此，卻突然轉到另外的話題去，有學者稱之為「大離題」

或「大插段」。

lxxiv
其實保羅並不是離題，乃是他深深體會到，為主作工雖不容易，

甚至叫他下淚，但卻認定唯有神才可使他在基督裡誇勝（林後2：14）。在參照上

文下理後，發現到前後彼此呼應，說明保羅沒有絲毫離題之嫌。	

g) 信徒的香氣：	

i) 香氣的意思：	

(1) 原文的意思：「香氣」，可解作氣味、芬芳的味道、悅人的氣味等。lxxv	

(2) 羅馬的風俗：有聖經學者認為保羅借用昔日的習俗為比喻，繼而進深的講述

下去。昔日人家步向神廟時，在巡遊的路線上，沿途一面燒香，

lxxvi
並且馬

匹在踐踏鮮花之際，發出無比的香氣。	

(3) 使徒的意思：忠心傳講福音及跟隨基督的使徒，皆為基督馨香之氣，直達神

的面前（參考利1：9，13，17；民15：7）。lxxvii
他們就是使徒保羅視為報

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4至15）。藉著得勝巡遊

所發出的香氣為比喻，說明保羅看重其傳福音的特權，可為基督的緣故來影

響世界。

lxxviii	

ii) 人家的反應：	

(1) 死：16在這等⼈，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

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林後2：16）傳揚福音的人，在佈道的旅途中遇

到兩大類的人，兩者皆有不同的反應。基督徒為主作工，藉著佈道工作來事

奉神本屬美事，於神眼中為基督馨香之氣。可是，福音卻惹來某些人的反感，

由於他們堅拒福音，最終叫他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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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根據上文下理，這裡應解作永活或永生的意思。某些人聽見福音信息時，

便接納基督為救主，使他們得著永遠的生命。	

iii) 香氣的來源：16在這等⼈，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就作了活的香

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林後2：16）	

(1) 特選的詞彙：「當得起」，不少直譯的英譯本是翻作「充⾜」，lxxix
原意可

解作充足或有資格。

lxxx	

(2) 保羅的反問：「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新國際譯本是如此翻譯：「並有誰可

與這⼯作相提並論呢？」lxxxi
保羅藉著反問的句語，帶出他能散發出基督的

香氣，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力量，乃是全屬主的作為，否則便無法可勝任。

lxxxii	

h) 使徒的講道：	

i) 沒有混亂神的話：17我們不像那許多⼈，為利混亂神的道，乃是由於誠實、由

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林後2：17）「不像那許多⼈」，究竟是指

甚麼人等呢？	

(1) 第一種講法：或許這是指第一世紀四處游蕩的教師及哲學家，他們期望人家

支付他們的講學，因為他們視其教訓為「神的道」。	

(2) 第二種講法：大有可能這些人等是指保羅的對頭人，他們為律法主義者，在

哥林多講道來賺取個人的收益。

lxxxiii
相反地，保羅卻表明自己傳道的心態及

最終的目的，乃是完全以神為中心的。	

ii) 在基督面前講道：「混亂」，含有如小販一般，lxxxiv
在街上販賣東西一樣，以

此圖利。

lxxxv
在此，保羅斷言有些人以講道為賺取金錢的機會，把神的話敗壞了。

lxxxvi
論到傳講神的話語，使徒在這裡列舉了四大動機：	

(1) 源自真誠：保羅的講道是至真至誠，說明他傳道背後絕對沒有絲毫的私心。
l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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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自真神：參照新美國標準譯本，「由於神」乃是含有「源自神」或「根據

神」的意思。在此，我們看見保羅所傳講的信息不是源自人，乃是從至高者

那裡得著啟示的。	

(3) 在神面前：保羅是一個活在神面光之下的僕人，說明他為人光明正大。	

(4) 憑著基督：「憑著基督講道」，新美國標準譯本則翻作「在基督裡講道」。

保羅如此說話，為要表明他傳道是帶有神聖的權威及能力的。

lxxxviii	

i) 保羅的薦信：哥林多教會內有假師傅起來攻擊保羅使徒的職分，指控他沒有資格作

福音的工人。故此，有聖經學者認為三章一至六節為保羅的答辯：

lxxxix	

i) 保羅的問題：	

(1) 第一個問題：「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嗎？」「舉薦」，含有推薦、嘉獎之意。

xc
保羅是哥林多教會創會的牧者，乃為信徒所熟識。通過使用反問的句語，

讓信徒再次肯定保羅為使徒的事實。	

(2) 第二個問題：「豈像別⼈，用⼈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信給⼈嗎？」

（林後3：1）假師傅攻擊保羅使徒的職分，或許指控他沒有適當的文件來

證明其資格。初期教會以薦信為證明，以此來鑒定某人的資格（參考林後

16：3，10，11）。一般聖經學者推斷說，假師傅可以藉著偽造信件（徒15：

1，5），或虛構從耶路撒冷高層領袖得著證明，藉此來迷惑哥林多教會的

信徒。

xci
保羅發問第二條問題的用意非常簡單，就是表明自己不用第二手的

書信來證明其身分。昔日保羅曾與信徒一起生活，那麼他們對牧者的誠懇及

敬虔的品格，一定是瞭如指掌的；再者，藉著使徒保羅所傳的信息，信徒得

著重生，這正是最佳的證明。

xcii	

ii) 信徒是薦信：2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裡，被眾⼈所知道、所念誦

的。3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神的

靈寫的；不是寫在⽯版上，乃是寫在⼼版上。（林後3：2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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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信徒的關係：「寫在我們的⼼裡」，說明哥林多教會如同保羅的心上人，

使徒經常掛念信徒的情況，也為到信徒的軟弱難過流淚（參林後12：15；2：

4）。保羅與哥林多教會有親密的關係，使徒正好是他們的屬靈父親。難怪

有英譯本如此翻譯：「你是在我們⼼裡所寫的信件。」xciii	

(2) 眾人皆知之事：哥林多教會如信件一般，人家可以從字裡行間認識他們，意

即他們信主後的見證為當地人所知道的，絕對沒有虛假的（林後3：2）。	

(3) 由神的靈寫成：「⽯版」乃是刻上十條誡命的石版（出24：12；25：16）。

保羅在此論到「⼼版」，意即要與「⽯版」與作一比較。在舊約耶利米及以

西結書內，作者論到神怎樣把律法寫在人的心坎裡（耶31：33；32：38，

39；結11：19；36：26，27）。假師傅為律法主義者，高舉行為得救的謬

論，而保羅則強調聖靈工作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xciv
藉著聖靈的工作，哥林

多信徒經歷重生，並且成為基督的信件。	

j) 保羅的信心：4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林後3：4）「信

⼼」，含有自信或信賴別人的意思。xcv
保羅對自己的事奉滿有信心，並且深信可留

守在原軌上，直至步向最終的目標。

xcvi
因為並非誇口，深信這是源自聖靈的工作

及動力，才使他有這樣的信心（參考林後3：3）。	

k) 保羅的能力：5並不是我們憑自⼰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林後3：5）保羅深知不可靠自己的力量來承擔任何的工作，如果不是神保守及

加力的話，他根本無法可承擔任何的工作。

xcvii	



 35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對傳福音的見解：不管怎樣，傳福音是我們信徒的職責，即使人家起來拒絕我們所

傳的道，我們也要繼續堅持下去。	

b) 使徒保羅的薦信：保羅與哥林多深厚的關係，沒有人可取替，信徒就是保羅最好的

薦信。我們曾否建立過別人的生命，叫他們成為我們活生生的薦信呢？	

c) 活在神的面光中：保羅忠於主的託負，為人誠懇真摰，並且常活在神的面光中，我

們又如何呢？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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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事奉心得〈二〉（3：6至18）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何謂「新約的執事」（林後3：6）？	

b) 「憑著字句」是甚麼意思（林後3：6）？	

c) 甚麼是「精意」（林後3：6）？	

d) 「屬死的職事」，何解（林後3：7）？	

e) 「榮光」是指甚麼呢（林後3：7，8，9，10，11）？	

f) 「那將廢者」是指誰呢（林後3：13）？	

g) 為何摩西要把帕子蒙在臉上呢（林後3：13）？	

h) 為甚麼主的靈可以使人得自由呢（林後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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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主的榮光：18我們眾⼈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裡返照，就變成

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3：18）「榮光」，乃是主的

榮耀或光輝。

xcviii	

b) 主的形狀：	

i) 形狀之意：「形狀」，可解作圖像、肖像、相像、代表、樣式等（林後3：

18）。xcix	

ii) 比較譯本：	

(1) 新世紀譯本：這意譯本讓我們看見，當基督徒信主後，便改變過來，如同主

一樣。

c	

(2) 新美國標準譯本：這直譯本讓我們看見信徒的生命不光是改變了，也直接把

主的形像及榮光反照出來。

ci	

iii) 上文下理：保羅在此的意思是說，當人接受了福音後，便如同在無遮無掩的情

況下目睹主的榮耀。並且借用鏡子的功用，說明在沒有任何的帕子阻隔之下，

信徒可直接把主的榮光反照出來。	

c) 新約的執事：6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

為那字句是叫⼈死，精意是叫⼈活。（林後3：6）	

i) 叫人存活：	

(1) 新約的執事：「新」，cii
有聖經學者指出，它不單可用來形容在時間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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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也可指其本質是新的。

ciii「約」，可以解作合約、契約、盟約等。civ

「執事」，不一定指擁有執事崗位的人，也可解作僕人的意思。cv
綜合來說，

保羅表明自己乃是新約的僕役，其職事就是要傳講及闡釋何謂神嶄新的盟約。	

(2) 信息的功效：十誡把神的標準向百姓清楚表明了；可是，以色列人卻無法達

到神的標準，十誡便成為把他們定罪的媒介。罪惡叫人處於靈性死亡中，最

終叫人步向肉體及永遠的死亡。新約與舊約的本質有很大的分別，因為新約

不在乎字句，乃在乎聖靈（精意）。真理的聖靈降臨到世上，為要叫人知罪、

悔改及歸向基督（約15：26；16：8至11），使人得著永遠的生命（約3：

16；10：10）。保羅為新約的執事，所傳講的信息能叫人得享永生。	

ii) 遠勝舊約：使徒保羅清楚表明舊約不是神最終的心意。由於神知道百姓無法履

行舊約的囑咐，便預先宣告必與百姓另立新約（耶31：33）。在新約的亮光下，

我們知道這新約是藉著耶穌基督的血而立的（路22：20；林前11：25），而其

有效性是直到永遠的（來8：6至13）。新約的執事是遠勝於舊約的執事，因為

舊約的榮光是短暫的。此外，舊約的執事不單不可叫人得享自由，也會致人於

死地。反之，傳講新約信息的執事，不單其榮光是更大及長存的，並且能叫人

得享真正的自由（林後3：9，10，11，17）。	

iii) 不憑字句：「字句」，意即字母裡的字。cvi
參照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三節，

我們清楚知道神必親自把律法放在人的心中，這乃是新約的特質。保羅清楚表

示，寫在石版上的文字絕對不會叫人得生命，唯有聖靈才能成就這樣的工作。

cvii	

d) 摩西的職事：	

i) 摩西的職事：「職事」，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解作幾種不同的意思。在此，應

解作服事或職事之意。

cviii
神藉著摩西把十誡賜給以色列人，十誡乃是舊約聖經

的精華，濃縮地把神的心意向百姓啟示。現今使徒把其職事與摩西的職事作一

比較，說明新約的執事或僕人是遠勝過舊約的工人的。	

(1) 摩西的榮光：7那用字刻在⽯頭上屬死的職事，尚且有榮光，甚⾄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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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摩西面上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這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8何況那

屬靈的職事，豈不更有榮光嗎？（林後3：7至8）當摩西在西乃山上從神那

裡接過十誡後，於山下百姓便看見他的臉上發出榮光來。為這緣故，以色列

人便懼怕來親近他（出34：29至30）。雖然出埃及記沒有明說摩西的榮光

有漸漸的退去，但保羅從聖靈那裡得著啟示，表明摩西的榮光是短暫的，只

存留一段時間便告消失了。事實也是如此，過了不久之後，百姓便再次有膽

量來就近摩西，可見他的榮光不是常存的（參考出埃及記35：1，4，20，

30）。	

(2) 屬死的職事：為何摩西的職事致人於死地呢？使徒保羅分別在羅馬書及提摩

太前書鄭重表明，律法是聖潔、公義及良善的（羅7：12；參考提前1：8）。

叫人死的，不是摩西，也不是律法，乃是人的敗行（羅7：10至11）。cix	

e) 舊約與新約：	

i) 其本質的對比：	

(1) 死活的對比：舊約的字句定人的罪，顯出人的敗德。由於人無法可靠己力來

遵行及解決其罪惡，擺在眼前的只是一條死路。使徒們傳講新約的福音，不

是單靠口才、智慧及能力，背後卻有聖靈的工作。罪人是活的死人，因為他

們是與神隔絕的。未蒙救贖的人，只好悲悲慘慘的等待將來永遠的滅亡。雖

然新約的福音也叫人知罪，但卻明確地交待到，當罪人願意回轉及接受基督

為救主的話，便可即時踏上一條嶄新及滿有主恩典的活路（林後3：6）。	

(2) 價值的對比：舊約的職事不是永存的，其榮光原是漸漸退去的。新約的榮光

卻非如此，其榮耀不單是更大，也不會廢掉，並且還是長存的（林後3：7，

9，11）。從此可見，兩者於價值上有很大的差距。	

(3) 榮光的對比：舊約的榮光不可與新約的相比，因為新約的榮光不但是更大，

也是不會廢掉的（林後3：7，9，11）。	

(4) 自由的對比：猶太人誤以為他們要堅守律法才可得救，如此叫他們動彈不得，

無形中是被律法捆綁著，因此失去自由了。主耶穌清楚表示，認識真理才可

叫人得著自由（約8：32），這正好是使徒保羅的意思（林後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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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功能的對比：	

(1) 定罪的舊約：9若是定罪的職事有榮光，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越發⼤了。

（林後3：9）沒有人可靠行律法而得救，因為律法的功用之一就是叫人知

罪（羅3：20）。耶和華神把誡命及律法賜給以色列人，絕不是叫人靠遵行

律法來得救，乃是藉此顯出人的罪。換言之，摩西的職事是定人罪的，通過

律法叫人知道自己是落在敗落的光景裡，叫人奔往神那裡去，在祂跟前得著

赦免及拯救。	

(2) 稱義的新約：眾使徒的職事就是把新約的信息向世人講解清楚，使人因信福

音而得著稱義（林後3：9）。	

f) 那將廢掉者：「那將廢者的結局」，有英譯本是指到那將會逝去或消失的結局（林

後3：13）。cx	

g) 主與主的靈：17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林後3：17）。	

i) 主是誰：比較幾個英文譯本後，其譯法與和合本大致相同。cxi
這裡提到主，也

論到主的靈，明顯指出兩者皆有不同之處。這裡的主，有學者指到這是復活後

的基督，但有學者根據上文下理，認為這是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三十四節的耶和

華。

cxii	

ii) 主的靈：聖靈是耶穌基督的「代辦」；因此，在羅馬書八章九節保羅稱祂為

「基督的靈」。基督與聖靈有共同的目標（約15：26；16：6至15），也可帶

出共同的果效；可是，兩者於位格上卻有不同，顯明聖靈也是神。

cxiii	

h) 真神的工作：	

i) 廢去的工作：14但他們的⼼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還沒有

揭去；這帕⼦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林後3：14）以色列人經常在會堂裡唸

摩西五經；

cxiv
可是，他們無法可得著自由及生命，因為百姓的心仍是極之的剛

硬。保羅以摩西臉上的帕子為例，指出百姓無法可直接目睹神的榮光是因為神

人摩西臉上的帕子（林後3：13）。通過這個以色列人熟識的歷史片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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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福音已把帕子廢去，現今人可直接通過基督而得著神的榮耀、自由

及生命。	

ii) 釋放的工作：以色列人死守律法，換來轄制及痛苦。感謝主，藉著耶穌基督與

人所立的新約，叫人從罪裡得著釋放，使信徒可在基督裡享有真正的自由（林

後3：17）。	

iii) 改變的工作：字句不會對人的生命構成很大的影響，唯有通過聖靈親自的工作，

人敗壞的心思才會更新及改變（林後3：18）。	

i) 榮光的復得：始祖犯罪叫人失去與神的同在，並且喪掉其榮光。摩西面對面與神對

話，從耶和華那裡得著短暫的榮光（出34：29；林後3：7）。現今藉著使徒所傳

講的新約，不單叫人與神和好，並且再次可得著長存的榮光，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事情呢（林後3：11）！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放膽傳道：摩西所得的啟示是新約的影兒，其內容滿佈了象徵、圖象及奧秘。cxv
舊

約的執事絕不可與新約的執事比美，因為保羅已從神那裡得著更完整及明確的啟示，

可把新約的福音有效的傳講。信徒們，讓我們一同放膽講道吧（林後3：12至13）！	

b) 神的工作：沒有聖靈的工作，光有人的說話或字句，絲毫沒有意思。要緊記主的靈

才可叫人得生命、自由及榮耀。	

c) 人的榮光：罪人失掉的榮光，現今可在主耶穌裡再次的復得。弟兄姊妹，讓我們在

行事為人上更有效地反照主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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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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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事奉心得〈三〉（4：1至7）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那些是「滅亡的⼈」（林後4：3）？	

b) 「這世界的神」是誰（林後4：4）？	

c) 為甚麼「這世界的神」能弄瞎人的心眼呢（林後4：4）？	

d) 何謂「神的像」（林後4：4）？	

e) 何謂「僕⼈」（林後4：5）？	

f) 甚麼是「寶貝」（林後4：7）？	

g) 使徒保羅論到「瓦器」，究竟是指甚麼呢（林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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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道理：2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

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薦與各⼈的良⼼。（林後4：2）「道理」，可解

作話語。

cxvi
換言之，「神的道理」乃是神的話語之意。	

b) 耶穌基督：	

i) 神的像：4此等不信之⼈，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

著他們。（林後4：4）基督本是神的像。「像」，含有三個主要的意思：	

(1) 乃是一種藝術上的陳述。	

(2) 思想上的影像。	

(3) 相像或顯示的意思。cxvii
這個用語的使用，為要強調「像」與原物是同等的。

在腓立比書二章六節，清楚表明耶穌基督是擁有神的形狀，藉此說明看見基

督，就如同目睹神一樣（約14：9）。cxviii
簡單來說，這裡強化基督是神，

因為祂擁有神的「像」。	

ii) 祂是主：5我們原不是傳自⼰，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因耶穌作你們的

僕⼈。（林後4：5）「主」，其中一個意思是主宰，即在一切之上的超自然主

人。

cxix	

iii) 主的面：6那吩咐光從⿊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裡，叫我們得知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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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林後4：6）「那吩咐光從⿊暗裡照出來的

神」，有聖經學者指出保羅借用了創世記一章三節的話，藉此用來形容其得救

的經歷（徒9：3，8，9；22：6，9，11，26：13）。cxx
使徒在沒有蒙上帕子

的情況下，親自目睹基督的榮光，這成為他生命的轉捩點。	

c) 使徒的職分：	

i) 職分的意義：「職分」，在新約聖經內，這個詞彙可用在四個不同的層面裡：	

(1) 飯桌前的服事（路10：40；徒6：1）。	

(2) 更廣泛的用意，帶出履行愛心的服事（林前16：15；啟2：19等）。	

(3) 在特殊的場合裡，用來形容人怎樣履行如使徒、佈道者等的責任。	

(4) 基督徒的捐獻，藉此顯出信徒的愛心。cxxi	

ii) 職分的源頭：使徒清楚表明自己乃是蒙神的憐憫，才可享有這崇高的職事，其

職事絕對不是源自血肉之軀的（林後4：1）。	

iii) 使徒的自薦：「好在神面前把自⼰薦與各⼈的良⼼。」使徒被假師傅惡意的中

傷，他們用盡各種的方法，為要叫人家否定保羅使徒的資格。在此，保羅便再

次向信徒自薦，藉著所傳的道來證明其使徒的資格。新世紀譯本把它意譯作

「那時他們⼼裡便能知道—在神面前我們是何許⼈了。」（林後4：2）cxxii	

iv) 正面的立志：2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只

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薦與各⼈的良⼼。（林後4：2）	

(1) 堅決的立志：「棄絕」，意即放棄或驅逐的意思。cxxiii
保羅表明自己身為使

徒，他決意把一切暗昧可恥的東西驅趕出去，藉此說明他行事為人乃是光明

正大的。	

(2) 棄絕的東西：「暗昧」，cxxiv
意即隱藏、掩蓋、秘密。

cxxv「可恥的事」，可

解作下流的行為。

cxxvi
保羅既貴為使徒，便堅決的立志，要離開隱秘不能爆

光下流的東西，免得他的職事受著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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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四個的不字：	

(1) 不喪膽：「喪膽」，可解作氣餒、放棄、喪失勇氣的意思。cxxvii
保羅立定了

志向，在事奉主的路上，不單永不言敗，也永不氣餒，直至走完他一生的路

程。	

(2) 不詭詐：「詭詐」，含有叛逆、狡猾、口是心非等意思。cxxviii
保羅行事為人

光明磊落，絕不會使用狡猾的拳術，為要討人的歡心。	

(3) 不謬講：「謬講」，英文聖經分別譯作摻雜、詭詐的處理、竄改等意思。

cxxix
使徒保羅忠於主的話語，絕不會以詭詐的方法來扭曲真理。在傳講主的

話語時，保羅表明他絕不會把私意與主的話語摻雜在一起，因為這是竄改神

話語的惡行。	

(4) 不傳己：「僕⼈」，可解奴僕或僕役；cxxx
此外，也含有對人有用、奴隸的、

如同奴隸一般的意思。

cxxxi
保羅強調自己為耶穌基督的奴僕，只會高舉其主

人，決不抬舉自己。既是這樣，傳講信息時便不會自我中心了。	

vi) 使徒的能力：7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的能⼒，是出於神，不

是出於我們。（林後4：7）	

(1) 存放能力之處：「寶貝」，意即貨倉、寶庫、寶物等意思。cxxxii「瓦器」，

原文是由兩個字眼所組成，意即由泥土所造的器皿，如瓶子、碟及陶器等。

cxxxiii
有學者指出，這種器皿有時用來盛載貴重的東西，如金錢、珠寶及重要

文件等，但多數這些容器是用來放垃圾及人的污物。「瓦器」是指使徒，說

明使徒自己是何等的卑賤、平庸、廉價及可隨時被人取替。

cxxxiv
此外，有別

的聖經學者認為寶貝乃是福音的信息，而瓦器則是傳福音的使者（使徒）。

現今使徒把福音及福音工人作一對比，說明福音是無價之寶，而福音工人卻

沒有多大價值的。

cxxxv
雖然有學者認為「寶貝」是基督徒的新生命，

cxxxvi
但

在參照上文下理時，保羅乃在談論傳講的福音（林後4：2，3，4，5）；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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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把「寶貝」視為福音的真理，應是最合理的解釋。	

(2) 莫大能力之源：	

(a) 「莫⼤」：原意是超乎平常的、勝過一切的、無法測度的。cxxxvii
由此可

見神賜予使徒保羅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b) 「能⼒」：其原意是「能量」；故此，諾貝爾便借用這詞彙來稱呼其新

發明的炸藥。

cxxxviii
在不同情況下，它可解作不同的意思；

cxxxix
在此，應

解作超自然的能力。	

d) 世界的主宰：4此等不信之⼈，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

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林後4：4）「世界的神」，在別的經文裡，讓我

們看見這是指撒但而言的（太4：8；約12：31；14：30；16：11；弗2：2；提後

2：26；約壹5：19）。撒但施用各種的方法，為要叫世人不能看見福音的真光，

一生滯留在黑暗犯罪的生活裡，最終成為魔鬼的陪葬品，一同接受永遠的刑罰。	

e) 福音的果效：	

i) 滅亡者的反應：3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身上。（林後4：

3）為何某些世人始終不能看見基督福音的光照呢？保羅直接了當的說，由於

撒但施行其迷惑，叫人蒙在鼓裡，不能被福音的信息喚醒過來。	

ii) 基督徒的反應：6那吩咐光從⿊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裡，叫我們得

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林後4：6）保羅把得救與未得救的人

擺放在一起，說明世人對福音有不同的反應，換來兩種不同的結局：永生或永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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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不混雜神的道：「不謬講」，即混雜之意。有聖經以外的資料，顯示人以此來描寫

不誠實的商人，竟把酒混入水份，為要得著更大的利益。

cxl
保羅決意不把神的話語

混雜，把真理毫無折扣的傳講，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林後4：2）。傳揚福音的

人當留心，切勿把基督純正的福音混雜了。不少人把福音注入人的主張及思想，不

單扭曲了真理，也叫人誤解了福音的信息。	

b) 視自己為器皿：在現今基督教圈子裡，人多是高舉或強調人的學識、背景、履歷等，

但使徒保羅卻自視為盛載垃圾及污物的器皿。他沒有強調自己為使徒的特權及尊貴，

卻刻意的眨低自己，顯出真正事奉主僕人的風範（林後4：7）。神僕人應視自己

為「垃圾箱」（林後4：7），是十分卑微的；也不應自視過高，認為沒有人可取

代自己，這乃是不要得的思想。不管我們在教會裡有甚麼職位，總要緊記自己是神

的僕人及使女，只不過是器皿而已（林後4：2）。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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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事奉心得〈四〉（4：8至15）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四面受敵」與「不被困住」有何關連（林後4：8）？	

b) 何謂「⼼裡作難」（林後4：8）？	

c) 甚麼是「耶穌的死」，甚麼又是「耶穌的⽣」呢（林後4：10）？	

d) 為何死在使徒的身上發動，而生則在哥林多信徒的身上發動呢（林後4：12）？	

e) 「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出自何經何典（林後4：13）？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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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穌的死」（林後4：10）：保羅以此為基督受苦犧牲的代號，藉此說明自己怎

樣為主擺上自己，為主走上十字架的不歸路。	

b) 「耶穌的⽣」（林後4：10）：意即耶穌基督的生命。cxli	

c) 神的面前（林後4：14）：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並且使徒也深信自己及信靠

基督的人能戰勝死亡，在復活的日子裡能站立在神的面前。

cxlii	

d) 天天冒死的保羅：	

i) 四面受敵的保羅：8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裡作難，卻不⾄失望；9遭

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死亡。（林後4：8至9）	

(1) 「四面」，可解作所有、每一、全部等。cxliii
新英王欽定本根據原文的意思

翻作「每⼀面」，cxliv
新世紀譯本則意譯作「我們周圍皆有困難」。cxlv	

(2) 「受敵」，即忍受艱難或感受到逼迫的意思。cxlvi
根據希臘文的原意，新英

王欽定本就把它直譯作受著重壓。使徒在此前後呼應，論到雖然受壓甚重，

但也不至於被壓碎。

cxlvii
保羅在前書論到自己如同身處於鬥獸場內（林前4：

19），等候被人處決一般。在此，使徒使用相似的句語，藉此形容其事奉

的艱辛。一方面論到人的無助；另一方面，在極度困難中卻論到有主的攙扶。

cxlviii	

(3) 「困住」，含有擁擠、狹窄、禁閉、限制等意思。cxlix
為著熱切的服事基督，

保羅表示自己雖受著折磨，但卻不被壓碎。

cl	

ii) 心裡作難的保羅：	

(1) 「⼼裡作難」，可解作困惑或不知所措的意思。cli
故此，有譯本把它意譯作

「我們不知怎樣作，但我們卻不放棄⽣存的盼望。」clii	

(2) 「失望」，意即失望或絕望之意。cliii
雖然面對苦難或難處，或許保羅會頓

時感到不知所措，但他卻深深體會到，主不會叫他陷在絕境或絕望中，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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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轉機或出路。	

iii) 面對逼迫的保羅：	

(1) 「逼迫」，其中一個意思是逼害或有系統的壓迫及折磨。cliv
在新約聖經內，

有時以此描寫宗教或信仰方面的逼迫。

clv	

(2) 「丟棄」，含有拋棄、離開、放棄、遺棄四個主要的意思。clvi
為著傳揚基督

的福音，保羅受盡各樣的逼迫。這種與信仰扯上直接關係的逼害雖然甚厲害，

但卻不叫使徒覺得他已被人遺棄了。原因非常簡單，因為落在極度孤單、悽

涼及痛苦中，保羅知道主總沒有離棄他，並且站在他的身旁，把需用的力量

賜給他（提後4：17）。	

iv) 被人打倒的保羅：	

(1) 「打倒」，即扔下或擊倒。clvii
有原文學者認為這裡是指保羅被人擊倒，

clviii

使他受著重創。

clix	

(2) 「死亡」，字面的意思有四方面：	

(a) 用在戰爭或牢獄方面，指毀滅及殺害。	

(b) 忍受損失或失敗。	

(c) 滅亡之意。	

(d) 失喪之意。clx
保羅在事奉主的歷程中，多次遭人的惡待，以各樣的方法

來殘害其身體（林後11：23至28）。雖然保羅屢次被人擊倒下來，但卻

不至於喪掉其生命。使徒保羅如同「屬靈的不倒翁」，雖然多次受著重

創，但仍能站立起來。	

e) 為主受苦的保羅：10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也顯明在我們身上。11因為

我們這活著的⼈，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

出來。（林後4：10至11）	

i) 帶著基督的死：	

(1) 死的字義：死，可分別解作死亡（林後4：10）或不育之意（羅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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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xi
為著基督的緣故，保羅冒著生命危險，隨時有喪命的可能。

clxii	

(2) 生死相連：保羅把基督的生與死聯在一起，並且把兩者一同放在自己的身上，

為要說明跟隨基督的真理。作為使徒，保羅要為主受苦，如同經歷昔日基督

所忍受的苦難一般。使徒用精煉及生動的言詞，讓我們看見他怎樣為基督受

苦，以致基督的生命能有效的流露出來。

clxiii
換句話說，保羅的事奉或見證

是生死相連的，沒有基督的死，就不能有效的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來。	

ii) 帶著基督的生：	

(1) 生的字義：生，乃是生命的意思。clxiv	

(2) 彰顯基督：23耶穌說：「⼈⼦得榮耀的時候到了。2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粒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粒來。25

愛惜自⼰⽣命的，就失喪⽣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命的，就要保守⽣命到

永⽣。26若有⼈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也要在那裡；

若有⼈服事我，我⽗必尊重他。」（約12：23至26）主耶穌臨上十架前，

清楚表示自己怎樣為世人犧牲，如此作必能結出許多子粒來。跟隨基督的人

也是如此，在世上一定會遇上逼迫，甚至為信仰而殉道。雖然信徒失去其肉

身的生命，但卻可有效地見證基督，叫未信主的人得以認識基督的福音。解

經家亨利馬太認為，使徒論到自己的受苦是經常性的，並且藉此重演基督在

世上受苦的片段，好叫世人看見基督復活的能力在信靠祂的人之身上彰顯出

來。

clxv	

f) 滿有信心的保羅：	

i) 信心的源頭：13但我們既有信⼼，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

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林後4：13）詩人在詩篇一百十六篇十節裡論到自

己怎樣遭遇患難，並且神如何的施行救拔，保羅便借用詩人的經歷，藉此說明

自己對神是滿有信心的。別人的經歷不單成為保羅的提醒，也成為他得力的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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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信心的對象：14自⼰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同復活，並

且叫我們與你們⼀同站在他面前。（林後4：14）使徒的信心不是建基在人的

言論上，乃是穩固的建造在主的身上。真確的信心是有對象的，絕對不是糊裡

糊塗的。保羅清楚知道父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其信心的對象是十分清晰

的。	

iii) 信心的盼望：使徒不單能把信心的焦點集中在正確的方位上，並且深信自己和

信徒也必然會復活，這乃是信心所結的果子—盼望。盼望絕對不是虛無飄渺的

感覺，乃是確實無疑的認知。	

g) 為人受苦的保羅：12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卻在你們身上發動。13但

我們既有信⼼，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

話。14自⼰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

們⼀同站在他面前。15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

以致榮耀歸與神。（林後4：12至15）	

i) 別人得益：保羅為基督的緣故被人交於死地，為要使基督的生命能有效地彰顯

出來。使徒保羅如此作，不單是出自甘心，也是藉此叫別人得著屬靈的好處。

通過保羅甘心樂意的背負十架，人家不單可認識基督，並且可得著基督復活的

生命（林後4：12，14）。	

ii) 榮耀歸神：保羅盼望通過其服事能叫更多人蒙恩，以致有更多信徒向神發出頌

讚（林後4：15）。保羅事奉的目的不單是人，其實榮耀神乃是他最核心的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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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四面楚歌：四面乃是各方各面，即四周圍的意思。保羅四面受著重壓，但卻不至於

被壓碎，可見使徒於事奉路上所遇到的艱辛。從字面的意思來推想，使徒好像被大

軍包圍，如同沒有出路或生機一般。即或如此，他卻不言敗，並且立志不被這種惡

劣的情況所勝過（林後4：8）。	

b) 不至死亡：保羅雖受著各方各面的傷害，如同已把他擊倒下來；可是，他卻重新振

作起來，永不言敗、永不氣餒的心志，使他成為一個「屬靈的不倒翁」（林後4：

9）。	

c) 永不言敗：保羅用了四種比方，說明他在事奉上所遇到的艱辛（林後4：8至9）。

從他的言談裡，看見一個真心跟隨主的人之心志。事奉主是不容易的，也可叫人換

來不少的難處，這是難免的。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一個永不言敗的心志，至死忠

心的跟隨主呢？	

d) 生死相連：事奉主的人要學習怎樣背負基督的死（意即為主犧牲），存這樣心志的

人，才可有效地活出基督的生命及樣式來，藉此見證基督（林後4：10至12）。不

肯捨己、專愛自己的基督徒，乃是未曾明白「生死相連」的真理。假若信徒能明白

這點的話，就可成為別人的祝福了！	

e) 榮神益人：假若事奉只能叫人得益，而神沒有得著榮耀的話，這乃是本末倒置的行

徑。事奉應有的目標及方向，乃是榮神益人的；沒有這兩種要素，便有違服事主及

人的目的了（林後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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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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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事奉心得〈五〉（4：16至5：8）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何謂「地上的帳棚」（林後5：1）？	

b) 甚麼是「那從天上來的房屋」（林後5：2）？	

c) 神為信徒培植了甚麼呢（林後5：5）？	

d) 「憑據」是甚麼（林後5：5）？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培植：5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原⽂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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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5：4）「培植」，可解釋作預備或準備好的意思。clxvi
在參照其它譯本下，

這處的意思應是這樣—現今神的意向就是如此，祂為信徒預備了聖靈作為訂金。

clxvii
換言之，神已為基督徒作好預備，好叫聖靈成為信徒的訂金，意即確保屬主的

人可享有復活及榮耀的身體。

clxviii	

b) 神的賜予：「質」，在希臘人的用語裡可解作首期付款、存款、定金、抵押等。

clxix
保羅藉這個商業的用語來帶出聖靈乃是信徒將來必能得著完全救贖的確據。

clxx	

c) 事奉的心志：在這段經文內，有幾處地方值得我們留意的，藉此讓我們了解使徒事

奉神和人的心志。	

i) 不會喪膽：「喪膽」，意即變得灰心、放棄、喪失勇氣（林後4：16）。clxxi
為

何使徒保羅不喪膽？參照上文下理，我們發現他提供了幾個原因：	

(1) 他從神那裡得著新約的職事，而這個職事是遠超過舊約的（林後4：1）。	

(2) 基督已向死亡誇勝，並且他能與基督享有復活的福分（林後4：14）。	

(3) 他能為哥林多教會謀求屬靈的益處，並且藉此叫神得著當得的榮耀（林後4：

15）。clxxii	

ii) 坦然無懼：6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林後5：6）「坦然無懼」，即時常滿有勇氣。clxxiii
在這幾節經文內，「坦然

無懼」一共出現了兩次（林後5：6，8）。保羅如此說話，表明自己是滿有勇

氣、信心及膽量的。

clxxiv
使徒滿有信心，深信即使寄居在肉身內，乃是與主暫

時分隔，他朝必能離世與主相聚。這樣的信心，叫他無所畏懼，深知死亡只能

把他帶進永遠的榮耀裡去。

clxxv	

iii) 憑著信心：7因我們⾏事為⼈是憑著信⼼，不是憑著眼見。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

基督徒行事為人，應憑著信心，不應憑肉眼的支配（林後5：7）。	

iv) 與主同在：6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7因我們⾏事為⼈是憑著信⼼，不是憑著眼見。8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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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與主同住。在此，保羅清楚表明一件事，現今還活在世上之際，便暫時與

主分隔兩地，但他朝離世，便可即時與主相遇，享受與主的同在。使徒持這樣

的信心，一生篤信不移。為這緣故，保羅一生無所畏懼，即使遇到危難重重，

多次甚至性命也受到威脅，但仍勇往直前的傳揚福音（林後5：6至8）。	

d) 比較的事物：基督徒現今的生命與將來的生命有何不同？使徒就在此作比較：	

i) 外體與內心的比較：	

(1) 外體的毀壞：「毀壞」，在此可解釋作廢掉或漸漸失去能力（林後4：16）。

clxxvi
人的肉身會漸漸的衰殘，最終會老死。保羅寫哥林多後書時，雖然年紀

不算太大，但由於經常受到人的擊打及煎熬（參考林後6：4至10；11：23

至27），無形中加速其肉體衰殘的程度。clxxvii	

(2) 內心的更新：[4：16]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新」，含有修補、回復到先前的狀態、較合宜的狀況（林後4：

16）。clxxviii「內⼼」，有別的譯本翻作「內裡的⼈」，clxxix
意即人的靈魂。

clxxx
雖然人的肉身愈來愈衰殘，但使徒深知這只會使他更接近天家。藉著聖

靈的工作（參考羅12：2；西3：10），叫他愈來愈像基督（林後3：18），

clxxxi
如同先嘗天堂的滋味是怎樣的一般。換言之，保羅以肉體的衰殘與靈性

的更新作比較，說明「外在的人」必會衰敗，但「內裡的人」則會愈來愈像

主。	

ii) 永遠與短暫的比較：	

(1) 永遠的榮耀：「永遠」（林後4：17），含有永恆或永古的意思。clxxxii	

(2) 至暫的苦楚：「⾄暫」，意即暫時的、隨時地，clxxxiii
藉此帶出在相對的情況

下，這是短暫的時間（林後4：17）。clxxxiv
保羅把永遠的榮耀與至暫的苦楚

聯在一起，讓哥林多信徒知道一件事，在世他雖遇上不少的驚濤駭浪，但這

些苦楚與將來所得的榮耀作比較，乃是十分短暫的。為這緣故，保羅就不太

介意現今所受的苦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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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至輕與極重的比較：	

(1) 至輕的苦楚：「⾄輕」，含有輕量、敏捷、輕浮等意思。clxxxv
用在這裡時，

應解釋作有限、輕量、並不強烈之意思。

clxxxvi「苦楚」，在英王欽定本內，

分別被翻作災難、苦難、困難等。

clxxxvii	

(2) 極重的榮耀：「極重」，即巨大的、非常的意思。clxxxviii
使徒論到苦難及榮

耀如同有重量一般，顯出現今的苦楚根本不可與將來的榮耀相提並論，因為

兩者根本無法可作出比較。	

iv) 屬天與屬地的比較：	

(1) 屬地的帳棚：1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

是⼈⼿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後5：1）在原文聖經或在其它一些

英譯本，這裡的譯法是這樣：「我們知道，假若我們的屬地房屋，就是這帳

棚被拆毀了，我們便從神那裡得著⼀所建築物，不是⼈⼿所造，乃是在天上

永恆的房⼦。」clxxxix
中文聖經和合本卻把「屬地的房屋」及「帳棚」的意思

聯合在一起，簡化為「地上的帳棚」。「地上」，即在世上或屬地的意思。

cxc
而「房屋」，則可解作房子或建築物的意思。cxci	

(2) 地上的帳棚：「帳棚」，即帳幕或會幕。cxcii
在新約聖經內，只有這處是以

這詞彙用來形容人的軀體，藉此論到人存留在世上是極其短暫的（林後5：

1，4）。cxciii
如此的形容，對遊牧民族及居住帳棚的人來說，一點也不會陌

生。保羅以織帳棚維生，對這帳棚的認識瞭如指掌。此外，猶太人對會幕的

歷史是十分熟識的。使徒便以此為例，說明人在世上乃是寄居的，總有一天

會離去。

cxciv	

(3) 屬天的房屋：2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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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林後5：2）這裡的「房屋」，不僅可解作住處，也可解為家。cxcv

此外，這處「天上」的詞彙，在新約聖經裡出現了284次，可解釋作天堂或

天上之意。

cxcvi
居住在地上帳棚的人，不會長駐在其中，總有一天會遷移到

別處。可是，天上的房屋卻是永遠的、穩固的、安全的。

cxcvii	

v) 遮蓋與赤身的比較：普遍人知道赤身露體是差恥的，保羅便以此為實例，說明

信徒在將來復活時，如同穿上衣服一般，不會覺得差愧，因為那時人已得著榮

耀的身體了（林後5：2，3，4）。	

e) 保羅的嘆息：使徒保羅認為這必死的身體陷在人世間的苦難中，因此叫人嘆息勞苦，

巴不得可把這「地上的帳棚」早日拆掉，

cxcviii
並且可即時穿上那「靈性的身體」

（林後5：4）。cxcix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有重量的榮耀：在保羅的文筆下，榮耀如同有重量一般。假若信徒能把自己所遇到

的苦楚與將來所得的榮耀秤一秤的話，便發現苦難不足與榮耀相比。	

b) 以聖靈為訂金：神已把聖靈賜給基督徒，這如同買賣上的首期付款或訂金，確保我

們屬祂的人必可享有復活的生命。	

c) 身體的衰殘：愛美是人的天性，男女沒有分別，古今中外人人皆是如此，但我們應

緊記，照常理來說，人的身體是會衰殘的，沒有人可違反這定律。更為寶貴的是，

基督徒的靈性可漸漸更新，可愈來愈像主。	

d) 復活的盼望：復活是基督徒的盼望，也是必然的事。由於保羅深知自己離世後可與

主相聚，這就成為他人生事主事人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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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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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事奉心得〈六〉（5：9至2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何謂「基督臺前」（林後5：10）？	

b) 如果基督徒不再被神定罪，為何仍會受到主的審判呢（林後5：10）？	

c) 基督徒果真應為主癲狂嗎（林後5：13）？	

d) 「⼀⼈既替眾⼈死，眾⼈就都死了。」這人是誰呢（林後5：14）？	

e) 為甚麼「眾⼈就都死了」（林後5：14）？	

f) 甚麼是「新造的⼈」（林後5：17）？	

g) 何謂「和好的道理」（林後5：19）？	

h) 為何無罪的基督竟成為「罪」（林後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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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主的喜悅：9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這裡是論到使徒保羅的立志，他決意不論在任何的境遇下都要討主的喜歡（林後5：

9）。	

b) 基督臺前（林後5：10）：「臺」，即審判的座位、法庭、法庭內的長椅子等。cc

在七年大災難出現在地上之前，教會將會被提或接去。接著，基督徒在天上站在基

督的臺前，按著自己於世上的行為，接受主的賞賜或責備。這裡的審判與信徒的得

救完全無關。蒙主悅納的人，便可得著賞賜，而新約聖經卻多以冠冕為賞賜的單位

（帖前2：19；提後4：8）。cci	

c) 在神面前：	

i) 特選的詞彙：11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

盼望在你們的良⼼裡也是顯明的。保羅清楚表明自己在神面前是顯明的（林後

5：11）。「顯明」，其原意是讓人知曉、揭示、顯示。ccii	

ii) 譯本的啟迪：「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新英王欽定本把它如此的翻譯：

「但我們是為神所熟識的。」cciii
使徒保羅如此說話，用現今慣用的術語來形容，

其透明度在神的面前是極高的。此外，從新美國標準譯本的譯法裡，一方面看

見保羅在神面前是顯明的，另一方面亦期望信徒能在良知裡得以曉得其為人；

cciv
換句話說，使徒清楚表明他是為神所熟識的，也期望哥林多信徒能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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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iii) 使徒的心意：使徒不是勸哥林多信徒接受救恩，乃是盼望他們能接受他是誠實

無偽的。使徒保羅如此說話為要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假若他們離開了其教訓而

接受了假師傅的妄論，便在賞賜上受著很大的虧損（參考林後5：10）。ccv	

d) 基督的愛：	

i) 基督的愛：「愛」，這個詞彙可分別用來形容人世間的愛或神的愛（林後5：

14）。ccvi
在此，這詞彙卻與耶穌基督聯合在一起，藉此說明基督愛的特質。	

ii) 愛的本質：「激勵」，在希臘人慣常的用語裡，這個詞彙可有三個不同的意思：	

(1) 可用來形容支撐國家的法律。	

(2) 可解作圍繞或禁閉。	

(3) 另外一個意思，可解作壓迫、擊敗、掌管等。ccvii
保羅表示基督的愛控制或

支配了他，因此他不再為自己而活，卻只為主而活了。

ccviii
基督的愛決不是

奪取了人的自由意志；故此，有聖經學者認為這裡可這樣翻譯：「基督愛我

們的事實使我們如此作。」ccix	

e) 復活的主（林後5：15）：這裡論到耶穌基督為戰勝死亡，從死裡復活的主。	

f) 保羅的舉薦（林後5：12）：	

i) 讓信徒可作回應：12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

處，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誇⼝的⼈，有⾔可答。（林後5：12）保羅再次向

哥林多教會舉薦自己，表明自己確實是神所命定的使徒，好讓信徒能有足夠的

資料來回應那些攻擊保羅不是使徒的人。

ccx	

ii) 不依靠表面數據：也許假師傅強調他們與耶穌基督於歷史上的關係（林後5：

16），亦會強調他們是擁有源自巴勒斯坦地的純正信仰（林後11：22），又會

強調所擁有眾多的異象及啟示（林後12：1至7）。可是，保羅並沒有把更多自

己的個人資料告訴信徒，而只強調他與信徒於過去的交往。哥林多信徒對保羅

的見證是十分熟識的，在他們的良心中可印證其使徒資格的真確性（林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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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cxi	

g) 事奉的動力：	

i) 討主喜悅的動力（林後5：9）：	

(1) 英文譯本：「立了志向」，新英王欽定本是翻作「成為我們的目標」，ccxii

而新美國標準譯本則譯作「當作我們的志氣」或「當作我們的野⼼」。ccxiii	

(2) 原文字義：「立了志向」，可解作人的野心或視之為尊貴的意思，ccxiv
也含

有立志要達致某目標之意。

ccxv
這樣的立志，叫保羅向著討主喜悅的目標而

邁進，成為他一生有效事奉主的動力。	

ii) 向主交賬的動力：保羅從主那裡得著啟示，深知各信徒皆要站在主的臺前交賬。

如此的看見，一直推動使徒勇往直前的事奉（林後5：10）。	

iii) 敬畏上主的動力：使徒保羅認識到神是大而可畏的，沒有人可以隱瞞祂（林後

5：11），並且各聖徒皆要為到自己所作的負責（林後5：10）。敬畏主的心叫

他凡事小心，為要避免得罪主。持著如此的態度來事奉主，成為保羅一生的祝

福。	

iv) 為神癲狂的動力（林後5：13）：「癲狂」，即瘋癲或失去理智。ccxvi
故此，有

譯本把它翻作「發狂」。ccxvii
按人看來，保羅為著福音的緣故，甘心樂意的赴

湯蹈火，他好像失去理性似的。當然他絕對不是精神出現了毛病！如此說話，

乃是一種寫作的手法，為要與為人謹守作比較。由於在書信內沒有清楚交待使

徒背後說話的因由；故此，確實很難去詮釋這上半節的經文。在此，聖經學者

提供了最少五種的解釋：	

(1) 保羅被批評他的人指責為瘋子，或許人家聲稱其教訓是極其隱秘的（徒26：

24），又或是與他擁有特殊超自然的經歷有關，亦可能由於這人不屈不撓、

永不言倦的工作。	

(2) 由於使徒保羅能操多國的方言及享有異象的經歷；為這緣故，人家視他為瘋

癲。	

(3) 哥林多信徒認為保羅於情緒方面太過激動，因此視為失常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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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羅的自薦引來批評，人家斷定這全屬精神失常的表現。	

(5) 在猶太人眼中，保羅於信仰上的改變實屬瘋狂的決定。ccxviii	

v) 為人謹守的動力（林後5：13）：「謹守」，意即神智健全或頭腦清醒。ccxix
保

羅為著耶穌基督，被人視他為瘋子，因為他所作的，與常人不同，好樣沒有理

性一般。為著別人可得著福音的好處，有時保羅寧可作一般人所作的，免得人

家視他為宗教狂熱者，藉此有話柄來拒絕接受主的福音。	

vi) 被愛激勵的動力（林後5：14）：較早之前，保羅交待到耶穌基督為審判官

（林後5：10），沒有基督徒可逃避祂的審問。在此，使徒論到基督為救主。

耶穌基督為罪人犧牲，顯明祂的大愛。保羅深深感受過基督的恩情，並且主的

愛在他心中產生了極其奇妙的變化，催逼他為基督而死、為基督而活。使徒的

一生與基督的愛扯上關係，叫他奮不顧身的事奉，這乃屬愛主的表現。	

vii) 為主而死的動力（林後5：14，15）：14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

⼀⼈既替眾⼈死，眾⼈就都死了；15並且他替眾⼈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不再

為自⼰活，乃為替他們死⽽復活的主活。（林後5：14，15）參照新英王欽定

本的十三及十四節之上文下理，這「⼀⼈」是指耶穌基督而言的。ccxx「眾⼈就

都死了」，保羅把它與基督的死及愛連在一起來談論。他的意思是說，由於基

督豐盛的慈愛，深深的打動了他，祂的愛便充滿了其心田，叫他甘願為主而死；

而他亦已作出如此的決定，意即保羅視自己為死人一般。保羅視死如歸，看自

己為死人，因為現今活著的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裡面活著（加2：

20）。	

viii) 為主而活的動力（林後5：15）：向認識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深知救主為

我們受苦及犧牲，信靠祂的人應有適切的回應。這正好是保羅的意思，他提醒

哥林多信徒，主的心意不僅只為他們死，並且期望他們能有正面的回應，好叫

屬主的人能為主而活。為主而活的心志，也成為保羅於事奉道路上很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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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受託於主的動力（林後5：19）：	

(1) 和好的職分：18⼀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與

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林後5：18）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叫神與人

和好。再者，神也將這和好的職分賜給保羅。	

(2) 和好的道理：19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與自⼰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

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林後5：18）「道理」，

原意可解作話語。保羅不但從神那裡得著和好的職分，並且神也將和好的道

理賜給他，讓他有話可傳。保羅決不是傳揚自己，乃是傳揚基督叫人和好的

信息。	

(3) 和好的使者：20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般。我

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21神使那無罪（無罪：原⽂作不知罪）的，替我

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5：20至21）「使者」，

可解作大使、使者等。

ccxxi
用簡單的言詞來說，保羅貴為和平的大使，使神

與人和好。在此，保羅再次向哥林多教會說明福音的真義，就是無罪的基督

竟成為罪人，

ccxxii
並且替代有罪的世人死在十架上，叫他們可享有在基督裡

的義。這乃是因信稱義的簡介。	

(4) 受託的動力：保羅深深體會到自己是受託人，神期望他把福音傳開，使神與

人能和好如初。由於持有如此的觀念，便大大的推動著保羅，使他成為多人

得著福音的器皿。	

h) 保羅的職事（林後5：18，19，20）：	

i) 與神和好的職事：假師傅起來反對保羅，指控他不是使徒。為這緣故，保羅便

再次向哥林多教會重申其職事，即擁有使徒的職分。這原是蒙神委派到各處叫

罪人能與神和好的。再者，更讓他們清楚明白，這和好的職事及信息皆不是從

人而來的，乃是從神而來的（林後5：18）。這正好回應人家無理的指控，確

實表明自己果真是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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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神和好的信息：假師傅起來傳講謬論，指人必須靠律法，說人務必倚靠行為

來得救，這實屬異端的教導。在此，保羅再次濃縮及扼要地把與神和好的信息

告知信徒，讓他們知道人不是靠行為得救，乃是因信基督為救主才可被神稱為

義的（林後5：21）。保羅說：「神使那無罪（無罪：原⽂作不知罪）的，替

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為何無罪的基督竟成為「罪」

呢？聖經學者有以下幾種的建議：	

(1) 基督被人像罪人般的對待，祂成為神忿怒的焦點；為此，祂承擔罪惡及刑罰。

那麼，基督就替代了罪人應有的位置，成為人類的代贖了。	

(2) 基督成為肉身，便成為「罪身的形狀」（羅8：3）；如此，神使基督成為

「罪」。這個觀念與參與有關，即基督行走在世上，介入罪惡的世界中。	

(3) 基督為罪成為祭物，變相把祂定了罪，這乃是舊約的概念。ccxxiii
不論你接受

以上那一個的解釋，但最重要的是，基督是無罪的，這乃是保羅在此所強調

的（林後5：21）；此外，新約聖經也有多處表明基督是無瑕無疵的（彼前

2：22；約壹3：5；來4：15；7：26）。簡單來說，無罪的基督為罪人死，

叫一切相信的人可在基督裡成為義人。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和好的話語（林後5：19）：「和好的道理」，有英譯本翻作「和好的話語」。

ccxxiv
從此可見，「和好的職事」與「和好的話語」是聯合在一起的。使徒從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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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和好的職事」，受託把「和好的話語」傳開，叫世人因聽聞福音的信息而得

救。	

b) 世俗的觀念：「不憑著外貌」，新國際譯本把它意譯作「世俗的觀念」。ccxxv
哥林

多教會眾多問題之中，其中一個錯誤就是以肉體的條件來作判斷，他們把使徒保羅

與其他教師放在一起，以肉體的方法，卻不以屬靈的方法來作出判斷。他們忘記了

基督徒擁有新生命，以致享有新的價值觀及動機。

ccxxvi
保羅藉此來提醒哥林多教會

的信徒，切勿高舉肉體的條件，應以基督徒新生命所賦予的眼光來評估事情。	

c) 屬靈的野心：新美國標準譯本的翻譯十分特別，把「立了志向」翻作「當作我們的

野⼼」。ccxxvii
雖然野心叫人聯想到驕傲及自私的慾念，但原文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意

味。在原文裡，它應解作「愛慕值得尊敬的」。保羅滿有鴻圖大志，不是為著個人

的喜好及益處，乃是全為基督的。用現今基督教的術語來說，使徒是滿有「屬靈的

野心」。

ccxxviii	

d) 討主的喜悅：基督徒應緊記一件事，有些事情是主不喜悅的，我們應禁戒自己不去

作（林後5：9）。	

e) 立志的動力：保羅立志要得主的喜悅，這成為他一生事主的動力（林後5：9）。	

f) 經歷主的愛：使徒深深感受到基督的愛，這愛催逼他為主而死、為主而活（林後5：

9）。弟兄姊妹，讓我們多去經歷主的大愛，使我們一生滿有動力的來事奉祂。	

g) 和好的職事：基督徒不單享有基督特使的職分，神更讓和好的道理賜給我們；故此，

我們應履行我們的職務，把和好的信息傳揚開去，叫更多未聞福音的人能與神和好

（林後5：18至21）。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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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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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事奉心得〈七〉（6：1至10）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我搭救了你。』源自何處（林後6：

2）？	

b) 為何保羅引述哥林多後書六章二節的舊約經文？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恩典：「恩典」，在此可解作神向信徒所懷的好意。ccxxix	

b) 神的拯救：「拯救」，分別用來形容救助（徒7：25）或拯救。它可解作蒙拯救的

狀態，或拯救的過程。

cc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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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用人的勸告：	

i) 勸告之字義：「勸」，在原文有兩個相關的字眼，於日常用語裡有以下四種不

同的意思：	

(1) 呼喚。分別可用來形容呼喚人家前來救助、邀請、或召集。	

(2) 懇求。用來形容人怎樣向神明禱告，或指上級向下級的懇求、或建議等。	

(3) 勸戒或鼓勵。	

(4) 安慰之意，即在憂傷的時間施與勸戒或鼓勵；可是，這並不是最慣常的用法。
ccxxxi	

ii) 勸告的目的：1我們與神同⼯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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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6：1至2）	

(1) 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使徒單刀直入的勸告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切勿徒受神的

恩典。使徒如此的說話，也許有以下兩個原因：	

(a) 一是向信徒表明，要活出其信仰，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應與所蒙的恩相稱

（林後7：1；12：20：21）。	

(b) 二是因信徒已受到假師傅所迷惑，漸漸離棄真道而開始擁抱著別的福音

（林後11：4）。	

(2) 現今是拯救的日子：使徒保羅引述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八節的話，表明這就是

「福音的時代」，即「拯救的日⼦」，說明神向人懷著美好的意念；那麼，

人就不應輕忽神的恩典了！

ccxxxii	

d) 神工人的本質：「同⼯」，意即與別人一同參與在某活動上，帶出一同工作、一同

活躍的參與；

ccxxxiii
藉此說明他是與神同事的夥伴。

ccxxxiv	

e) 神用人的立志：	

i) 不妨礙別人：「妨礙」，意即障礙物或絆腳之物。ccxxxv	

ii) 不被人毀謗：「毀謗」，有英文譯本翻作「不信任」，ccxxxvi
或有譯作「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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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xxxvii
前者其語氣太輕，而後者更能接近原文的字義，因其原意可解作批評、尋

找過失、指責等。

ccxxxviii
為著傳揚福音，使徒保羅堅決不在別人腳前放下絆腳石，

免得招致人家的指責。	

f) 神用人與苦難：	

i) 一般世上的苦楚：有解經家把這處的苦楚分為三大類（林後6：4至5），第一

類可算是世上一般的苦楚，第二類則是世上加給使徒的，而第三類卻是保羅自

己甘心樂意所揀選的。

ccxxxix	

(1) 忍耐之苦楚：「忍耐」，可解作忍耐、毅力、耐性。ccxl
忍耐絕不是易事，

對某些人來說，忍耐實屬苦事。在中國字裡，「忍耐」由「刃」及「心」組

成，意即小心插在心中，不痛才怪。

ccxli
在四處傳揚福音，於各地建立基督

的教會，保羅深深體會到其難處是何等的大，如果沒有忍耐，根本無法可作

成主的工作。	

(2) 患難之苦楚：「患難」，在世俗希臘文裡，這個詞彙可解作壓力。ccxlii
甚麼

是患難？一個人經常受著各方各面的壓力，這就是患難了。保羅在事奉的生

涯裡，飽受四方八面的壓力，這就成為他眾多苦楚之一。	

(3) 窮乏之苦楚：「窮乏」，在此應解作煩惱、苦惱、艱難。ccxliii
有些英譯本是

譯作「苦惱」，ccxliv
英王欽定本譯作「需要」，這與中文和合本的翻譯相近。

ccxlv
作為使徒，其事奉一定有難處。面對眾多教會內外的問題，處理信徒之

間的困難，怎能不苦惱呢？	

(4) 困苦之苦楚：「困苦」，如同圖畫一樣，用來描繪地方的狹小，ccxlvi
即苦惱、

艱難、困難之意。

ccxlvii
何謂「困苦」呢？試想保羅被人施與壓力，對頭人總

不放過他，如同逼使他奔往盡頭的街道去，使他透不過氣一般。作為基督的

使徒，真是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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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世人施與的苦楚：	

(1) 被鞭打之苦楚：「鞭打」，分別可解作被人擊打、鞭打作為刑罰之意。ccxlviii

為了傳揚基督赦罪的福音，使徒忍受了多次皮肉之苦。	

(2) 被監禁之苦楚：世人視自由為寶貴的；可是，保羅卻為了傳播救主的福音而

被人｢監禁」。他為信仰甘願失去寶貴的自由，為福音竟成為階下囚。	

(3) 被擾亂之苦楚：「擾亂」，乃是暴動或充滿暴力的混亂之意。ccxlix
使徒保羅

在傳福音的時候，不單導致人家的反對，也叫該處的人作亂，他們以暴力對

付這位忠心的使徒（徒14：19；19：23）。	

iii) 自我約束的苦楚：	

(1) 勤勞之苦楚：「勤勞」，即勞動、辛勞、工作等意思。ccl
保羅甘心樂意長途

跋涉，飄洋過海前往各處的事奉，為要叫人得著福音的好處。	

(2) 警醒之苦難：「警醒」，意即不眠或不能入睡。ccli
換言之，保羅為著事主事

人，竟不眠不休，長期處於睡眠不足的狀態。這對一般人來說皆算為苦事。	

(3) 不食之苦楚：｢不食｣，乃是禁食或禁戒食物的意思。cclii
有學者指出，這個

詞彙，多是指甘願的不吃食物而言。

ccliii
雖然使徒沒有明說，但在聖經裡，

禁食多與禱告聯在一起；大有可能保羅是經常以禁食禱告來事奉主，成為他

生命的一部分。	

g) 神用人的兵器：	

i) 內在的兵器：	

(1) 以廉潔為兵器：「廉潔」，可解釋作純潔或指道德方面沒有瑕疵。保羅心中

存著清潔的意念，立志在道德方面要保持無瑕無疵，這就成為他勝過惡勢力

的兵器。

ccliv	

(2) 以知識為兵器：「知識」，可有四類不同的含義：	

(a) 通曉知識之意。	

(b) 知識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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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穩秘的知識、宗教或哲學的知識。	

(d) 了解、領悟力、理解之意。cclv
有聖經學者指出，這種的「知識」，不僅

是牧者的洞察力，也是對基督徒信仰的通曉，並且對神旨意甚為敏感之

意。

cclvi	

(3) 以恆忍為兵器：「恆忍」，含有忍耐、自制、平穩之意。cclvii
有原文學者說，

這個詞彙有時是用來形容基督徒的恆久忍耐的。忍耐是聖靈的果子，背後乃

是源自愛的（加5：22）。愛本身是有自制的（林前13：4）；從此可見，

愛與忍耐是彼此相連的。

cclviii
面對別人的悔辱及傷害，保羅沒有顯出忿怒或

還以顏色。

cclix	

(4) 以恩慈為兵器：「恩慈」，這裡的解釋應是仁慈，意即顯出仁慈的行動。

cclx
保羅絕不是以惡報惡，乃以恩慈來對待仇視他的人。世上的兵器滿有殺

傷力；可是，從神僕而來的兵器卻完全不同。源自使徒內心世界的，不單沒

有拆毀性，並且是滿有恩慈的。通過保羅的行動，顯出神對人的接納及寬恕。	

ii) 外在的兵器：	

(1) 以聖靈為兵器：「聖靈的感化」，在原文裡是沒有「感化」這個詞彙的。由

於在保羅眾多美好品德中，只有提及聖靈，但卻沒有絲毫解釋這是甚麼的意

思；故此，有學者把這裡翻譯作「藉著聖靈的恩賜」，以此強調聖靈為屬靈

恩賜的源頭。

cclxi
可是，這皆是學者的臆測。在參照上文下理之際，不難發

現這是論到保羅遭遇到眾多危難時，他以甚麼態度及行動來面對。聖靈為保

惠師，祂是信徒地上最好的安慰及教師，在祂的帶領及教導下，屬主的人才

有能力來勝過外在不利或危難的環境。	

(2) 以愛心為兵器：「無偽的愛⼼」，意即誠懇、真誠、沒有偽善的愛心，cclxii

這乃是真實基督徒的表記。

cclxiii	

(3) 以道理為兵器：「真實」，不僅是歷史的真理，也可用來形容永恆不變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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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cclxiv「道理」，意即話語。在此，不少英譯本把它翻作「真確的話語」

cclxv
或「真誠的說話」。cclxvi

世人以諂媚及詭詐的言詞來得著別人的心，但

保羅卻不是如此。他以忠誠來對待別人，決不以花巧的說話來取悅別人。	

(4) 以神能為兵器：在使徒眾多軍備之中，他以神的「⼤能」為兵器。面對敵人

的威嚇及危機重重，如果沒有神能力的護衛，使徒一定不能站立得穩。	

(5) 以軍裝為兵器：「兵器」，可翻譯作兵器或盔甲等意思。cclxvii「仁義的兵器

在左在右」，新美國標準譯本把它譯作「在右⼿及左⼿的正義兵器」。cclxviii

此外，有聖經學者則把它形容為攻擊及防守的正義兵器。

cclxix	

h) 神用人的答辯：8榮耀、羞辱，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的，卻是誠實的；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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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富⾜的；似乎⼀無

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6：8至10）面對中傷保羅之人的指控，使徒以東

方人的誇張法或修辭學的風格來作出答辯。

cclxx
世人眼中的保羅，與神眼中的使徒，

乃是截然不同的。換句說話，屬世的人與屬主的人，對使徒保羅皆有很大差距的評

價。簡單來說，人家對保羅的為人可有以下兩種不同的反應：	

i) 似乎是：	

(1) 極其羞恥：「羞辱」，人家視保羅為不名譽、恥辱及羞恥的。cclxxi
使徒默默

及勤勞的事奉，可是卻不能換取某些人的尊重。	

(2) 臭名遠播：「惡名」，有英文譯本翻作「壞的報導」，cclxxii
其原意是中傷、

誹謗、侮辱、壞或邪惡的報導。

cclxxiii
保羅一生的對頭人不少，以言語中傷他

的人實在太多了！	

(3) 虛假使徒：「誘惑⼈的」，乃是別人對保羅的指控，說他不是真正的使徒，

即假冒為使徒的意思。

ccl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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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人認同：「不為⼈所知」，大有可能是指使徒自己及其事奉不被人所認同

或承認。

cclxxv	

(5) 幾乎要死：「要死」，說明保羅因事奉的緣故，幾乎多次喪命（林後1：8

至9；4：10至11；11：23）。	

(6) 慘被責罰：「受責罰」，意即被人懲治或責罰等意思。cclxxvi
人家視保羅如同

犯了罪一般，接受刑罰乃是合理的懲治。	

(7) 憂憂愁愁：人家視保羅為「憂愁」的人，因他不能享有安舒的生活，更談不

上擁有世上物質的好處。	

(8) 貧貧窮窮：為了人家得著福音的好處，保羅竟變得「貧窮」，這是有目共睹

的事實。	

(9) 一無所有：保羅不單是貧窮，更是「⼀無所有」。用現今的術語來說，使徒

為當代的赤貧者。	

ii) 其實是：	

(1) 滿有光彩：一般人不單視保羅的工作是沒有「榮耀」的，並且認為其事奉是

極其卑賤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如此的事奉乃是極其光彩及榮耀的。	

(2) 享有美名：「美名」，即稱讚或美好的報導之意。cclxxvii
昔日人家以各樣的

方法來對付保羅，其中一個就是故意扭曲事實，把邪惡的名號加在他身上；

可是，在蒙恩得救的信徒中，使徒被多人所尊崇，擁有美好的名聲。	

(3) 真實使徒：「誠實的」與「誘惑⼈的」作比較，藉此帶出保羅為真確的使徒。	

(4) 享有盛名：保羅是「⼈所共知的」。時至今日，有誰沒有聽過使徒保羅的事

跡呢？	

(5) 仍然活著：多人想謀害保羅，甚至想致他於死地，但保羅卻見證說，他仍是

「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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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至喪命：「受責罰」與「不⾄喪命」連在一起，說明保羅雖然被人刑罰，

但卻不致失去生命。	

(7) 滿有快樂：以保羅生活的質素及環境來看，人家斷定他是沒有快樂的；但保

羅卻歡然說自己是「常常快樂的」。	

(8) 叫人富足：雖然使徒沒有地上的豐富，但他卻擁有天上的豐富。藉著傳揚福

音，他能「叫許多⼈富⾜」，得著從上頭而來的恩典及豐盛。	

(9) 一無所缺：人家視保羅如同赤貧者，但保羅卻認為自己是「樣樣都有的」。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三類的苦楚：保羅在此論到三類人世間的苦楚，一是「一般世上的苦楚」，二是

「世人施與的苦楚」，三是「自我約束的苦楚」（林後6：4至5）。活在世上總有

苦難，「一般世上的苦楚」是沒有人可括免的。作為甘心樂意背十架跟隨主的基督

徒，一定會嘗過因信仰而遭「世人施與的苦楚」。為著更有效的事奉主，保羅決志

進行自我約束。「自我約束的苦楚」不是強迫的，乃是自發及自願的，背後的動機

是為了傳揚基督及其福音。	

b) 內外的裝備：使徒擁有內外的兵器，使他能有效的傳揚福音（林後6：4至7），這

乃為使徒事奉主的心得。	

c) 與神同工：基督徒雖然已蒙主的赦免及拯救，但畢竟仍是十分微小及污穢；但神卻

不介意我們的瑕疵，把事奉的職分賜給我們，叫我們能與祂同工，這是何等大的殊

榮及福分（林後6：2）。為這緣故，我們屬主的人應十分珍惜為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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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事奉心志：弟兄姊妹，保羅在此論到他自己多方面事奉主的心志，讓我們好好的嘴

嚼及消化，以致能成為我們一生的幫助。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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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善勸信徒〈一〉（6：11至7：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是張開的，⼼是寬宏的。」有何含意（林後6：11）？	

b) 保羅指哥林多信徒「狹窄」，背後有甚麼意思（林後6：12）？	

c) 信與不信不能共負一軛，對基督徒來說，其範圍究竟有多大（林後6：14）？	

d) 「彼列」是誰（林後6：15）？	

e)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民。」

（林後6：16）源自何處？	

f)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

（林後6：17）是否出現在舊約聖經裡呢？	

g) 「我要作你們的⽗；你們要作我的兒⼥。」（林後6：18）主曾在何處說這句話呢？	

h) 身體的污穢與靈魂的污穢有何分別（林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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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基督為主；「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什麼相和呢？」（林後6：

15）？保羅把耶穌基督與撒但同列在一起，為要帶出鮮明的對比。耶穌基督為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祂的國度是直到永永遠遠的（啟19：16）；而彼列（撒但）

則是世上的王，其國度必會終結（啟20：10；林後4：4）。再者，基督的國度是

光明及榮耀的，而撒但的國是幽暗及邪惡的（弗6：12）。使徒保羅如此說話，為

要強調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是沒有瓜葛的，藉此強化信徒務必活出分別為聖的生活。	

b) 真神的殿：會幕及聖殿是代表神與人同在的表記（出40：34至38；王上8：10），

而偶像的廟宇則是擺設外邦神像的地方。興建聖殿的目的是為了敬拜真神，而偶像

廟是為了敬拜假神；兩者截然不同，絕對不可混為一談，這正是保羅的意思。	

c) 信徒的父：18我要作你們的⽗；你們要作我的兒⼥。這是全能的主說的。（林後6：

18）這乃是神向人所作出的應許，說明人可與神擁有父子或父女的親密關係（參

考撒下7：14；7：27）。	

d) 全能的主：保羅認識的主是全能的，祂乃是那位「全能者」。cclxxviii	

e) 使徒的見證：	

i) 使徒的口：保羅向哥林多教會坦然的作見證說，他的「⼝」cclxxix
是「張開」的。

究竟保羅的意思是甚麼呢？新英王欽定本是翻作「我們對你們說話是開放的」，

cclxxx
新美國標準譯本是譯作「我們的⼝對你們所說是釋放的」。ccl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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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使徒的心：	

(1) 特選詞彙：「⼼」，即內裡的我，這包括意志、思想、慾望等。cclxxxii「寬

宏」，字面的意思是搌大其心，意即顯露出情感。cclxxxiii	

(2) 寬宏的心：簡單來說，使徒對哥林多教會是真心的；故此，所說的都是肺腑

之言。	

f) 使徒的懇求：	

i) 以真情相待：	

(1) 信徒的實況：「狹窄」，意即把對人家的情感有所轄制，或保留其同情心。

cclxxxiv「⼼腸」，在希臘人的用語裡，這個名詞可解作人體的內臟。cclxxxv
人

以心來比喻作情緒的座位，或用來形容感情本身。

cclxxxvi
在此，保羅論到哥

林多信徒是「⼼腸狹窄」的，這是與他無關（林後6：12），完全是他們自

己的取向。他們不願意以真情來對待使徒，便故意轄制其感情了。

cclxxxvii	

(2) 保羅的期望：13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的孩⼦

說的。（林後6：13）使徒自己以真情來對待哥林多教會，並且盼望信徒也

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他。	

(3) 保羅的懇求：保羅視哥林多教會為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多是由使徒親手帶

領信主的。現今保羅以屬靈父親的位分來勸他們，好叫信徒能向他流露真情，

活出在主裡應有的情義。	

ii) 聖潔的生活：	

(1) 分別為聖的真理：「原不相配」，其原意是不相等的一同上軛，藉此帶出錯

誤的配合，

cclxxxviii
這正是英王欽定本及不少其它譯本的翻譯。

cclxxxix
保羅的對

頭人要爭取哥林多教會的擁護及效忠，現今使徒便起來為自己伸辯。究竟保

羅的對頭人是誰，解經家持兩種不同的見解：	

(a) 第一種講法：有些解經者認為保羅的對頭人是異教徒（參考林前10：



 83 

14）。有學者認為保羅以農業社會有關的比喻，通過不可用牛驢一同耕

地（申22：10），說明信徒與非信徒不可擁有密切的交往。ccxc	

(b) 第二種講法：指這些敵對者是假師傅。在參照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二至四

節，這種講法比較合理。

ccxci	

(2) 分別為聖的反問：保羅在此先後發問了五個問題（林後6：14至16），而他

假設每一個答案都是「不」的。ccxcii
這幾個問題，背後的用意是說明基督徒

與假師傅是彼此不相容的。	

(a) 正義與不義：	

(i) 特選詞彙：	

1. 「義」，含有正義、甚麼是對的及公正之意。ccxciii	

2. 「不義」，可解釋作違法、邪惡、非法的事情。ccxciv	

3. 「相交」，即同夥、某些共通之處、分享。ccxcv	

(ii) 保羅之意：在此使徒反問信徒，究竟正義與邪惡有甚麼共通之處呢？

兩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彼此決不可同夥。	

(b) 光明與黑暗：保羅說：「光明和⿊暗有什麼相通呢？」「相通」，可解

作團契、彼此親密的聯繫。

ccxcvi
光暗及黑暗兩者是明顯分開的，彼此難

以相容，因為光所到之處，便把黑暗驅走。通過光暗的反問，保羅讓信

徒知道自己乃是光明之子，決不可與罪惡為伍。	

(c) 基督與彼列：	

(i) 特選詞彙：	

1. 「彼列」，乃是魔鬼的別名。ccxcvii	

2. 「相和」，含有同意或和諧之意。ccxcviii	

(ii) 保羅之意：保羅反問信徒，基督與撒但能夠達成協議嗎？他們彼此勢

不兩立，乃是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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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主與不信：	

(i) 特選詞彙：「相⼲」，即部分、共有、或共通之意。ccxcix	

(ii) 保羅之意：信主與未信主的人，不論在處人處事、人生取向上，皆有

不少的分歧。換句話說，兩類的人沒有甚麼共通的地方，這正是保羅

於反問中所帶出的答案。	

(e) 神殿與偶像：	

(i) 特選詞彙：「相同」，可解作共同的協議。ccc	

(ii) 保羅之意：藉著保羅所特選的詞彙，讓我們可聯想到神的殿與偶像廟

根本沒有任何共同協議的。通過以上五個的反問，讓哥林多教會好好

思想甚麼是分別為聖的生活。接著第十七至十八節，使徒便繼續講解

分別為聖的真理。	

(3) 分別為聖的根據：	

(a) 第一處的經文：「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

的神；他們要作我的⼦民。」（利26：11上；26：12上：出6：7；利

26：12下；耶32：38；結37：27下）。ccci
保羅表明基督徒即是神的子

民，那麼便應為主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了。	

(b) 第二處的經文：「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

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賽52：11）cccii
保羅提醒信徒，切勿被世俗

的污穢所沾污。不錯，異教的風俗可沾污基督，但假若保羅心中的意念

是論到假師傅的話，那麼他就是借用舊約的經文來提醒信徒要慎防假師

傅的錯謬了。	

(c) 第三處的經文：「我要作你們的⽗；你們要作我的兒⼥。」（撒下7：

14上）ccciii
基督徒不單成為神的子民，更可享有神兒女的名分。這個特

殊的關係，一方面表明是極其親密的，另一方面也說明父神對其子女的

期望或要求（參考來12：9至11）。父神要求其子女要聖潔，切勿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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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要為祂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特選詞彙：保羅特別選用了五個字眼：「相交」，「相通」，「相和」，「相⼲」，

「相同」。這幾個詞彙，在意思雖有差距，但卻也有一點點共通之處，藉此說明假

師傅（或異教徒）與基督徒是不可聯合在一起的（林後6：14至16）。	

b) 父的兒女：蒙神拯救的人不單成為神的子民，也享有神兒女的名分（賽43：6）。

在舊約裡，神要求其兒女要聽命，並且在新約教會時代也是如此（林後6：18）。	

c) 信與不信：不少人認為這節經文是指到基督徒不可與異教徒通婚或合夥經商（林後

6：14），ccciv
雖然這裡沒有明說這是指甚麼，但可把它應用在我們信徒的生活上，

要小心怎樣與世俗人交往。	

d) 分別為聖：父神的心意是期望祂的兒女可分別為聖的生活，避免沾上世俗的污穢。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及責任。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讓

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向未

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可

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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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善勸信徒〈二〉（7：2至16）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何保羅請求哥林多教會接納他呢（林後7：2）？	

b) 究竟保羅在馬其頓有甚麼遭遇呢（林後7：5）？	

c) 提多怎樣帶安慰給保羅呢（林後7：6）？	

d) 使徒在何時寫這裡所提及的信件呢（林後7：8）？	

e) 為何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為要叫他們憂愁呢（林後7：8）？	

f) 得救怎樣會與憂愁扯上關係呢（林後7：10）？	

g) 為甚麼按照神的意思憂愁可發出以上的一些表現呢（林後7：11）？	

h) 在這裡提到「那虧負⼈的」與「那受⼈虧負的」，究竟這兩人是誰呢（林後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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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安慰：「安慰」，在此應解作鼓勵或安慰之意。cccv
神藉著提多把好消息帶給

保羅，

cccvi
叫人的說話或事件來安慰他。

cccvii	

b) 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新英王欽定本是譯作「屬神的原則」（林後7：9，

11）。cccviii
而新美國標準譯本則是翻作「神的旨意」（林後7：9，10）。cccix

其實

在原文聖經只有「神」這個字。cccx
保羅的意思是說，使用按照神所指的原則、方

法、或心意，才能帶出預期的果效。詳盡的解釋，請參閱向下箭號的部分。	

c) 保羅的請求：	

i) 請求接納：2你們要⼼地寬⼤收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

誰的便宜。（林後7：2）「⼼地寬⼤收納」我們，有譯作「向我們敞開你的

⼼」，cccxi
或有翻作「在你的⼼為我們留下空處」，cccxii

三種譯法十分接近原文

字面的意思。簡單來說，這裡應解作對我們存友善的態度之意。

cccxiii	

ii) 被人指控：有學者指出，「虧負」可解釋作不公正地對待別人、傷害別人、或

使某人陷在罪中。

cccxiv
也許這是對頭人對保羅作出的指控，說他於道德及經濟

方面帶給無辜者的傷害。大有可能某些哥林多信徒誤以為真，相信了人家對保

羅無理的指控（林7：2）。cccxv	

iii) 接納之因：使徒請求哥林多教會的接納，意即期望信徒以友善的態度來對待自

己。他在此列舉了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未曾虧負過任何人；第二，未曾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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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過任何人；第三，未曾佔過人家的便宜。	

d) 保羅的心意：	

i) 存著愛心：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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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7：3）	

(1) 不定人的罪：在甚麼地方看見保羅是深愛哥林多教會呢？雖然某些信徒對保

羅有所虧欠，但他沒有責怪他們。在字裡行間裡，使徒清楚表明不是要定他

們的罪。在此，不單看見保羅心胸的廣闊，並且看見他深愛這些主內的弟兄

姊妹。	

(2) 生死不相離：不論是生是死，使徒甘願與他們共存亡，因為哥林多信徒是他

的心上人。保羅是真心對待哥林多教會的，這乃是有目共睹的。沒有愛，人

根本不會如此說話。	

ii) 存著信心：4我⼤⼤的放膽，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滿得安慰；我們

在⼀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林後7：4）「放膽」，可解作勇敢、大膽、率直

的意思。

cccxvi	

(1) 引以為榮：使徒不單沒有因信徒的猶疑不定，懷疑他使徒的資格而生氣；反

之，更顯出對他們永不退減的愛情。

cccxvii
在此，我們看見使徒竟以哥林多教

會為誇口的對象，不但顯出他對信徒的信任，背後更看見他對信徒所懷的愛

意。	

(2) 滿得安慰：為何保羅得著安慰？首先，他深信神必定在信徒中作工（林前1：

4至9）；再者，提多把哥林多教會的好消息帶來，好叫使徒心中得著安慰。

cccxviii	

(3) 忍受苦難：雖然落在苦難中，保羅仍覺得有喜樂。為著傳揚及牧養哥林多教

會，使徒受了不少的苦楚，但心中仍滿有喜樂，因為他一方面對神不疑的信

靠；另一方面也信得過這群信徒必能成為他的誇耀及安慰。	

e) 保羅的經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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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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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爭戰，內有懼怕。（林後7：5）	

i) 各種的難處：保羅抵達馬其頓後，便經歷各種不同的難處。在此，他論到四種

不同的經歷：	

(1) 沒有安寧：這裡的「身體」，乃是指保羅自己的軀體而言。cccxix「安寧」，

其原意可解作欣慰、安息、鬆弛。

cccxx
為何保羅沒有欣慰或安息呢？參閱上

文下理時，便發現保羅自己已下了註腳：「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

怕。」	

(2) 四周遭難：「周圍」，即四周、四方八面之意。cccxxi「患難」，含有忍受艱

難或感到逼迫的意思。

cccxxii	

(3) 外有爭戰：「外」，乃是從外邊或外邊之意。cccxxiii「爭戰」，可以解作嚴

重的沖突、爭執、戰鬥。

cccxxiv	

(4) 內有懼怕：「內」，應是指保羅內裡的人而言。cccxxv「懼怕」，含有恐懼或

恐懼的狀態之意。

cccxxvi
換言之，保羅身處馬其頓之際，其內心世界是充滿

恐懼的。	

ii) 難處的因由：保羅最先在二章十三節裡交待他的行程，然後便停止繼續說下去。

（有關保羅實際的行程，可參閱第五課的註解76。）在此，便再次交待其行程

的細節或經歷。保羅在馬其頓等待提多時，其身體沒有安寧，大有可能是指他

為到提多的出現而坐立不安。「外有爭戰」，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指人家因保

羅而引發的吵架，或是指自使徒抵達馬其頓後，人家便起來反對或逼迫他，

cccxxvii
也許這正是「周圍遭患難」的註解。「內有懼怕」，大有可能是保羅為到

提多在路上的安全而掛心；此外，也恐怕哥林多教會收到那封「嚴峻的信件」

後，會導致很大的迴嚮。

cccxxviii	

f) 提多為使者：6但那安慰喪氣之⼈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7不但藉著他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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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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7：6至7）	

i) 藉提多帶來安慰：何謂「喪氣」？這裡應解作垂頭喪氣、氣餒、沒有盼望之意。

cccxxix
從此可見，保羅為到哥林多教會內部的問題而憂心，因信徒的軟弱叫人感

到非常的失落。感謝神，提多在哥林多教會看見信徒有所悔改及回轉，並且把

這大好的消息帶回給保羅。當保羅及提多在馬其頓相遇時，提多便成為保羅得

安慰的使者。	

ii) 藉信徒帶來安慰：在此，使徒提到三組的字眼，乃是看見哥林多教會收到他發

出「嚴峻的信件」後，便有所醒覺及回轉，以致再次接受保羅為他們的使徒及

屬靈的父親，因而叫保羅得著很大的安慰及鼓舞。	

(1) 「想念」，含有渴望之意。cccxxx
簡單而言，哥林多信徒對保羅再次顯出在主

裡的情義，深切願意與他見面及和好。

cccxxxi	

(2) 「哀慟」，即哀悼、深切的悲傷、憂傷。cccxxxii
藉著如此強烈的字眼，讓我

們看見哥林多教會收到那封「嚴峻的信件」，經過反思後，便大大的悲哀。

這是悔改歸正的表現。	

(3) 「熱⼼」，在眾多意思中，這個詞彙在這裡應解作熱切的關注或深深投入的

熱誠。

cccxxxiii
昔日哥林多信徒曾經冷落了其屬靈的父親，現今卻以這種熱情

來對待保羅；由此可見，哥林多教會已回轉歸向其牧者了。	

iii) 保羅得安慰：從提多的口中得聞信徒有適切的改變，作為屬靈父親及牧人的保

羅怎能不歡喜快樂呢？	

g) 保羅的信件：	

i) 寫信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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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7：8）「憂愁」，這個字眼在七

章八至十一節內，一共出現了六次。

cccxxxiv
其意思是使人憂愁、引起悲傷、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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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

cccxxxv
眼見哥林多的軟弱，作為屬靈父親的保羅很難過。完結在哥林多的

第二次訪問後，使徒便離開這塊傷心地，之後寫了一封「嚴峻的信件」，委託

提多把信件送交哥林多教會。相信這封信件其言辭一定十分很嚴厲，叫讀者憂

愁及難過。	

ii) 之後的感受：	

(1) 起初有點懊悔：「懊悔」，在此的意思是感到憂愁、遺憾、懊悔。cccxxxvi
寫

完這封「嚴峻的信件」後，起初保羅確實有點遺憾或後悔，也許覺得其用詞

過於嚴厲，一方面不想傷害信徒，另一方面恐怕他們一時間很難接受。	

(2) 最終卻不懊悔：現今保羅獲知信徒悔改歸正的消息後，便不再懊悔了。這封

信件收到預期的果效，便叫使徒快樂不已。	

iii) 信件的果效：	

(1) 按神意思憂愁之含意：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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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於因我們受虧損了。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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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7：9至10）哥林多信徒收到保羅所寫那封極其嚴厲的信

件後，唸完便憂愁起來，並且生發出懊悔來。此外，保羅更表明這封信不會

叫信徒受損害，因為這種憂愁決不是從人而來的，乃是出自神的意思。

cccxxxvii	

(2) 按神意思憂愁之表現：11你看，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出何等的

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責罰（或作：自責）。在這⼀切事

上，你們都表明自⼰是潔淨的。（林後7：11）保羅列舉按照神意思憂愁的

人有以下的一些表現：	

(a) 「殷勤」，可解作熱心，cccxxxviii
或熱切的關注。

cccxxxix
真心悔改的人，應

顯出熱切或熱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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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訴」，乃是為自己辯護、安排正式的辯護之意。cccxl
保羅如此的用詞，

cccxli
為要藉著信徒的行為，表明他們已有悔意，說明他們是無辜的。	

(c) 「自恨」，即憤慨或忿怒之意。cccxlii
為何信徒會生發出憤恨來？有學者

推斷因那人曾試圖詆毀保羅的人格，現今獲知他們好歹不分，因而失去

應有的立場，顯得非常的憤慨。

cccxliii	

(d) 「恐懼」，懼怕或恐怕的狀態。cccxliv
大有可能，哥林多信徒是懼怕使徒

再次到訪哥林多時，會看見他極其嚴厲的一面（林前4：21；7：15；13：

2）。cccxlv	

(e) 「想念」，說明哥林多的基督徒很渴望能與保羅再重逢，背後之意說明

他們已再次確定保羅使徒的身份及地位。	

(f) 「熱⼼」，信徒再以熾熱的情感來對待這位使徒，證明他們已重新收納

使徒為牧者了。	

(g) 「責罰」，意即施行公正的行動。cccxlvi
換言之，信徒已作好準備，期望

冒犯保羅的人可得到刑罰，在這件事情上顯出公正來（參考林後2：6）。	

(3) 按神意思憂愁之證明：	

(a) 信徒是得救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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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7：10）「得救」，意即處

於得救或得救的狀態中。

cccxlvii
有聖經學者指出，由於哥林多信徒是按照

神的意思憂愁，不單生發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亦藉此說明他們是得蒙

救贖的人。

cccxlviii	

(b) 信徒是無罪的：「潔淨」，即純潔或無罪的。cccxlix
為何信徒是清白或無

罪呢？於聖經學者中，最少有兩種不同的見解：	

(i) 先前與冒犯保羅處於同一陣線上，由於已覺悟前非知錯了，表明他們

現今是處於無罪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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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從哥林多信徒對待提多的態度，證明他們是無罪的。但似乎第一種的

講法更為合理（參考林後7：7）。cccl	

h) 那虧負人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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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表明出來。（林後7：12）cccli
在這裡提

到「那虧負⼈的」與「那受⼈虧負的」，究竟這兩人是誰？解經家在此有不同的見

解：	

i) 亂倫的人及其父親：有一派學者認為這裡論到「那虧負⼈的」，乃是那犯姦淫

的人（林前5：1），而受害者是其父親，因為那亂倫的男子竟娶了其繼母為妻。	

ii) 敵擋保羅的及保羅：這派學者認為「那虧負⼈的」不是哥林多信徒，乃是起來

敵擋保羅的人。而「那受⼈虧負的」就是保羅自己。ccclii
這個才是合理的解釋。

cccliii	

i) 保羅的稱讚：	

i) 得著安慰：13故此，我們得了安慰。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眾⼈使提多⼼裡

暢快歡喜，我們就更加歡喜了。（林後7：13）哥林多教會接待提多，意即接

受他為保羅的送信人；此外，亦說明他們是極其樂意接受那封信件的內容。這

不單叫提多高興，並且更叫保羅感到欣慰。	

ii) 誇獎信徒：	

(1) 源自真心：14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什麼，也覺得沒有慚愧；因我對提多誇

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都是真的。（林後7：14）

使徒保羅曾在提多面前誇獎過哥林多教會，雖然信徒曾叫他失望，但為此他

也不覺得慚愧，因為他對教會是出自真心的。現今信徒有回轉歸正的跡象，

更表明保羅昔日的誇獎是沒有落空的（林後7：14）。cccliv	

(2) 接待提多：15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他



 94 

愛你們的⼼腸就越發熱了。（林後7：15）哥林多信徒以順服及恐懼戰兢的

態度來接待提多，這是提多可作見證的。為這緣故，提多也對這地方教會產

生情愛，以真情來對待這處的信徒。	

(3) 心中歡喜：16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林後7：16）由於哥

林多教會願意接納保羅所差派的使者，背後證明他們是甘心樂意的接納保羅

為使徒的權柄。信徒如今的行為，叫保羅感到十分歡喜。為何如此的快樂？

理由非常簡單，信徒如此的決定，說明他們不再接受假師傅的權威了！為這

緣故，保羅可放下心頭大石了！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馬其頓的經歷：保羅前往馬其頓等待提多之際，在當地吃下了不少的苦頭。當時他

實在經歷不少的難處，分別是「沒有安寧」，「四周遭難」，「外有爭戰」及「內

有懼怕」。面對事奉重重的障礙，有些是從教會外面來的，也有一些是源自教會內

部的。可見所受的艱難實在很大，他獨個兒要面對「內憂外患」的挑戰（林後7：

5）。	

b) 真懊悔的表現：按照神的心意來憂愁，才會生發出真正的懊悔。在此，有七點是值

得留意：「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責

罰」。	

c) 寬廣的心：保羅的心胸實在廣闊，人家在他身上所施與的傷害，一概很少理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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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怎樣呢？	

d) 何謂懊悔：按神的意思憂愁的人，必定會顯出懊悔的果子來。單單只為罪難過，但

卻沒有任何適切的行動，這絕對不是悔改。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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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愛心禮物〈一〉（8：1至9）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英文聖經論到馬其頓教會是眾數的，究竟是指那些教會呢（林後8：1）？	

b) 馬其頓有甚麼患難及試煉呢（林後8：2）？	

c) 為甚麼耶路撒冷教會有那麼多貧困者呢（參林後8：2至4）？	

d) 甚麼是「捐助」（林後8：3）？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旨意：5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獻

給主，又歸附了我們。（林後8：5）ccclv
在幫助聖徒的事情上，馬其頓教會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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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來行的。馬其頓在支援聖徒的愛心禮物上，其心態是先獻給神，而不單是

如世上一般的捐助。	

b) 基督之恩：9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林後8：9）	

i) 本是富足：「富⾜」，在原文聖經裡，第一個是形容詞，第二個卻是動詞。

ccclvi
前者（原文編號4145）ccclvii

及後者﹙原文編號4147）ccclviii
皆含有富裕或富

足之意。	

ii) 成為貧窮：「貧窮」，在這節經文裡，第一個是動詞（原文編號4433），ccclix

而第二個是女性的名詞（原文編號4432）。ccclx
在希臘人的世界裡，以上兩組

的字眼均可用來描繪赤貧或行乞

ccclxi
。藉著詭詐的講法，表明基督本是極其富

足的，但為著信徒的緣故竟變成赤貧。

ccclxii	

iii) 主的恩典：從何見得耶穌基督是滿有恩惠的呢？這位源自天上的萬王之王、萬

主之主，竟甘心樂意紓尊降貴。神的兒子竟取了人的肉身，住在世上三十三年

多，過著赤貧的生活，最後更為全人類的罪被釘死在十架上，成為世人的贖罪

祭。此外，世人接受祂的救恩便可白白的稱義，成為神的兒女。罪人本不配蒙

恩，現今卻可無條件的得著這份從神而來的禮物。藉著主耶穌的降生、受死及

復活，我們看見祂對人的恩情。	

c) 貧困的聖城基督徒：	

i) 保羅發動救援的行動：據學者的研究，保羅在主後52至57年花了不少時間及精

力，在外邦教會中發動救濟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行動（羅15：26）。ccclxiii	

ii) 至於猶太基督徒為何會落在貧困裡，聖經學者提供了以下幾個的原因：	

(1) 由於猶太人歸信基督後，在社交及經濟方面被同胞所排斥。	

(2) 初期教會凡物公用的制度受到濫用（徒2：44，45；4：32，34，35），但

這未必是構成他們變成貧困的原因。	

(3) 在羅馬君王革老丟統治期間，於主後46年巴勒斯坦有饑荒的發生。由於耶

路撒冷人口眾多，情況變得更為嚴重（徒11：27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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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路撒冷教會為眾教會的母會，負責供應大量教師的生活費及接待到訪聖城

的基督徒，意即其開支是十分龐大的。	

(5) 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要繳付雙重的稅項，意即他們要分別把稅項交給猶太人

及羅馬人，這叫他們百上加斤。

ccclxiv	

d) 保羅對信徒的勸勉：使徒引述馬其頓教會的見證，藉此提醒及激勵哥林多教會應盡

力來記念落在患難的信徒（林後8：1）。	

e) 馬其頓教會的見證：	

i) 蒙恩的馬其頓教會：1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2就是

他們在患難中受⼤試煉的時候，仍有滿⾜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

們樂捐的厚恩。（林後8：1至2）使徒保羅為馬其頓教會在哥林多信徒面前作

見證，他們雖沒有世上安舒的生活，也談不上富足，但在主裡面卻是蒙恩的。

馬其頓信徒不單在逆境裡沒有跌倒及自怨自艾；反之，更能在受苦的道路上顯

出愛主愛人的心，熱心活出聖經的教訓及神的旨意（林後8：5），這才是蒙恩

教會最佳的寫照。	

ii) 馬其頓教會的地點：馬其頓位於羅馬帝國版圖的北面，即希臘的一個省分。
ccclxv
保羅提及的馬其頓眾教會是位於腓立比（徒16：12至40）、帖撒羅尼迦

（徒17：1至9）及庇哩亞的教會（徒17：10至15），乃是由保羅親手所建立

的。

ccclxvi	

iii) 馬其頓教會的情況：由於飽經戰亂，加上羅馬帝國的擄掠及暴政，使馬其頓省

變得分外的貧窮。

ccclxvii
為了信仰，馬其頓教會吃了不少苦頭（腓1：29至30；

帖前1：6），但他們卻仍能站穩陣腳（腓1：5；帖前1：7）；此外，這群信徒

還在經濟方面支持保羅的需要（腓4：15）。ccclxviii	

(1) 面對患難：「患難」，在英王欽定本內，這個詞彙分別翻作災難、痛苦、煩

惱、苦悶、逼迫等。

ccclxix
雖然使徒沒有說明這是甚麼的患難，但深信馬其頓

教會所遭遇的難處是絕不等閒的。	

(2) 面對試煉：「試煉」，在此可解作測試。cccl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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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對貧窮：「極窮」由兩個字眼組合而成。「極」，乃是極其或在比例上之

極點之意。

ccclxxi「窮」，即貧困或缺乏之意。ccclxxii
使徒保羅對馬其頓教會有

如此的形容，為要說明他們是落在物質的缺乏中。雖然處於赤貧的狀態中，

但仍然是樂善好施，把金錢送給落在困境中的信徒。	

iv) 馬其頓教會的捐助：	

(1) 慷慨捐助：2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試煉的時候，仍有滿⾜的快樂；在極窮

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林後

8：2），意即是慷慨的捐助。ccclxxiii
落在赤貧中的教會，沒有因自己不足的

緣故便忽略了主內的肢體；反之，卻伸出援手，大大的在經濟上協助有需要

的耶路撒冷教會。	

(2) 甘心樂意：「甘⼼樂意地」，乃是樂意的、自願的、甘願的，並且意味著自

發的行動。

ccclxxiv	

(3) 捨己精神：馬其頓的基督徒不單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來奉獻金錢，而且是超過

自己應有的力量，藉此來記念耶路撒冷的信徒。一方面是顯出他們樂於助人

的心，另一方面是流露出他們捨己為人的精神（林後8：3）。	

(4) 主裡團契：4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林後8：

4）「恩情上有分」，其原意可解作團契，ccclxxv
在此則含有參與及分享之意。

ccclxxvi
故此，新美國標準譯本把它翻作「參與支持聖徒」。ccclxxvii

通過以上原

文字義及英文譯本的翻譯，讓我們看見馬其頓教會是看重主裡互為肢體的真

理，盼望藉著愛心的禮物可參與支援貧困信徒的工作。	

(5) 按照期望：5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

自⼰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林後8：5）ccclxxviii
馬其頓教會依照使徒的期

望獻上金錢，支持救助耶路撒冷教會內貧困的人。	

(6) 先獻給主：馬其頓教會的回應非常特別，他們不單依照使徒的期望來成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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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並且是依照神的心意來辦事。神期望信徒能在生命中定準優先次序，意

即將自己奉獻給神。有了個人的委身，接著才會對人有慷慨無私的捐助。

ccclxxix	

(7) 按著神旨：馬其頓曉得何謂信徒的優先次序，並且明白神所定規的旨意。屬

神的人應按照神的意思來過活，在奉獻的事情上也應如此。神所看重的不是

金錢或物質，更為要緊是信徒的本身。神期望可得著人的心，過於得人所獻

上的金錢。馬其頓信徒明白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然後才把金錢擺上，

記念在主裡貧窮的肢體。救助有需要的信徒不應高据在信徒心中的首位，以

神為首才是合宜的抉擇。	

f) 對哥林多信徒的期望：	

i) 委託提多辦理：6因此我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

（林後8：6）提多為信差，把那封「嚴峻的信件」送往哥林多教會；此外，也

受託於保羅，把耶路撒冷的需要再次陳明在他們的面前（參考林前16：1至4）。

ccclxxx	

ii) 自己個人願望：7你們既然在信⼼、⼝才、知識、熱⼼和待我們的愛⼼上，都格

外顯出滿⾜來，就當在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顯出滿⾜來。（林後8：7）ccclxxxi
保

羅表示哥林多教會既然擁有信心、口才、知識及熱心，現今再次以熾熱的愛心

來對他，並且還期望他們能以此態度來對待耶路撒冷的信徒，證明他們本身是

富足的。	

iii) 對信徒的測試：8我說這話，不是吩咐你們，乃是藉著別⼈的熱⼼試驗你們愛⼼

的實在。（林後8：8）保羅把馬其頓眾教會愛心的見證告知哥林多教會，而這

些教會絕不是由大富大貴的信徒所組成的，他們本身在物質上皆十分缺乏，但

竟大力的支持救援聖城裡的貧困者。使徒引述他們的見證，一方面想激勵哥林

多教會，另一方面想看看這群滿有恩賜及主恩的信徒，會不會有實際的回應，

意即試驗他們有沒有真實的愛心。	

iv) 應效法主耶穌：在這段說話完結時，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應效法主耶穌（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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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耶穌基督本是富足的，但為了罪人的緣故，竟變成貧窮。在相對之下，

哥林多教會是比馬其頓教會富裕的，既然馬其頓教會對較自己貧困的信徒也作

出犧牲，那麼哥林多教會真的要有所表示了。況且，耶穌基督是眾教會之主，

祂也作出犧牲，何況跟隨祂的信徒呢？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神的恩典與苦難：普遍人落在苦難或赤貧的生活中，不單不會感到快樂，更難流露

出喜樂來。奇怪的是，馬其頓教會活在患難及極其貧窮的生活中，但仍有滿足的快

樂。如果沒有神的恩典，他們斷不會如此。不少教外的人及信徒，他們怎樣看神的

恩典呢？他們視一帆風順、無風無浪、豐衣足食、身體健康為神的恩典。當然，遇

到神如此的厚待，我們不能說這不是恩典；但保羅卻有更深入及超然的見解。落在

苦難及貧窮裡，仍然能快樂及照顧別人的需要，保羅確信這是神恩待馬其頓教會之

故（林後8：1）。	

b) 被人遺忘的使徒：大有可能當保羅寫哥林多後書之際，哥林多教會還未曾支持使徒

於經濟方面的需要（林後11：8至9；12：13；林前9：11至12）。ccclxxxii
由此可見，

哥林多信徒是虧待了其屬靈父親的。	

c) 視線的轉移：按人的一般見識來看，馬其頓教會不單沒有富足，也沒有經濟的能力

來幫助別人。可是，這群擁有美好靈性的信徒，他們卻懂得把其視線轉移到別人的

身上。假若人單單看自己的需要或苦況，便會忽略一些更有需要的人。求主幫助我

們，讓我們不會滯留在自憐的光景裡，多去關心一些比我們更可憐的人（林後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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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裡的情誼：雖然落在赤貧的生活裡，馬其頓教會不單盡了力量，並且是超過他們

的力量來幫助耶路撒冷的信徒。此外，馬其頓教會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求保羅，

好讓他們在這慈惠的善事上有分。由此可見馬其頓教會顯在主裡的情誼。也許馬其

頓信徒與耶路撒冷信徒是素未謀面的，但竟如此樂意的關心他們，顯出在主裡是手

足情深的（林後8：3，4）。世上有許多教會、機構、差會於經濟上是有缺欠的，

也許我們與他們是素未謀面，但可否在主裡關心他們的需用呢？	

e) 學效主耶穌：主耶穌基督本是富足的，但為了世人的好處竟成了貧窮，我們屬主的

人應學效祂所樹立的榜樣。不少歐美宣教士為著福音的緣故，願意放棄自己在當地

安舒的生活，並且捨棄其美好的前途也在所不辭，這是效法基督最美麗的寫照。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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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愛心禮物〈二〉（8：10至15）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何幫助貧困的聖徒是有益的呢（林後8：10）？	

b) 第十節的時間性有何關鍵之處？	

c) 哥林多教會遲遲沒有把愛心禮物送給耶路撒冷教會，有何緣故？	

d) 何謂「均平」（林後8：14）？	

e) 「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源自何經何典（林後8：15）？	

f) 為何保羅引經據典呢（林後8：15）？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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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徒的延誤：為何哥林多教會遲延不決，不盡快地把善款送到耶路撒冷教會呢？有

聖經學者根據哥林多後書的背景說，由於假師傅指控保羅為一個中飽私囊的人，一

定會把這筆款據為己有；故此，這次救援行動便逼告吹了（參考林後2：17）。
ccclxxxiii	

b) 保羅的意見：	

i) 意見的字義：「意見」，這個詞彙可解作不同的意思，在此乃是意見或所持的

見解之意（林後8：10）。ccclxxxiv	

ii) 意見的本質：「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是與你們有益。」（林後8：

10）「有益」，ccclxxxv
英文聖經分別譯作「於你有益處」、

ccclxxxvi
或「在這事情

上對你是最好的」。

ccclxxxvii
兩者皆是根據其原意來翻譯，這詞彙在此應解作使

其得著益處之意。

ccclxxxviii
為何保羅認為哥林多教會應在此時此刻向耶路撒冷教

會有所表示，叫他們在這時機裡得著益處呢？有聖經學者提供以下幾個原因：

ccclxxxix	

(1) 捐助的事情已事隔一年了；此外，捐助乃是哥林多信徒自己首先有這負擔及

感動的。

cccxc
既然是自發的，哥林多教會就不應再遲延，應及早把捐款送往

耶路撒冷的教會。	

(2) 由於哥林多教會已開始籌劃這教援的行動，既然已有初部的行動，就應早日

叫它得以圓滿的完成。	

(3) 新美國標準譯本讓我們看見，cccxci
在對比之下，哥林多教會是最先有這負擔

及計劃來支援貧困者的（林後8：10上）。換言之，哥林多教會應比馬其頓

教會更優勝才是；可是，現今馬其頓教會已完結這善工，但哥林多教會還未

能把善款送到貧困者手中。	

(4) 既然馬其頓教會以超過他們應有的能力來關心貧困者（林後8：3），那麼

哥林多教會更應按本分來奉獻（林後8：11）。	

c) 保羅的命令：「辦成」（林後8：11），意即完成、結束、達到目標。cccxcii
而這個

動詞的語氣是命令式的。

cccxc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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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父的身份：保羅的語氣先軟後硬（林後8：10至11）。第十節所論的意見，

乃是使徒個人的見解，盼望哥林多教會聽到時會接受；可是，一到第十一節其

語氣也改變了，轉以命令式的態度來說話。先前哥林多教會有內亂，有人起來

反對保羅使徒的威信，用盡一切的惡言及毀謗來踐踏哥林多教會的第一位牧師。

保羅藉著提多把「嚴峻的信件」交給教會，讀過之後，信徒不單顯出悔意，並

且再次接納引領他們信主的牧者。現今從提多的匯報中得知這喜訊；故此，保

羅以屬靈父親的身份（林前4：15至17），再次叮囑他們要作出適切的回應。	

ii) 本是有能力：保羅叮囑哥林多教會：「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林後8：

11）。甚麼是「照你們所有的」呢？新英王欽定本的翻譯與和合本的類同。新

美國標準的譯法是這樣：「按照你們的能⼒來完成」“the	 completion	 of	 it	 by	

your	ability”。cccxciv
保羅在此沒有轉彎抹角，卻是直接了當的表明哥林多是有經

濟能力的。	

iii) 本是有負擔：保羅在書信內為哥林多教會作見證：「既有願做的⼼」（林後8：

11）。從字裡行間，新美國標準譯本及新英王欽定本不約而同，讓我們發現哥

林多教會是有準備及願意的。

cccxcv
我們看見他們在救助貧困者的事情上是有熱

衷的。由於他們原先已有這負擔，保羅便以為父的位分來囑咐他們，務必完成

這工作。	

d) 奉獻的原則：	

i) 基本的原則：	

(1) 應要甘心樂意：12因為⼈若有願做的⼼，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

是照他所無的。（林後8：12）「願做的⼼」，英王欽定本是「樂意的⼼」，

cccxcvi
而新美國標準譯本則是「情願」（也可解作準備好）。cccxcvii

其原意含

有熱心、樂意、情願的意思。

cccxcviii
保羅在此向哥林多信徒重申一些奉獻的

基本原則，一是要有情願的心，決不可出於勉強。如果信徒出於甘心樂意來

奉獻，一定會蒙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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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要按照能力：論到愛心的禮物，保羅不單強調信徒不應出於勉強，並且應

按照其力量來獻上。	

(3) 並非鋤強扶弱：	

(a) 原文詞彙：	

(i) 「輕省」（林後8：13），可解作舒援、休息、鬆弛之意。cccxcix	

(ii) 「受累」（林後8：13），原意可解作患難或災難等意思。新國際譯

本把原意其中的一種味道翻譯出來，它是翻作「重壓」。cd
而新美國

標準譯本則把其原意另外的一種味道翻譯出來，它是翻作「痛苦」。

cdi	

(b) 保羅之意：使徒保羅並不希望這次善舉會變成哥林多教會的擔子，使他

們受痛苦，因為這絕對不是鋤強扶弱之行動。	

(4) 應要學習均平：14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

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這就均平了。（林後8：14）

「均平」，有平等及公正之意。cdii
何謂均平？保羅在此加以註解：現今在

相對之下，哥林多教會是比耶路撒冷教會較為富足；因此，可藉著他們的富

足，叫貧困的信徒得著舒援。假若在將來的日子裡，哥林多教會有如此的需

要，別的教會也可成為他們的補足，這就是使徒眼中的平等了。

cdiii	

(5) 應要彼此扶助：論到信徒在主裡是平等之餘，保羅更藉此帶出在主裡彼此扶

助的真理。沒有人可確保自己是永遠富足的，他朝或許會需要別的信徒的支

援。在主裡彼此的扶助，乃是使徒所看重的實踐。	

ii) 舊約的原則：15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8：

15）保羅在此引述出埃及記十六章十八節的話。那時以色列人剛剛離開埃及為

奴之地，在曠野地蒙神的帶領及供應。神把嗎哪賜下，讓百姓的飢腸得著飽足。

神囑咐以色列人要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拾取嗎哪，決不可貪心。在這歷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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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看見「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這乃是均平或平等美麗的寫

照。各人的需要有大有小，但神的供應是恰到好處的。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先有負擔：從新美國標準譯本及新世紀譯本的翻譯，我們明顯看見哥林多教會早就

有意起來接濟聖城的信徒。

cdiv
可惜的是，他們是最先有負擔的教會，但卻沒有適

切的行動來完成這善舉。	

b) 為父的心：第十節與十一節的語氣有明顯的改變，先前好像非常客套的，如世人說：

「照我愚見，我的意見是這樣」（林後8：10）。但轉到下一節時便改用命令的語

氣。在此保羅再不客套，乃以屬靈父親的姿態向哥林多教會說話。	

c) 信任教會的牧者：未收到保羅所發出那封「嚴峻的信件」前，哥林多教會竟聽從人

的唆擺，動搖他們對這位屬靈父親的接納及信任。俗語說：「真金不怕火煉」，這

話真有道理。現今唸過保羅的書件後，信徒便回轉過來，再次確定信徒應有的權威。

弟兄姊妹，你們是否信任自己的牧者呢？	

d) 復得信徒的信任：保羅復得信徒的信任；故此，才可以父親的口吻來對教會說話。	

e) 愛心行動不可延：對耶路撒冷教會的苦況，哥林多教會乃是最先有所回應的教會。

可悲的是，最先有感動及負擔，並且在財力上有條件的哥林多教會，竟被貧窮的馬

其頓教會趕上了。弟兄姊妹，愛心的行動決不可遲延，有能力及負擔時便應盡快去

完成。	

f) 使徒保羅的意見：使徒的意見為要叫哥林多教會得著益處（林後8：10）。切勿輕

忽屬靈長者的意見，深信他們所懷的意念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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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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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愛心禮物〈三〉（8：16至24）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神感動了提多甚麼呢（林後8：16）？	

b) 為何保羅沒有提及這兩位弟兄的名字呢（林後8：18，22）？	

c) 為甚麼保羅要選立三人的代表團呢（林後8：17，18，22）？	

d) 這兩位基督徒是「基督的榮耀」，何解（林後8：23）？	

e) 甚麼是「愛⼼的憑據」（林後8：24）？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主的榮耀：論到兩位無名的基督徒時，保羅表明他們就是「基督的榮耀」，意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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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靈性的信徒能把基督的榮耀反照出來，使人歸榮耀給祂（林後8：23）。	

b) 提多的見證：	

i) 提多的簡介：	

(1) 外邦的信徒：雖然提多沒有出現在使徒行傳內，但卻是保羅極其信賴的同工。

他首次出現在加拉太書內，那時他陪同保羅及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加2：

1），處理因外邦人及割禮所引發的問題。由於提多是外邦人，他便成為處

理這事件的實例，人家也沒有勉強他接受割禮（加2：3）。隨後提多有甚

麼事奉，新約聖經沒有明確的交待。直至哥林多教會出現了問題後，提多便

再次出現在保羅的身旁。提多在保羅寫哥林多後書前一年成為他的代辦，在

那裡負責處理收集捐款。這樣的工作沒有完成，在保羅的善勸下，最終提多

返回該城負責完成收集善款的工作（林後8：6）。	

(2) 保羅的信差：由於哥林多教會有假師傅的出現，保羅便徵召他成為送信人，

把嚴峻的信件交給教會（參考林後二及七章）。能被委派前往滿佈風雨的教

會來作工，深信他一定是善於處人，並且在性格上不是那麼軟弱的人。哥林

多教會唸完保羅這封言詞嚴厲的信件後便懊悔起來，並且再次接納保羅為使

徒及屬靈父親，提多便前往馬其頓與保羅會合，把好消息告訴他（林後7：

6）。cdv	

ii) 合適的同工；16多謝神，感動提多的⼼，叫他待你們殷勤，像我⼀樣。17他固

然是聽了我的勸，但自⼰更是熱⼼，情願往你們那裡去。（林後8：16至17）

提多之所以能成為保羅的代辦，乃是由於他所具備的條件：	

(1) 有神的工作：「感動」，含有給或放之意。cdvi
新美國標準譯本及新英王欽

定本同樣把它翻譯作「放」。保羅要求提多替他辦理收集捐款的事宜，神早

已有工作，把這樣的感動或負擔放在提多的心思裡。當保羅向他發出邀請時，

他便即時有所回應。不錯，提多曾與哥林多教會有交往，以致對他們產生負

擔及關懷，並且保羅清楚表示這是源自神的作為。對哥林多教會來說，叫他

們倍感欣慰的是：不單保羅及提多關心他們，並且神也是如此的愛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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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vii	

(2) 殷勤的作工：有意譯本把「殷勤」翻作「關注」cdviii
及「愛」，cdix

這些皆是

偏離原意甚遠的翻譯。直譯本則譯作「熱⼼」cdx
或「熱切的關心」，這才附

合原文的本意。

cdxi
其原意之一是熱心（林後7：12），cdxii

也可解作「委身」

（羅8：12）、「火熱」（羅12：11）及「熱誠的關注」等（林後7：11）。

cdxiii
在哥林多教會的眼中，他們有目共睹一件事，就是提多的事奉是何等的

火熱，在服事人的事上也看見他對主的委身。如此的榜樣及見證，哥林多教

會曾在保羅的身上看見過。這位保羅的信差及代辦，在他身上實在看見使徒

的影子。由此可見，保羅在挑選同工的事情上，真是獨具慧眼的。	

(3) 樂意的聽勸：「勸」，它可解作鼓勵或安慰等。在此應解作熱心的請求或懇

求。

cdxiv
假若人不肯聽勸，這人不但是頑固，也可能是極其尊橫。提多聽取

人家的意見，不一意孤行、不獨行獨斷，乃是在主裡難尋的好同工。	

(4) 熱心的作工：「更是熱⼼」，在原文聖經裡，沒有「更是」的字眼。「熱

⼼」，這個形容詞在新約聖經出現了兩次，而在英王欽定本內則分別譯作

「更加向前」及「更加用功」。cdxv
其原意可解作熱心、熱誠、誠摰、用功

等。

cdxvi
使徒保羅替提多作見證，表明這人是大有熱心的。提多深知哥林多

教會並不簡單，被保羅差派到那裡事奉，心中應早有預備，知道一定會有難

處。保羅知才善用，認識提多是滿有熱誠的同工，一定能排除萬難，故此才

委派他來承擔這又大又難的任務。	

(5) 自願的作工：「情願」，意即自願、自動、情願之意。cdxvii
有聖經學者認為

提多故然是聽了勸告，因此便自願前往哥林多教會來執行任務，但實際這是

源自提多個人的決定。這學者根據原文的意義，推測提多以往多是獨個兒作

工，並沒有經常與保羅同伴的。

cdxviii	

c) 保羅的同工：	

i) 三位同工：為何要差派三人前往哥林多教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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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倍慬慎：保羅處理哥林多教會的捐款，比別的教會更為小心。只有一人為

代辦，很容易便成為哥林多信徒毀謗的焦點（林後12：16至18）。此外，

加上兩名獨立的代表更可顯明保羅是光明磊落的，絕不是貪財之輩。	

(2) 施加壓力：再者，這兩個代表可能是來自馬其頓教會的（林後8：18，19，

23，24），cdxix
哥林多教會遲延不送上捐款，可能與假師傅有關，亦可能是

他們處事的方式雜亂無章（林前14：33，40）。三人到訪哥林多教會一定

會給與信徒一點壓力（參考林後9：4），使他們正視捐獻的工作。cdxx	

ii) 同工簡介：	

(1) 使徒的同工：23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同為你們勞碌的。論到那兩位

兄弟，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是基督的榮耀。（林後8：23）「同伴」，乃

是伴侶或伙伴的意思。

cdxxi
使徒向哥林多教會清楚表明，提多是與他一同工

作的伙伴，乃是同心效力於哥林多教會的工人。	

(2) 使徒的兄弟：「兄弟」cdxxii
，即在基督裡為兄弟的關係。保羅對兩位代辦沒

有加上稱呼，卻以在主裡親密的關係來介紹他們兩人。	

(3) 基督的榮耀：「榮耀」，其中含有光輝或榮耀之意。cdxxiii
保羅的意思是說，

這兩位的使者皆能反照基督的榮耀或光輝，人家從他們的身上均能目睹基督。	

iii) 同工條件：	

(1) 得著教會的稱讚：18我們還打發⼀位兄弟和他同去，這⼈在福音上得了眾教

會的稱讚。（林後8：18）「稱讚」，可解作讚賞或嘉獎。cdxxiv
這位無名的

兄弟，在福音的工作上得著別人的認同，換來不少教會的嘉獎。

cdxxv
假若他

是來自馬其頓教會的話，

cdxxvi
這人致力推動福音的工作贏取了該區信徒的垂

青。	

(2) 被眾教會所挑選：19不但這樣，他也被眾教會挑選，和我們同⾏，把所託與

我們的這捐資送到了，可以榮耀主，又表明我們樂意的⼼。（林後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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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是其中的一種意思，但也可解作委派（徒14：23）。cdxxvii
原先這

個動詞顯示以伸手來選舉的方式（投票），

cdxxviii
但卻不能把這種意思讀進

新約聖經去，因為這個詞彙也用在委派同工的事情上，那裡沒有暗示到有按

手的情況出現。

cdxxix
以上的弟兄，不單在福音工作上有建樹，並且是被眾教

會所挑選出來擔當這重任的。明顯的是這人有美好的名聲，換來多人的接納

及信任。	

(3) 經過多次的試驗：22我們又打發⼀位兄弟同去，這⼈的熱⼼，我們在許多事

上屢次試驗過。現在他因為深信你們，就更加熱⼼了。（林後8：22）這處

提到另外的一位弟兄。論到這基督徒時，保羅表明他的熱心或勤奮（原文編

號4705），cdxxx
乃是經多次測試的，表明這人是值得教會信賴的。此外，保

羅論到這人會更加火熱或勤奮作工，原因他已對哥林多教會有信心，這便成

為他勇往直前的動力。

cdxxxi	

(4) 為信徒勞碌的人：從二十二及二十三節的字裡行間，讓我們看見這人是努力

作工的。使徒介紹這位由眾教會所推舉出來的信徒，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努力

不懈的事奉。這是非常要緊的條件。	

iv) 作工原則：	

(1) 應榮耀主名：19不但這樣，他也被眾教會挑選，和我們同⾏，把所託與我們

的這捐資送到了，可以榮耀主，又表明我們樂意的⼼。（林後8：19）在收

集哥林多教會的捐款中，保羅提出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藉著樂於助人的心，

使用這善舉把榮耀歸給主。

cdxxxii	

(2) 應無可指責：20這就免得有⼈因我們收的捐銀很多，就挑我們的不是。（林

後8：20）保羅在處理錢財的事情上十分小心，加上金額甚大，所以便使用

眾教會所公認可信賴的人選來擔任代辦，免得招人非議。	

(3) 行在光明中：21我們留⼼⾏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面前，也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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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林後8：21）使徒在此論到處理金錢的原則，在神及人面前，也要光

明磊落，切不可拖泥帶水，總要有根有據的交待。	

v) 保羅的勸勉：24所以，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顯明你們愛⼼的憑據，並我所誇

獎你們的憑據。（林後8：24）在這小結裡，使徒叮囑哥林多教會要有愛心來

作證明，

cdxxxiii
表明先前他對信徒的誇獎是真確的（林後7：14至16）。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神的工作：提多對哥林多教會有負擔，願意承擔收集捐款的善舉，背後神早已有工

作（林後8：16）。不少時間在工作之先，神早已作了預備的功夫，使事工能有效

的推廣。換言之，神與人是一同作工的。可是，沒有神先作工，人任何的工夫都是

枉然的。	

b) 沒有架子：保羅貴為使徒，並且也是哥林多教會的屬靈父親。當保羅需要提多成為

自己的代辦時，他卻以懇切的態來請求，並沒有甚麼架子（林後8：17）。	

c) 得眾教會的稱讚：那名信徒得著眾教會的接納及稱讚，在福音事工上為自己建立了

美好的名聲（林後8：18）。多美麗！	

d) 處理金錢的態度：從保羅怎樣處理金錢的原則上，我們應加倍小心，要以戰戰競競

的心來管理神家裡的財富。	

e) 反照基督的榮耀：兩位無名的弟兄是「基督的榮耀」（林後8：23）。我們又如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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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116 

第十七課：愛心禮物〈四〉（9：1至15）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甚麼保羅不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呢（林後9：1）？	

b) 為何在有關供應聖徒的事宜上，保羅不用再寫信給哥林多教會呢（林後9：15）？	

c) 亞該亞人是誰（林後9：2）？	

d) 果真有馬其頓信徒作為保羅的代辦麼﹙林後9：4）？	

e)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源自何經典呢（林後9：6）？	

f)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出自何處（林後9：9）？何謂

「仁義的果⼦」（林後9：10）？	

g) 何謂「說不盡的恩賜」（林後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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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神的喜愛：7各⼈要隨本⼼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是

神所喜愛的。（林後9：7）「喜愛」，在別處是翻作愛。cdxxxiv
在此，保羅清楚表

明樂意捐助的信徒，乃是蒙神所愛的。	

b) 神的恩慈：	

i) 各樣的恩惠：8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能多

⾏各樣善事。（林後9：7）使徒提醒哥林多教會，神既是豐盛的主，因此能把

各樣的恩惠賜下。	

ii) 極大的恩惠：14他們也因神極⼤的恩賜顯在你們⼼裡，就切切地想念你們，為

你們祈禱。（林後9：14）「極⼤」，在等級或程度方面，含有超過之意。

cdxxxv「恩賜」，含有仁慈或恩惠之意（林後9：8，14）。cdxxxvi	

c) 神的恩賜：15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9：15）「恩賜」，這裡可解

作禮物。

cdxxxvii「不盡」，原意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的。cdxxxviii
神的恩賜難以用人的

言詞來解釋，這是使徒的感受及原意。	

d) 不必再寫信：「不必」，新英王欽定本把它翻作「多餘的」。cdxxxix
使徒保羅如此

說話，好像意味著重提舊事是多此一舉，藉此暗示哥林多教會是知道應完成收集捐

款的事宜。	



 118 

e) 保羅的誇獎：	

i) 最先有行動的基督徒：2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常對馬其頓⼈誇獎你們，說

亞該亞⼈預備好了，已經有⼀年了，並且你們的熱⼼激動了許多⼈。（林後9：

2）亞該亞是希臘南部的一個省分，而哥林多城正是位於該省之內。cdxl
於一年

之前，哥林多教會於救援工作上是最先有行動的，他們曾要求使徒保羅把善款

帶往耶路撒冷。

cdxli
為此，保羅在馬其頓教會面前大大的誇獎他們，並且藉此激

動了馬其頓教會，叫他們也起來回應。	

ii) 完成收集捐款的行動：3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要叫你們照我的話預備妥當，

免得我們在這事上誇獎你們的話落了空。（林後9：3）	

(1) 三位弟兄：保羅差派三位代辦前往哥林多教會去，其中一人是提多，另外沒

有名字的信徒，有學者認為他們可能是帖撒羅尼迦人耶孫（徒17：5）及庇

哩亞人所西巴德（徒20：4；羅16：21）。cdxlii	

(2) 收集妥當：保羅期望哥林多教會能按照原先的承諾，盡早收集善款，待三位

代辦前來時才不會撲過空。	

iii) 免得保羅及教會蒙羞：4萬⼀有馬其頓⼈與我同去，見你們沒有預備，就叫我們

所確信的，反成了羞愧；你們羞愧，更不用說了。5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幾位

弟兄先到你們那裡去，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資預備妥當，就顯出你們所捐的，是

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林後9：4至5）	

(1) 不叫保羅蒙羞：由於保羅曾在馬其頓教會面前褒獎過哥林多教會，結果叫馬

其頓信徒深受激勵，在能力不足下仍慷慨地捐助。最先有負擔及行動的哥林

多教會，反而被馬其頓教會迎頭趕上。帖撒羅尼迦人耶孫（徒17：5）及庇

哩亞人所巴特（徒20：4；羅16：21）皆是馬其頓教會的信徒。假若他們與

提多抵達哥林多教會時，發現仍未收集好獻金的話，這不單叫使徒尷尬，也

無形中把他陷在不義裡，因為他曾誇獎過這間願意慷慨解囊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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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叫教會蒙羞：如果收集捐款的代辦抵達時，不單保羅會覺得難堪及尷尬，

而首當其衝的更是哥林多教會自己。

cdxliii	

(3) 不想施與壓力：一方面，保羅不想哥林多教會落在羞愧中；另一方面，也不

想用群眾的壓力來逼使教會作出適切的行動。使徒保羅為神的用人，看準捐

獻要出於樂意，而不應勉強的（林後9：5）。cdxliv	

f) 捐獻的教導：	

i) 耕種的原則：6“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林後9：6）在此，

有學者認為保羅是借用了耕種的原則來解釋多種多收的常理。

cdxlv
使徒借用人

所共知的常理來說明屬靈的真理。若要得著神的恩惠，就要多向有需要者施與

幫助，這乃是蒙福之途（參考林後9：8至9）。	

ii) 真理的原則：	

(1) 引述舊約：9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林後9：9）這節經文源自詩篇一百一十二篇九節。	

(2) 主要用意：使徒保羅引述舊約聖經，一方面讓哥林多信徒明白幫助貧困者是

有聖經根據的；另一方面，讓他們從經文裡看見捐獻者是蒙福的，因為其正

義的作為能繼續存留下去。	

iii) 屬靈原則：	

(1) 預先決定：7各⼈要隨本⼼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

的⼈是神所喜愛的。（林後9：7）「各⼈要隨本⼼所酌定的」，可翻作

「每⼈應按照自⼰的⼼所決定的」。cdxlvi「酌定」，含有預先決定之意。

cdxlvii
保羅從來沒有強逼過哥林多教會要支援耶路撒冷的教會，收集善款的行

動乃是哥林多信徒自發的。現今使徒重提舊事，並且把捐獻的原則再次放在

他們的面前。奉獻或捐獻的守則之一是要預先作好決定，意即這是自決的，

不應受到別人的影響。	

(2) 不要作難：「作難」，其焦點是後悔，藉此說明人因為後悔而落在不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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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裡。

cdxlviii
在幫助耶路撒冷教會的事情上，保羅再次鄭重一件事，就是

信徒不應作難。意思是說，哥林多信徒應事前好好的思量，然後才擺上善款，

絕對不應在事後因捐獻而弄得不愉快。	

(3) 不要勉強：「勉強」，其原意是完全出自責任的、必要的、強逼的。cdxlix
也

許哥林多教會由保羅的身上得知耶路撒冷的需要，但使徒從來沒有勉強過他

們。保羅再次提醒他們，捐獻要出自甘心，切勿源自責任或勉強。	

(4) 捐得樂意：「樂意」，乃是快樂的、快活的。cdl
在捐獻或奉獻的事宜上，擺

上金錢者要存著歡喜快樂的心，這是非常重要的。	

(5) 莫忘主恩：在捐助聖徒的事情上，保羅以神的恩賜是難以形容來結束（林後

9：15）。為何他如此說話？假若哥林多教會真能體會到主恩是難以形容的

話；那麼，他們便會自動自覺及甘心樂意來捐獻了。	

iv) 捐獻果效：	

(1) 蒙神賜福：8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能

多⾏各樣善事。（林後9：8）按照神的心意來捐獻的信徒，必定能蒙主的

眷顧及恩待。幫助貧乏的肢體，必能在各樣事情上經歷到主所賜的富足，並

且能充裕的行善。

cdli	

(2) 蒙神供應：保羅引述舊約聖經的話，為要表明記念貧困者的人，必能結出仁

義的果子來。接著便繼續解釋說，神既是供應人肉身需要的主，樂意捐助別

人的人必能得到祂的眷佑，得著更大的供應（林後9：9至10）。	

(3) 增添義果：供應貧困者的信徒，不單蒙神特別的恩待，並且這人更可多結義

果。換句話說，這樣樂意捐助的人，不單可在物質方面更經歷神，並且在靈

性層面上有主的恩典，因為這些義果是有永遠的功效的（林後9：10）。	

(4) 感謝真神：神厚恩待樂捐的信徒，叫他更有能力來幫助貧困者，如此的善舉

卻換來人對神的稱讚。

cdlii
這樣幫補聖徒的事奉，

cdliii
不但令有需要者受惠，

並且藉著樂捐者的行為，使更多人稱讚神（林後9：11，12）。	

(5) 人得幫助：12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且叫許多⼈越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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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神。這樣慈惠的⼯作，直接叫貧困者受惠。（林後9：11）	

(6) 榮耀真神：13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

福音，多多地捐錢給他們和眾⼈，便將榮耀歸與神。（林後9：13）cdliv
保

羅指出樂捐能帶來美好的果效，就是在供應聖徒的事奉上，證明如此樂捐的

人確實是信靠基督及福音的，因此才會這樣幫助他人。如此美好的事奉，叫

目睹的人或受惠的人把榮耀歸給神。	

(7) 得蒙記念：樂於助人的聖徒換取了人家的禱告，並且叫受惠者想念他們的恩

人（林後9：14）。cdlv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預先酌定的捐獻：奉獻者應預先作好決定，隨著自己的意願來奉獻（林後9：7）。	

b) 難以形容的恩賜：神的恩賜是難以形容的，非能以筆墨來描繪（林後9：15）。	

c) 捐獻的態度：使徒保羅清清楚把捐獻的原則列舉出來，讓我們後世的信徒可有所依

循。	

d) 捐獻的目的：假若在捐獻的事情上信徒是依據屬靈原則的話，不單別人蒙福，神也

得著稱讚及榮耀，並且捐獻者本身也能得著神的賜福（林後9：12，14，8）。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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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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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回應指控〈一〉（10：1至9）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先前論及捐獻的問題，為甚麼保羅在這裡突然轉變了話題呢（林後10：1）？	

b) 甚麼是基督的溫柔及和平呢（林後10：1）？	

c) 論到與哥林多教會的關係時，為何當保羅與他們在一起時是謙卑的，而分隔兩地時

卻是勇敢的呢（林後10：1）？	

d) 何謂血氣呢（林後10：2，3，4）？	

e) 為何保羅突然轉到談論屬靈爭戰呢（林後10：2至4）？	

f) 這是甚麼的刑罰呢（林後10：6）？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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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督的溫柔：「溫柔」，其原意是溫順、柔和、謙卑等意思（林後10：1）。cdlvi

這個名詞在新約聖經內出現了八次，並且唯有使徒保羅使用過這個詞彙（林前4：

21；林後10：1；加5：23；6：1；弗4：2；西3：12；提後2：25；多3：2）。	

b) 基督的和平：「和平」，這個名詞在新約聖經內出現了兩次（徒24：4；林後10：

1），乃是溫順或親切的忍耐之意（林後10：1）。cdlvii
基督是滿有溫柔和平的，這

乃是主所擁有的屬性。現今使徒存著這樣的心態或心意來勸導哥林多教會，說明他

並無惡意，乃是極其友善的。	

c) 話題的轉變：	

i) 不同學者的見解：	

(1) 原先的內容：有學者認為保羅在十至十三章突然改變了其語氣，因為最後的

四章原屬於那「嚴峻的信件」的。意思是在時間的先後次序來說，相對第一

至第九章，第十至第十三章是在較早前發生的。這種見解並不合理，因為提

多被保羅差派前往哥林多，把那「嚴崚的信件」交給教會，但十至十三章有

關提多到訪哥林多的事件已成過去（林後12：8；8：6），意味著提多已把

書信交給教會，在時間性方面，決不可早於一至九章的。

cdlviii	

(2) 另一封信件：有人認為十至十三章的內容屬於另外的一封信。他們假設保羅

把第一至九章的信息給了哥林多教會後，隨後才收到消息，獲知教會內部出

現了新的問題，於是寫了十至十三章的篇幅來回應。另外一個類似的講法，

就是寫完一至九章後，使徒保羅便停了筆，沒有繼續寫下去；可是在收到壞

消息後才接繼寫下去。雖然如此的講法能保存這書信的連貫性，但卻沒有事

實的根據，乃全屬推測的講法。	

ii) 較為合理的解釋：最佳的解釋乃是這樣，使徒在第一至九章所談及的內容，主

要是針對那些大多數已悔改的信徒而言的，而十至十三章的信息則是對那些受

到假師傅的毒害，但卻還未悔改的信徒而言的。如此的見解有兩個根據：	

(1) 歷史的證據：沒有充足的歷史證據可證實十至十三章是另外的一封信件。此

外，早期教父的著作、初期聖經的譯本及聖經古卷均證明一至十三章是連貫

的，並沒有一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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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分的誇張：不少學者過分誇張十至十三章與前九章的分別。其實仔細唸十

至十三章時，這正是保羅再度計劃前往哥林多前最為合理的解釋及總結。

cdlix	

d) 使徒的善勸：	

i) 原文的詞彙：「勸」，可解作懇求、迫切的要求、勸誡、鼓勵之意（林後10：

1）。cdlx	

ii) 學者的見解：有聖經學者的研究，認為這個動詞在使徒行傳及保羅的書信是經

常被使用的。它意味著奉神的名字及靠著聖靈的能力來說話。

cdlxi	

e) 被敵人中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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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	

i) 懦弱無力者：	

(1) 「謙卑」（原文編號5011），可解作溫和的或溫順的，暗示擁有卑微社會

的地位。

cdlxii	

(2) 「勇敢」（原文編號2292），有勇敢、有信心、有膽量的意思。cdlxiii
有學者

認為現今保羅以諷刺的文筆來回應假師傅的指控。

cdlxiv
假師傅認為使徒保羅

身處在哥林多教會時就表現得極其謙和，但身處在異地時才夠膽於書信內以

嚴厲的言語來說話，證明他是懦弱無力的。

cdlxv	

ii) 憑血氣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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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2）「⾎氣」

﹙原文編號4561），在英王欽定本分別譯作肉體的慾念、肉體的、屬肉體的思

想等。

cdlxvi
哥林多教會內的假師傅惡意中傷保羅，指控使徒憑血氣行事。聖經

學者觀察到保羅使用這個詞彙時，分別有七個不同的意思：	

(1) 身體（林後12：7）。	

(2) 屬地的範圍（羅1：3至4）。	

(3) 有血有肉的及所有的人類（加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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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賴肉體之意。	

(5) 肉體是屬地的生命。除了以屬地的事物來誇耀之外，本身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林後11：18）。	

(6) 與罪惡扯上關係。在這類的用語方面，多與聖靈作比較，說明肉體是與神為

敵的（腓3：3；羅8：13至14；加4：23；5：18）。	

(7) 論到基督徒怎樣克服其肉體（羅8：8至9；加5：24）。cdlxvii	

f) 使徒的警告：	

i) 切勿存輕忽的心：有人起來指控保羅虛張聲勢，其實是沒有膽量的人（林後10：

1）。保羅請求哥林多教會，切勿讓他前來時果真以勇敢來對待如此批評他的

人。

cdlxviii
如此的用語，是要預先向哥林多教會提出警告，表明他自己並不是沒

有膽量的，乃可以實際嚴懲冒犯他的人。	

ii) 必刑罰有關人等：假若環境逼使保羅要放下溫柔和平（林後10：1），而使他

變為嚴厲的話，他早已作好準備。無論是善勸或嚴懲，為要哥林多教會再次認

定其使徒的權柄，叫信徒可再次順服他（林後10：6），其中有兩個重要的策

略：	

(1) 藉此叫信徒能脫離假師傅的圈套，免得他們受到錯謬思想的毒害。	

(2) 通過刑罰假師傅或不順從的信徒，使別的受到警誡。至於是甚麼的刑罰，保

羅並沒有作正面的交待。	

g) 使徒的辯證：	

i) 真正謙和：人家取笑保羅，指控他不是謙卑，卻是懦弱而已。現今保羅便以基

督的溫柔和平來善勸信徒，表明他擁有真正的謙和（林後10：1）。	

ii) 不憑血氣：	

(1) 不倚靠血氣：假師傅強調自己所擁有肉體的條件（參考林後11：22，23），

藉此來眨低保羅為使徒的權威。保羅清楚表明一件事，雖然他活在血肉之軀

中，但卻不倚靠這軀體的條件或力量來成就屬靈的事情（林後10：3）。	

(2) 爭戰的兵器：城堡或要塞是難以攻破的。cdlxix
保羅利用人可以理解的比方，

來說明他所擁有的屬靈能力乃是從神而來的，故此才可攻陷人家視為無敵的

陣營（林後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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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人順服主：使徒表明其屬靈能力不單能有效地攻陷堅固的營壘，並且能破

壞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使人降服在基督的面前

（林後10：5）。cdlxx
假師傅自高自大，高舉肉體的條件或資格；而使徒保

羅所強調的，乃是屬靈的資格及能力，兩者相映成趣。	

iii) 生命見證：正如先前所說的一樣，假師傅所強調的，乃是肉體的條件，而使徒

保羅所注重的，卻是屬靈或生命的特質。保羅為了福音，不怕勞苦，甘於捨己，

與假師傅的表現截然不同（林後10：7）。	

h) 使徒的心態：	

i) 誇口也合情理：保羅清楚表明其權柄乃是源自神，並且這原是叫信徒得益的。

使徒自覺為著所得的權柄來誇口，也是合情合理的（林後10：8）。再者，保

羅自知這不是自我中心的表現；故此，深信這不會叫他落在羞愧中。

cdlxxi	

ii) 不想敗壞信徒：使徒認為所得的屬靈權柄，不是要用來敗壞信徒的（林後10：

8）。	

iii) 乃要造就信徒：保羅坦誠的向哥林多教會表示，他從主所領受的權柄，只有正

面的用途，為要建立他們（林後10：8）。	

iv) 不是感嚇信徒：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即使用詞嚴厲，其原意也不是要恐嚇

他們，

cdlxxii
而是藉著使徒的權柄，是叫眾人得益的。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幽默的使徒保羅：假師傅為要破壞使徒的名譽，便使用各樣的方法來拆毀他的工作。

人家認為保羅活在人前才謙和，離開人群後在書信裡才顯出膽量來，這皆是懦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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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表現。奇怪的是，使徒保羅竟以人家的指控或取笑來作為引言，可見這人滿有

機智，竟能以譏諷的手法來對付其對頭人；此外，也看見使徒是具幽默感的。	

b) 不以世界的準則：新國際譯本把「憑著⾎氣⾏事」意譯作「以這世界的標準來過活」

（林後10：2）。cdlxxiii
假師傅指控使徒與世人無異，行事為人極其世俗化。假師傅

以世俗的方法及惡計來對付神的僕人，卻反指控保羅行事為人極其世俗化，真是可

笑！保羅便回應他並不以世界的原則來事奉。	

c) 表面化的基督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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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7）保羅以責怪哥林多教會的

口吻來問道：「你們是看眼前的嗎？」新美國標準譯本及新英王欽定本均帶出信徒

只看重外表之意，

cdlxxiv
而新國際譯本則意譯作「你們只看事情的表面」。

cdlxxv
不少

哥林多信徒道聽途說，多看事情的表面，結果深受假師傅的影響，叫他們懷疑保羅

作為使徒的權。由此可見，不少哥林多信徒對事物的認知是極其表面化的。	

d) 作深入的剖悉：由於哥林多信徒處事流於表面化，缺乏作深入的剖悉，結果誤信假

師傅的謬論。教會圈子裡總有是是非非，而不少教會領袖也被牽連在其中。作為觀

察者，切勿輕易盡信人家的評語，總應深入剖悉，有屬靈的洞察力，凡事切勿只看

表面而已（林後10：7）。	

e) 不憑血氣行事：基督徒與世人無異，兩者皆應同活在世上，但我們信徒行事為人應

分別為聖，絕對不可與世人一樣憑血氣或世界的原則來處人處事（林後10：2）。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讓

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向未

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可

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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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課：回應指控〈二〉（10：10至18）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何人家說保羅所寫的信又沉重、又厲害呢（林後10：10）？	

b) 使徒保羅果真的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麼（林後10：10）？	

c) 為何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是不通達呢（林後10：13）？	

d) 神所量的界限是指甚麼呢（林後10：13）？	

e) 為何保羅指自己沒有越過自己的界限呢（林後10：15）？	

f) 何謂信心增長（林後10：15）？	

g) 誇口與指著主誇口有何分別（林後10：17）？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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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的界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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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0：13）「量」，有譯本分別把它直譯作「分派」及「指定」，cdlxxvi
使用

動力相等翻譯法“Dynamic	Equivalence”的譯本是「指派」，cdlxxvii
而意譯本則分別

翻作「授予」及「計劃」。cdlxxviii
至於「界限」這個詞彙，直譯本翻作「範圍」，

cdlxxix
動力相等翻譯法的譯本是「領域」，cdlxxx

而意譯本是分別譯作「⼯作」及「邊

界」。cdlxxxi
保羅向哥多教會作見證，神已量了界限給他，而這地界乃是指哥林多教

會而言的。	

b) 主的福音：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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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4）這裡論到保羅自己早已把基督的福音傳到

哥林多城。	

c) 主的稱許：「稱許」（林後10：18），這動詞可解作推薦、嘉獎等意思。cdlxxxii
神

的用人有甚麼條件？神僕應從那裡得嘉獎？保羅清楚表示，神僕的嘉許絕對不應來

自人，乃應源自神的。	

d) 人家的指控：	

i) 保羅的信件：	

(1) 「沉重」（林後10：10），字面是沉重或擁有非常的重量之意。cdlxxxiii
在古

希臘世界裡，這個詞彙最先可解作實際的重量，亦可用來描繪說話的語調或

重音。

cdlxxxiv
有學者指出這裡應解作嚴峻之意。

cdlxxxv	

(2) 「厲害」（林後10：10），英王欽定本譯作「有⼒的」，cdlxxxvi
也有翻作

「強烈的」，cdlxxxvii
亦有意譯作「聽來是重要的」。cdlxxxviii

在原文詞彙裡，

擁有類同字根的詞彙皆含有能力、容量、力量之意。

cdlxxxix
哥林多前書的用

詞是頗為嚴峻的，因為保羅下令把不思悔改、犯了大罪的人逐出教會（林前

5：13）。接著教會竟有假使徒的出現，起來迷惑信徒，叫他們質疑使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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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權威。為此，保羅便寫了那「嚴峻的信件」，以強硬及嚴厲的言詞來喚

醒信徒。在比較之下，似乎其信件的言詞愈來愈嚴厲。這竟成為假使徒攻擊

的地方。假師傅抓著這點，並且指控保羅現身說法時卻不是如此，意即這人

乃是虛張聲勢、虎頭蛇尾，藉此攻擊他是欠缺誠信的。	

ii) 保羅的外貌：10因為有⼈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厲害，及⾄見面，卻是氣貌不

揚、⾔語粗俗的。”（林後10：10）	

(1) 英文譯本：「但他親身出現時是軟弱的」，乃是英王欽定本的翻譯。	

(2) 原文詞彙：「不揚」，可解作軟弱、顯得軟弱，cdxc
意即使徒其貌不揚，使

人印象淡薄。

cdxci
假使徒起來毀謗保羅，指控他在書信內的言詞雖然嚴厲，

但實際出現在信徒中時卻沒有大將之風。

cdxcii
如此的說話，假師傅為要表示

保羅乃是「雷聲大雨點少」的人。	

iii) 保羅的言語：	

(1) 原文的詞彙：「粗俗」，這個詞彙可用來形容由於無價值之故而惹來人的輕

視。

cdxciii
在新約聖經內，這個詞彙可分別解作輕視、以輕蔑的態度來對待、

低看、嘲笑等意思。

cdxciv	

(2) 希臘的文化：在羅馬帝國的時代，希臘的文化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舉例說，希臘的詩詞、雕塑、建築、繪畫、哲學、修辭學、編寫歷史等學問，

cdxcv
對那時的社會有深遠的影響。	

(3) 被偽師攻擊：使徒不用高言大智、深奧難明的詞彙來講解福音（林前1：17；

2：1至5），加上保羅自認不是善於詞令的人（林後11：6），這就成為偽

師攻擊他的焦點了。哥林多城位於希臘，全城彌漫著希臘人的風俗及文化。

假使徒看準機會，外面看來是高舉修辭學，但是實際是藉此來眨低保羅的。	

e) 言行的合一：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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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1）對於假使徒的指控，保羅便如此的回應，表明他

書信內嚴厲的話決不圖然返回，一定按所說的去成就，並不是虛張聲勢的。如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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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一的行動，促使假使徒好好的思量，

cdxcvi
叫他們切勿隨便說話。由此可見保羅

是要證明自己言行合一、誠信可靠的。	

f) 不與人比較：	

i) 不比較的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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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2）	

(1) 假師傅：假使徒與保羅不同之處，就是假師傅是自薦，而真使徒卻有源自神

的舉薦（林後3：5）；此外，哥林多教會也是保羅的薦信，這是鐵一般的

事實（林後3：2至4）。	

(2) 其表現：	

(a) 與自己度量自己：「度量」，直譯本及意譯本把這動詞皆分別翻作

「量」。cdxcvii
這個量字，可指實際量度或用在喻意的用語上。

cdxcviii	

(b) 用自己比較自己：「比較」，這個動詞一共在新約聖經出現了三次（林

前2：13；林後10：12；10：12）。假師傅使用世俗的方法，以自我抬

舉之法來證明自己的身份。	

(c) 沒有智慧的表現：「通達」，分別可解作理解或聰明等意思。cdxcix
新美

國標準譯本把假使徒形容為「沒有理解能⼒」“without	 understanding”，

d
而新英王欽定本則翻作「是不智慧的」“are	not	wise”。di

保羅坦誠的表

示，這群自稱為「使徒」、卻沒有真實資格的偽師，使用自我吹虛之法，

實屬愚妄無知。	

ii) 不比較的原因：	

(1) 不敢同列：「同列」，這個動詞只在新約聖經出現了一次，可解作歸類，dii

或分類等意思。

diii	

(2) 不敢相比：「相比」，這個動詞可解作聯合、比較、量度、評估等意思。在

此應解作比較，意即使徒保羅不想叫自己與自高自大的假使徒一同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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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說明使徒保羅為人實屬謙卑；另一方面，這群偽師根本就沒有資格可

與他來相比。如果要比較的話，就讓他們自行比較吧！

div	

g) 誇口的真理：	

i) 合理的誇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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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3）聖經新譯本是如此翻譯：「我們所誇的，並沒有越過範圍，

⽽是在神量給我們的界限之內，這界限⼀直延伸到你們那裡。」dv
它的翻譯與

新國際譯本有類同之處。

dvi
保羅如此說話，為要表明哥林多教會乃是神指定賜

給保羅的界限之一，這教會乃是保羅親手所建立的。假使徒卻不然，他們把別

人的功勞歸給自己。意即如果他們誇口的話，這是極其不合理的。反之，保羅

在建立哥林多教會中立了汗馬的功勞，既使他誇口也是合理的。	

ii) 按神所量度：「搆」，意即抵達、達到、遠及之意。dvii
使徒保羅表示他之可以

到達哥林多，在那裡建立教會，這原是神的意思，並不是出自私意的。他按照

神的意思來建立教會，既使是誇口，也不是高舉人的作為，乃是說明神在其中

的作為。	

iii) 絕對不過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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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4）「過了自⼰的界限」，不少英

譯本是翻作「過分擴展」“over-extend”。dviii「界限」，可解作規則、原則、標

準之意；在此，應解作區域、活動的範圍。

dix
聖經新譯本是如此翻譯：「如果

我們沒有到過你們那裡，現在就自誇得過分了；但事實上，我們早就把基督的

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了。」dx
（可參考新國際譯本。）

dxi
假師傅惡意中傷保羅，

指控他沒有使徒的資格。在此，保羅表明他沒有「過分擴展」；換句話說，他

是安分守己的。使徒沒有違反過神的原意，乃是照神的委派前往哥林多城的。

相反地，偽師沒有獲神的差遣，卻是憑己意行事的。	



 134 

iv) 指著主誇口：17但誇⼝的，當指著主誇⼝。（林後10：17）dxii
偽師高舉自我，

以肉體的條件來自誇。保羅卻非如此，他是指著主來誇耀的。換言之，他的誇

耀絕不是自我為中心的，乃是以神為中心的（參考耶9：23，24）。	

h) 使徒的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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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0：15至16）	

i) 信徒能成長：信心增長乃是靈性成熟的表現，這是作為牧人對其羊群的期望。

保羅極其渴想哥林多教會能在信心方面有所增長（林後10：15），以致他能安

心事奉，在別處繼續開拓新工場。	

ii) 開拓新工場：假若哥林多教會還未能根治其問題，有效地脫離假使徒的迷惑，

作為使徒的保羅，怎能安心工作呢？哥林多信徒信心或靈性的長進，與保羅開

拓新工場息息相關。

dxiii
偽師扭曲因信稱義的真理，強說人要靠律法來稱義；故

此，使徒便藉此機會，向信徒盡訴心中情，好叫信徒能脫離錯謬，以真確及成

熟的信心來過信仰的生活。參照別處的經文，我們看見保羅胸懷世界，誓要把

福音帶到羅馬（徒19：21）及西班牙去（羅15：24，28）。	

i) 蒙主的悅納：18因為蒙悅納的，不是自⼰稱許的，乃是主所稱許的。（林後10：

18）	

i) 真正的蒙悅納：一個真正蒙悅納的工人，其稱許不是從自己來的，乃是從神而

神來的。	

ii) 得著主的稱許：偽師用人的方法來得著別人的稱許，卻沒有從神那裡得著稱許。

保羅深知自己是按照神心意來事奉的，一定會蒙主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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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偽師的卑劣手段：假使徒不單以眨低別人、高抬自己的方法來提升地位；並且他們

還利用保羅所建立的工程，藉此增加自己的威勢。如此的手段實在是極其卑劣的

（林後10：14，15）。	

b) 神所定規的界限：保羅認定自己乃是前往外邦傳福音的；此外，他深知神已為他特

定了疆土（林後10：14）。簡單而言，他深知自己的工作範圍，決不越過這已定

的界限。	

c) 不按世人的標準：假使徒用自己度量自己，又用自己與自己比較，這皆是自我中心

的表現。此外，如此的行徑更反影出他們用了世人的標準來批評自己（林後10：

12）。如此的作為是絕對不智的。	

d) 工人的界限：神的工人應知道自己的使命；換句話說，應了解自己個人的工作範圍。

當神的用人知道其指定的工作後，便應盡忠職守，忠於主的託負來完成（林後10：

13至14）。	

e) 信心的增長：哥林多教會的靈性軟弱，直接拖慢了使徒保羅事奉的步伐，叫福音工

作受到阻礙。信徒們，讓我們在靈性上有所進步，免得教會領袖花太多精神在我們

的身上，叫他們沒有餘力多作外展的工作（林後10：15）。	

f) 佈道的心志：讓我們學效使徒的心志，熱切的把福音帶到福音未及之民（林後10：

15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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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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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課：自我辯白〈一〉（11：1至15）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何保羅要求哥林多教會寬容他自己的愚妄呢（林後11：1）？	

b) 何謂神的憤恨（林後11：2）？	

c) 假使徒與另一個靈有關，何解（林後11：4）？	

d) 「最⼤的使徒」是誰（林後11：5）？	

e) 為甚麼保羅的言語是粗俗，而在知識方面卻不粗俗呢（林後11：6）？	

f) 是不是保羅從未收過哥林多教會在經濟方面的資助呢（11：7至9）？	

g) 為何使徒不肯接取哥林多教會的資助呢（林後11：7）？	

h) 甚麼是「光明的天使」（林後11：14）？	



 138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基督的新娘：普世認識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在基督的眼中為祂的新婦。保羅在哥

林多教會的面前，再次與他們重溫這個極其重要的真理。哥林多信徒既然已歸從基

督為新婦的話，便應向主貞忠，絕不可跟從偽師（林後11：2）。	

b) 使徒的請求：1但願你們寬容我這⼀點愚妄；其實，你們原是寬容我的。（林後11：

1）	

i) 「寬容」，含有忍耐、忍受、容忍、寬容等意思。dxiv	

ii) 「愚妄」，乃是無頭腦、愚蠢、缺乏悟性之意。dxv
為何保羅請求哥林多教會寬

容自己呢？上文論及假使徒以高抬自己及眨低別人的方法來換取哥林多教會的

接納（林後10：12，13，15，16）。保羅卻大膽率直的指出，這樣自薦的方

法，實在是多此一舉，因為使徒的資格絕對不是源自人的。換句話說，人是否

蒙悅納及稱許絕不是靠個人的舉薦，因為唯有神才會悅納及稱許那些真確無偽

的用人。使徒不想哥林多教會誤信偽師的話，叫他們離開真道；故此才會如此

誇口。他的誇口與偽師不同，因為他不是高抬自己，乃是引述主在他生命的作

為來誇口（林後10：17），這原是為了哥林多教會的益處。由於先前告訴信徒

不應自薦，因為乃是不合宜之舉。保羅為自己是真使徒自辯，引述自己在主裡

的閱歷。雖然不是自誇，但他仍然請求信徒的見諒（林後11：1）。	

c) 使徒的憤恨：	

i) 憤恨的本質：「憤恨」（林後11：2），在這節經文內，前者是動詞（原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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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2206），而後者則是名詞（原文編號2205）。dxvi
在舊約時代，神怎樣以神

聖的熱衷來攔阻其子民去敬拜偶像，同樣地使徒保羅則在此為教會作守望，免

得信徒陷在錯謬中（參考林前10：22）。dxvii
這個名詞含有正反兩面的意思。

其正面是努力、渴望、盡力之意；而反面的用處則可用來描述人被嫉妒所充滿，

或對別人存著嫉妒的心。

dxviii	

ii) 憤恨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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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	

(1) 已經定親：「許配」，含有在婚姻上的聯合或嫁出去之意；dxix
此外，也有

訂親或許配之意。

dxx	

(2) 原是貞潔：「貞潔」，乃是純潔、無罪之意。dxxi
在此的用語，應含有貞節

的意思。

dxxii「童⼥」，在聖經以外或非猶太人的其中一個用語裡，可用來

形容一位成熟的少婦。如果是根據上文下理的話，它可與性別、年齡、身分

扯上關係。在演變的過程中，其重點是指「新」，也可用來描述實際或靈性

的純潔。

dxxiii
在新約聖經內，它可指擁有童貞的男或女，也可指未婚的人士。

dxxiv
在喻意方面，童女是指基督的新婦而言。保羅如此說話，為要強調哥林

多信徒只可單單向基督委身，效忠於祂。

dxxv	

(3) 為父的心：使徒保羅把哥林多教會許配或下嫁給耶穌基督，因為他視自己為

信徒的父親（林後11：2）。使徒的話如此激昂，全因為看見不少信徒跟從

了偽師。這樣的行徑，好像移情別戀，對原先的未婚夫或丈夫不忠。信徒如

此的決定，乃是靈裡的不貞潔。	

(4) 一個丈夫：神設立的婚姻，乃是一夫一妻的。保羅借用地上夫婦的關係，指

出哥林多教會跟從偽師，就好像歸了別的男人一般（林後11：2）。保羅是

信徒的父親，眼見自己的女兒水性揚花，隨隨便便的離棄基督，難怪他是那

麼的生氣了！	

d) 使徒的掛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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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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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樣。（林後11：3）	

i) 偏於邪惡：「偏於邪」，乃是使人敗壞、腐敗、墮落。dxxvi
保羅如此的用語，

為要指出哥林多教會在道德及信仰方面出現了偏差，以致墮落犯錯。

dxxvii	

ii) 失去純潔：「純⼀清潔」，分別可有以下四種的意思：	

(1) 單純。	

(2) 尊貴的單純。	

(3) 純潔、單一的心思。	

(4) 慷慨。dxxviii
始祖未曾犯罪前，他們的心思是純潔的，心中絕對沒有虛假及不

義；可是；撒但卻以詐詭的手段叫人類陷在罪中，一生無法自拔。

dxxix
保羅

為哥林多教會著急，恐怕他們被假師傅毒害，失去原先誠實的心。

dxxx
原先

信徒從保羅身上得聞福音的真理，其信息是完全純正的。假若接受偽師的教

訓，他們便會落在虛假及錯謬中了！	

e) 使徒的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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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4）	

i) 偽師的背景：	

(1) 其原居地：大有可能這些偽師是來自耶路撒冷的，甚至他們本身可能就是猶

太人（林後11：22）。	

(2) 錯謬之處：這群偽師的錯謬在何處？他們極有可能把猶太人的習俗強加在哥

林多信徒的身上。與加拉太教會的律法主義者不同之處，就是他們沒有強調

割禮，並且也沒有向信徒頒佈遵行律法的嚴格指令。不同之處，或許是他們

放縱情慾，容讓人姦淫邪蕩（林後12：21）。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沉醉

修辭及演講的學說（林後10：10），如此意味著他們深受希臘文化及哲學

的影響。

d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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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防假使徒：	

(1) 傳假基督：使徒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要密切注意假使徒所傳的道理。他們

所傳的是假基督，決不是保羅所傳的。簡單來說，保羅叮囑信徒要防備虛假

的道理。	

(2) 提防邪靈：使徒在此的講論非常特別，因為他呼喚信徒切勿接受另一個的靈。

假師傅與真使徒有何分別之處？保羅毫不猶疑地指出，這與偽師的靈有關。

由此可引伸說，他們背後有邪靈的工作。因此保羅叮囑信徒要提高警覺，切

勿接受如此的靈。	

(3) 傳假福音：何謂別的福音或假福音？保羅的定義是非常清楚的。在信息方面，

假使徒所傳講的是別的基督；還有，他們所受的靈，絕對不是聖靈。把兩種

特徵加上來便可顯出甚麼是虛假的福音了。	

f) 使徒的自白：	

i) 不亞於假使徒：5但我想，我⼀點不在那些最⼤的使徒以下。（林後11：5）

「最⼤的使徒」，有英譯本譯作「最顯赫的使徒」或「最傑出的使徒」。dxxxii

新國際譯本則把它意譯作「超級的使徒」。dxxxiii
在此，保羅帶著諷刺的口吻指

出假使徒是何等的囂張及張狂。總言之，使徒保羅坦然的表示，與這群高抬自

我的假師傅來相比，他絕對不會亞於他們的。	

ii) 擁有真實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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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6）「粗俗」，可以指那些門外漢、不是專

家、沒有訓練的人。

dxxxiv
在使徒行傳四章十三節，那裡是指沒有教養的人。而

這裡的意思，應是指在口才方面是拙劣的。

dxxxv
保羅謙卑及坦誠的承認，雖然

他沒有修辭學的訓練，但卻擁有崇高的知識。這知識不是指受教於迦瑪列所獲

取的知識（徒22：3），乃是指對福音的認識而言的（林前2：6至11；弗3：1

至5），因為這些知識是源自神的（加1：12）。dx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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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不受資助之因：	

(1) 奴隸的心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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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7）昔日主耶穌四處出外傳道時，可從聽道者

的身上得著供應，意即在起居飲食方面得著人家的照顧（路9：3至4；10：

4至7），這不但是初期教會的模式，亦是假使徒仿效的方法。dxxxvii
再者，

希臘文化以老師的收費來衡量其重要性。由於保羅沒有從哥林多教會的身上

收取費用，假師傅便指控保羅實屬虛假的（林前9：1至15）。此外，沒有

收取資助也表明保羅是不愛教會的（林後11：11）。dxxxviii
保羅表示不肯收

費，以親手作工來養活自己（林前4：12），甘心樂意的自居卑微，為要有

別於假使徒；況且，保羅一向視自己為教會的奴隸（羅1：1），而信徒處

於高位，如同主人一般。使徒甘願自居卑微，辛勞的服事他們，乃是奴隸的

本分；故此，不收取他們分文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2) 效法主耶穌：保羅認定施比受更為有福（徒20：35），不肯收取人家的供

應，深信這也是原因之一。	

(3) 個人的領受：假使徒從哥林多教會的身上收取供應（林後11：12）。假若

保羅在各處都收取教會的供應，假扮神僕的人也可以此來欺騙神的教會。為

著保障教會免受損害，自己便寧願吃虧。使徒保羅不收取人家於經濟上的供

應，絕對不是標奇立異，這乃全屬他個人的領受，因此便成為他個人的特徵

了！	

(4) 免得人誤會：使徒不想人家誤會，聽聞福音是必須要徵收費用的（參考林前

9：18）。	

iv) 曾經接受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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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後11：8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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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經虧負教會：「虧負」，有強搶之意。dxxxix
為甚麼保羅認為他是強搶了馬

其頓教會呢？根據使徒行傳及其它書信的記載，保羅首次抵達哥林多城在那

裡事奉，大概是在主後50年的秋天至主後52年的春天。那時他以「皮革工

人」的身份來賺取生活費（徒18：3），dxl
但當西拉及提摩太從馬其頓到來

後，他便能專心講道（徒18：5）。相信保羅所指「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

們」，就是西拉及提摩太了，如此的推論是頗為合理的。由於馬其頓教會記

念神僕於生活上的需用，因此叫使徒保羅能專心傳道（腓4：15；帖前3：

6）。dxli
雖然馬其頓教會甘心樂意記念保羅的需要，但他於心不忍看見落在

赤貧的信徒也如此的擺上；故此，視收取馬其頓信徒的金錢為搶奪的行徑。	

(2) 不想連累教會：雖然那時在經濟上極有需要，但保羅仍堅持不要求向哥林多

教會求幫助。深信馬其頓教會的資助是出於自願，並不是保羅自己提出的。

保羅事奉主有一個原則，就是期望可自供自給，不想在經濟上拖累任何人。	

v) 擁有主的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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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10）「誠實」，可解作真理的意思。dxlii
使徒保羅直接了

當的指出，他與偽師不同，因為在他裡面有「基督的真理」，而偽師卻是虛謊

的（林後11：10）。	

vi) 可坦然的誇口：由於保羅擁有基督的誠實或真理，意即他在神和人面前皆是誠

實無偽的。因著不收取哥林多教會的資助，保羅可以在亞該亞一帶地方如此誇

口，因為他本著無私的心，全心全意及免費的服事眾人，乃是眾人皆知的事

（林後11：10）。	

vii) 不是不愛教會：11為甚麼呢？是因我不愛你們嗎？這有神知道。（林後11：11）

在保羅的自白裡，清楚表明不收取哥林多教會的金錢，免得叫他們受累，這並

不表示不愛他們。保羅愛哥林多教會的心，乃是有神可作見證的。	

viii) 繼續不收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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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12）或許保羅的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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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假使徒以收取費用來證明自己的身份，但保羅為著堵塞破口，便堅決繼續不

收取哥林多教會的金錢，免得假師傅有機可乘。

dxliii	

g) 使徒的指控：	

i) 行事詭詐：13那等⼈是假使徒，⾏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林後11：

13）保羅沒有避諱地，並且直接的指出假使徒的行徑是極其詭詐的，他們皆是

起來冒充基督使徒的人。	

ii) 如同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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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1：14至15）「裝」，含有改變外表、轉換、偽裝、假裝等意思。dxliv
保羅提

醒哥林多教會，教會內部出現了假使徒，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撒但及其差役

邪靈也一直作假冒的工作。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自認愚妄：保羅滿有世上的見識，也擁有豐富屬靈的知識；可是，他竟在哥林多教

會面前自稱為愚蠢（林後11：1）。由此可見保羅的為人是謙卑的。	

b) 一個丈夫：哥林多教會身為穌基督的新婦，意即她只有一位丈夫（林後11：2）；
dxlv
便要在主面前持守自己的貞潔，決不可隨便輕信自稱為師傅的人。哥林多教會

輕易接受了假使徒的資格，不單叫他們陷在危機中，更可怕的是偏離了保羅原先的

教導，誤信「別的福音」。這好比妻子與別的男子通奸一般，神視之為屬靈的姦淫。	

c) 為父的心：不但在名義上，保羅是哥林多教會的父親，在實際的行動上，保羅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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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是愛護其兒女的。使徒保羅視哥林多教會如同自己的女兒，在兒女的終身大事

上，顯得非常著緊。既然把女兒許配給耶穌基督，便要求女兒守著貞節，一生跟隨

及效忠其夫婿（林後11：2）。	

d) 效忠基督：神是一位忌邪的神（出20：5），期望其兒女對祂有絕對的順服及忠心。

使徒保羅明白神的心意，也清楚知道基督徒要效忠於主（林後11：2）。弟兄姊妹，

我們是否忠於主及其教訓呢？	

e) 別的福音：世上不少異端自稱相信耶穌基督，但他們卻把聖經扭曲，錯誤地解釋有

關基督的真理；那麼，異端所傳講的絕不是基督，乃是假基督而已（林後11：4）。	

f) 自我評估：使徒自認沒有受過修辭及演講學的訓練，或是說，他沒有這方面的專長

（林後11：6）。可是，他卻坦然表明自己是滿有知識的。由此可見，保羅對自己

有中肯的認識，在自我評估方面恰到好處，乃是不卑不亢的表現。

dxlvi	

g) 捨棄特權：靠福音養生本是合宜的，但保羅沒有用盡其權利，卻是寧願靠雙手來賺

取生活的開支。由此可見，保羅滿有神僕的風範，捨棄其特權來叫人白白得著福音

的好處（林後11：8至9）。	

h) 屬靈爭戰：撒但可裝作光明的天使，其差役也有如此的本領（林後11：15）。在

世上滿有似是而非的道理，於教會圈子內更是如此。撒但及邪靈把錯謬的思想放在

人的心思裡，不單要毒害人，更是要破壞教會的純潔，叫人離開真理的源頭。弟兄

姊妹，切勿輕率，要倚靠主所賜的力量才可得勝。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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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課：自我辯白〈二〉（11：16至3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為何保羅知道不是奉主命令所講的，但仍然要講呢（林後11：17）？	

b) 誰是憑著血氣自誇的人（林後11：1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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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有人如此欺負哥林多教會嗎（林後11：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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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指誰呢（林後11：22，23）？	

e) 以色列人與希伯來人有何分別呢（林後11：22）？	

f) 保羅把自己曾受過的苦難仔細地列舉出來，有何用意？這是否自憐的表現呢（林後

11：22至28）？	

g) 在大馬色城保羅曾經遇上甚麼事情呢（林後11：32至33）？	

h) 為何在這段落裡使徒竟轉過來，重述他在大馬色城的遭遇呢（林後11：32至33）？	



 147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主的命令：在原文聖經內，沒有「命」這個詞彙（林後11：17）。dxlvii	

b) 主的父神：這裡論到三位一體的真理，耶穌基督與父神的關係（林後11：31）。	

c) 譏諷假使徒：	

i) 請求原諒：	

(1) 像愚妄人說話：「愚妄的」及「愚妄⼈」，在原文聖經乃是同一個的形容詞

（林後11：16，19），意即愚蠢、無知識的。dxlviii
十七節的「愚妄⼈」，

乃是女性的名詞，含有愚蠢、荒唐、缺乏理智、

dxlix
輕率等。

dl
保羅把自己描

繪成一位不經思考、漫不經心的人，其用意就是要與假使徒作比較。假若假

使徒可以虛假的資歷來得著信徒的接納，為何保羅這位真使徒不能以自己的

閱歷來證明別人的虛假呢？	

(2) 憑著己意說話：綜合某些英文直譯本的意思，讓我們看見使徒滿有自信來自

誇，決不是按照主的常規來說話的（林後11：17）。dli	

ii) 譏諷偽師：18既有好些⼈憑著⾎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林後11：18）	

(1) 「⾎氣」（原文編號4561），其意思極其廣泛，但在這裡應含有外在生命

的意思，意即那些假使徒只憑著外在的環境或條件來自誇。

dlii	

(2) 「自誇」（原文編號2744），含有自誇、誇耀、為此高興、自豪等意思。

dl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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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譏諷信徒：	

(1) 為人精明：19你們既是精明⼈，就能甘⼼忍耐愚妄⼈。（林後11：19）

「精明⼈」，這個形容詞分別含有明智的、深思的、審慎的、聰明的。dliv

在此，保羅用反語來諷刺哥林多教會，

dlv
既然擁有這樣的聰明，一定能忍受

愚笨的人。

dlvi	

(2) 高度容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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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0）「忍耐」，新英王

欽定本是翻作「容忍」“put	up”，dlvii
而新美國標準譯本是譯作「寬容」。並

且從新美國標準譯本的翻譯，我們看見信徒是以欣然或歡喜的態度來忍受的；

由此可見，他們是擁有極高的容忍度。

dlviii
其實使徒保羅用極其尖銳的手法

及精警的句語來諷刺哥林多信徒，指出他們接納假使徒是何等的錯誤、何等

的愚昧！	

(a) 被人奴役：保羅取笑哥林多教會，指出即使被人奴役，dlix
也是能忍受的。	

(b) 被人侵吞：「侵吞」，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字眼，這個動詞在此應解作

完全被人剝削、完全被人佔便宜。

dlx	

(c) 被人擄掠：「擄掠」，分別有拿去及收取等意思。dlxi
有學者認為這處是

解作以詭詐來剝削之意。

dlxii	

(d) 被人侮慢：「侮慢」，英王欽定本把同類的字眼分別譯作「舉起」、

「提升自己」等。

dlxiii
這裡的用法，含有放肆或裝腔作勢的意味，

dlxiv
藉

此比喻假使徒怎樣的高抬自己。

dlxv
保羅以譏諷的口吻來說話，指信徒竟

能忍受假師傅作自我吹擂，

dlxvi
真是令人費解。	

(e) 被人擊打：哥林多信徒能怎樣容忍假使徒的責打？他們竟能忍受被人擊

打其面部。被人擊打頭部的滋味不但不好受，也含有侮辱的成份。

dlxvii

偽師公然的奚落哥林多教會，他們竟毫不在意，難怪使徒保羅那麼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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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氣了。	

iv) 譏諷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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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1）（參考其它譯本）dlxviii	

(1) 挖苦別人：有聖經學者指出，這處達至保羅挖苦假使徒的高峰。在相比之下，

保羅不及假使徒那麼有能力，他是何等的軟弱，無法好像假師傅那樣來虐待

哥林多教會。

dlxix	

(2) 譏諷自己：保羅這人不單詞鋒尖銳，也滿有幽類感，藉著挖苦自己的手法來

對付別人。也許保羅自認在修辭及演講方面亞於假使徒，其實從這裡的筆法

及用詞來看，他絕不比假師傅遜色。	

(3) 絕不軟弱：使徒用反語來說話，其實他一點也不軟弱。別人可怎樣勇敢，他

也可以。	

d) 真偽的比較：	

i) 肉體的條件：	

(1) 希伯來人：希伯來人是亞伯拉罕及其後裔的總稱，根據聖經學者的溯源，他

們乃是希伯的子孫（創10：21；11：14）。dlxx
參照某聖經學者的見解，

「希伯來⼈」（林後11：22）是指巴勒斯坦地的猶太人，尤其是指他們的

母語是亞蘭文或希伯來文而言，意即他們皆繼承了巴勒斯坦的知識及文化。

相對來說，這些「希伯來⼈」與散居在四處的猶太人則很不同，因為散居各

處的猶太人的母語不是亞蘭文或希伯來文，乃是希臘文而已。

dlxxi	

(2) 以色列人：以色列乃是雅各與使者摔跤後，使者替他所起的新名（創32：

28）。這個名字更成為雅各的別名，並且這名字也經常與其子孫聯在一起。

dlxxii
使徒保羅自稱為以色列人，因為要強調自己為神子民及國度的一份子。

dlxxiii	

(3) 神的選民：亞伯拉罕的後裔必須在出生後的第八天接受割禮（腓3：5），

並且根據神的盟約可成為承繼人享有神所應許的（弗2：12）。使徒保羅提

到自己為希伯來人、以色列人及亞伯拉罕的後裔，為要表明他擁有純正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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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國籍及承繼權，一點不會遜色於假使徒。

dlxxiv	

ii) 僕人的條件：	

(1) 為主勞苦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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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3）

「勞苦」，乃是勞動、苦工、工作之意（林後11：23，27）。dlxxv
保羅為主

勞勞碌碌的工作，顯明他是真正的僕人。

dlxxvi
二十七節的「困苦」，乃是勞

動、努力、艱難之意。兩組詞彙皆帶出使徒為主辛勤作工，事奉絕不是舒適

安逸的。

dlxxvii	

(2) 失去自由之苦：在傳揚福音的路徑上，使徒多次被人下監，失去寶貴的自由

（林後11：23）。	

(3) 隨時喪失生命：「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為著傳揚耶穌基督

的福音，使徒保羅多次被人重重的鞭打，險些兒喪命。	

(4) 忍受皮肉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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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3）	

(a) 被鞭打：在舊約時代，責打人的次數以四十下為上限（申25：1至3）。

為著避免錯誤超過這上限，猶太人便把它降至三十九下。

dlxxviii
保羅落在

自己的同胞裡，受了不少的苦楚，單單被他們鞭打就已經有五次了（林

後11：24）。	

(b) 被棍打：大有可能，這是指保羅被羅馬人用棍所擊打而言的。羅馬人把

含有彈性的樹枝捆在一起，以此向犯人施與刑罰。

dlxxix	

(c) 被石打：使徒保羅曾在路司得慘被人用石頭擊打，這次受傷極其嚴重，

人家還誤以為他傷重身亡（徒14：19，20）。	

(5) 長途跋涉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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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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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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1：25至26）為著傳揚福音，保羅經常要長途跋涉飄洋過海，使他

先後有三次在海上遇險，甚至有一次竟被困在損毀了的船隻內，足足有一晝

一夜，等待別人的救助。	

(6) 忍受各樣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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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1：	26）	

(a) 「江河的危險」：從旁非利亞的別加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徒13：14），

不但要路經滿佈山賊的托魯斯山脈，

dlxxx
那裡還有兩條經常泛濫的河流。

dlxxxi	

(b) 「盜賊的危險」：古時人若要遠行，難免會遇上風險，其中一個極其常

見的危險，乃是「盜賊的危險」。	

(c) 「同族的危險」：在新約聖經內，先後有多次論到保羅遭其同胞的逼迫，

險些兒連命也不保（徒9：23，29；13：45；14：2，19；17：5；18：

6；18：12至16；20：3，19；21：27至32）。	

(d) 「外邦⼈的危險」：在使徒行傳內，記載保羅遭外族人的逼迫，與來自

同族的逼迫相比之下，明顯是較少的（徒16：16至40；19：23至20：

1）。換句話說，猶太人比外邦人是更敵視福音的。dlxxxii	

(e) 「城裡的危險」：使徒保羅蒙主的差遣，前往各處傳揚福音，而城市乃

是他傳福音的重要據點。在不少城市內，人家對福音的反應不一，甚至

換來騷動，直接危害保羅的安全（徒19：29）。	

(f) 「曠野的危險」：曠野地勢險要，為野獸出沒之地，那裡空無一人，假

若遇險，叫天不應，叫地也不聞了。	

(g) 「海中的危險」：人難以預測明天的天氣，也無法控制海上的風浪。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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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保羅要經常乘坐船隻到處傳揚福音，建立教會。在海上遇到危險乃是

意料中的事。	

(h) 「假弟兄的危險」：在保羅的時代，已有不少假師傅四出迷惑信徒，他

們奉行律法主義，並且倡導靠行為得救的謬論。在這些偽師的手裡，保

羅飽受他們的對付。	

(7) 忍受失眠之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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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7）為何保羅飽受失眠之煎熬？有學者認

為這是由於其肉身的不適或病痛所致，也可能這是基於工作壓力之故。

dlxxxiii	

(8) 忍受飢渴之苦：為甚麼保羅又飢又渴？在此使徒沒有加以註解。有聖經學者

推考說，這是由於保羅不肯接受哥林多教會的資助，為此他寧可不吃不喝。

dlxxxiv	

(9) 忍受寒冷之苦：「赤身露體」與「受寒冷」是息息相關的。沒有多餘的金錢

來買禦寒衣物，叫保羅無法有足夠的衣服來渡過嚴冬。	

(10) 忍受赤身之苦：由於保羅經常落在貧窮裡，叫他沒有多餘的金錢來購

買禦寒的衣物。

dlxxxv	

(11) 為眾教會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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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28

至29）保羅視以上的苦楚為教會以外的事（林後11：23至27）；此外，他

還要兼顧教會內部的事情。這些信徒的問題或軟弱，天天壓在其心頭上，使

他為著他們而掛心。	

(12) 大馬色的經歷：

32在⼤馬⾊（⼤馬⼠⾰）亞哩達王⼿下的提督，把守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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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32至33）為何突然重提在大馬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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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未歸信基督之前，保羅為法利賽人，並且熱切的逼迫跟隨基督的人。

大馬色的事件改變了使徒一生的命運，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因為先前他是

逼迫基督徒的，現今卻反過來被各人逼害。對一個自以為是的法利賽人來說，

實屬極大的打擊。保羅以此為例證，說明神怎樣破碎他，使他降卑。保羅與

假使徒極不同，他不喜歡以自己的剛強來誇口，反誇自己的軟弱及卑微（林

後11：30）。dlxxxvi	

e) 神為見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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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1：30至31）保羅與假使徒不同之處，就是他

喜歡高舉自己的軟弱，這是有神可親自作見證的。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被逼才誇口：使徒保羅親眼目睹哥林多教會被假使徒迷惑，心急如焚；故此才斗膽

以自己的閱歷及資格來自誇一番（林後11：16至19）。	

b) 人生轉捩點：保羅突然重提昔日在大馬色的遭遇（林後11：32至33），因為這是

他人生重大的轉捩點。昔日他起來追捕基督徒，現今反過來被人逼迫。	

c) 生命證道：基督徒口講無憑，應多用生命的經歷來印證所傳的道。單單只有真理，

卻沒有屬神生命的流露，不能有效印證所傳的福音之真確性（林後11：23至30）。	

d) 神的證明：我們基督徒可在人前自吹自擂，高舉自己的條件、閱歷、資格等，但是

否屬實，唯有神才知道（林後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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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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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自我辯白〈三〉（12：1至1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甚麼是「主的顯現和啟示」呢（林後12：1）？	

b) 何謂「第三層天」（林後12：2）？	

c) 「樂園」是甚麼地方（林後12：4）？	

d) 保羅的這根刺是甚麼（林後12：7）？	

e) 「撒但的差役」是誰（林後12：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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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出自舊約聖

經呢（林後12：9）？	

g) 「那些最⼤的使徒」是何許人呢（林後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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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a)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主的顯現：「顯現」（原文編號3701），意即超

自然的異象。

dlxxxvii
新英王欽定本及新美國標準譯本的翻譯是「異象」（林後12：

1）。dlxxxviii	

b) 主的啟示：「啟示」（原文編號602），亦含有已經啟示或揭露的事情之意（林後

12：1）。dlxxxix
所有異象皆是從神而來的啟示，但啟示卻不一定是異象，因為異象

是眼見的，而啟示卻不一定是如此，乃是可以藉著不同途徑來獲取的。

dxc
在使徒行

傳內，先後論到保羅六次的異象（徒9：1至9；16：9至10；18：9；22：17至18；

23：11；27：23至24），而其書信亦多次提及自己從神而來的啟示（加1：12；2：

2；弗3：3）。	

c) 保羅的誇口：	

i) 自知無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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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2：1）使徒保羅深知自誇是無益處的，但如此作是迫不得已的。	

ii) 被逼誇口：面對假使徒大肆宣揚自己的資格，以假亂真的方法來迷惑哥林多教

會，叫神的兒女走迷；為此，保羅不能無動於中，一定要把自己的資格陳明在

信徒的眼前，免得他們被迷惑。	

iii) 只誇軟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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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5）保羅引述自己的經歷，不是為了高抬及炫耀自己，乃是為

要證明自己確實擁有使徒的資格。他決不是自視過高、目空一切的人，因為他

深深體會到自己是軟弱的，絕不是全然剛強的人。使徒深知他能擁有超然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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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及能有效地作工，本是沒有甚麼可誇的地方，因為這全然是主的作為。從表

面看來，保羅好像是為著其軟弱及不足來誇口，其實背後他乃是為要表彰主的

作為而已。	

iv) 只說實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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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6）

「狂」，意即愚蠢的、無知的。dxci
使徒保羅確信把自己的經歷告知哥林多教會

絕不愚蠢，因為他只是忠於事實，讓信徒了解其獨特的經歷，藉此認識他確實

為使徒。	

v) 免招誤會：「禁⽌不說」（林後12：6），其原意可解作避免或制止等意思。

dxcii
在列舉其使徒資格時，保羅深深知道這可招致人家的誤會，叫別人誤以為他

在高抬自己。為此，使徒禁戒自己在這特殊的經歷上誇口，免得哥林多信徒不

以其事奉來評估他，反而只偏重其經歷。	

vi) 特殊經歷：	

(1) 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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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2）這

人是誰？仔細留意上文下理時，我們不難發現這人正是使徒保羅自己（參考

林後12：5）。為何保羅會如此形容這特殊的經歷呢？為甚麼不直指這人正

是他自己呢？保羅沒有明確的交待，但深信這是寫作的文筆而已。	

(2) 時間：為了辯明自己擁有使徒的資格，現今保羅才把隱藏了十四年的經歷陳

明出來。假若保羅是在主前56年寫哥林多後書，那麼他便是大約在主前43

年得著如此超然的經歷。而這經歷便落在聖經學者稱之為「沉默的年間」中，

那時保羅正在敘利亞及基利家一帶過活，而使徒行傳是隻字沒有提及的。

dxciii	

(3) 被提：「被提」﹙原文編號726﹚，含有攫取或抓住之意（林後12：2）。

dxciv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內，使徒保羅同樣使用這個動詞，用來描述將來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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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提（帖前4：17）。保羅怎樣被提到第三層天，至今仍是一個謎，甚至

連使徒自己也無法知曉。究竟只有保羅的靈魂被提，或是整個人被接去，連

使徒自己亦無法可確定。	

(4) 聽聞：4他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秘的⾔語，是⼈不可說的。（林後12：4）

「隱秘」，意即不可說出來、或不可表達出來之意。dxcv「不可」，新英王

欽定本是翻作「不合法的」，dxcvi
而新美國標準譯本則是譯作「不允許的」，

dxcvii
兩者的翻譯與原意十分相近。

dxcviii
在樂園內，保羅聽見隱秘的言語乃是

人不允許說的。為何人家不可重提這些說話呢？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些言

語只向保羅啟示，而非為他人而設的，那麼使徒便被禁止重提舊事了。

dxcix	

(5) 地點：第一層天是大氣層，第二層天則是太陽系內及星際的空間，而「三層

天」就是神的居所。dc
根據這處的上文下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保羅所論

述的「三層天」就是「樂園」了。	

d) 保羅的軟弱：	

i) 保羅的刺：	

(1) 主的美意：主容讓這根刺掐入保羅的體內，實在有其美意。主容讓撒但的差

役來攻擊保羅，為要使他常存著謙卑的心，切勿自視過高，要認識自己的渺

小及不足（林後12：6，7）。	

(2) 刺的解釋：涉獵世上解經家對刺的解釋實在眾說紛紜，叫人眼花繚亂。有些

學者視之為保羅不止息的引誘。有些認為這是指頑強的反對者而言的。有人

斷定這是指慢性的病，比方如眼炎、瘧病、偏頭痛、或癲癇症等。再者，也

有人認為這是指保羅沒有說話的能力。

dci
以上的推考及估計皆無法可確實，

唯一可肯定的是，這刺與撒但的差役扯上直接的關係，叫保羅受很大的折磨。	

ii) 三次禱告：為著自己的刺，保羅曾三次禱告主，求祂把這根刺除掉，可是主沒

有垂聽其呼求。在這一連三次的懇求後，使徒最終體察到這是出於主的美意，

便順服主的安排了（林後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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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主的應許：雖然主沒有聽保羅的禱告，但在其個人的經歷中卻對他作出重大的

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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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

保羅更能體會到主的恩典是足夠的，並且祂的能力在弱者的身上更顯得完備。

面對危難或痛苦，主不一定把它挪去，但卻把足夠的恩典賜下，讓我們有力量

經過，藉此人家便可在軟弱者的身上看見神能力之彰顯。	

iv) 只誇軟弱：「覆庇」，意即開始居留、住在等意思。dcii
在此，保羅發現了一個

重要的屬靈秘訣，就是每當他愈發強調及承認自己的軟弱時，基督的能力就更

能臨到自己的身上（林後12：9，10）。	

v) 以主為樂：	

(1) 五種苦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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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0）dciii「軟

弱」，即無能、處於軟弱或限制的境況中。dciv「凌辱」，可以解作被人虐

待或惡待，也含有侮辱之意。

dcv「急難」，分別含有煩惱、苦惱、艱難等意

思。

dcvi「逼迫」，可以解作逼害、困擾、壓迫等。dcvii「困苦」，意即苦惱、

艱難、困難之意。

dcviii	

(2) 喜樂之源：落在各種的難處裡，保羅能為著基督的緣故來忍受。使徒以基督

為樂，主便成為他喜樂之泉源。	

vi) 為主剛強：保羅不單樂於接受世上的苦難，並且能靠主從軟弱中剛強起來（林

後12：10）。	

e) 使徒的證據：	

i) 被迫成愚妄人：使徒保羅本是親手建立哥林多教會的功臣，也是信徒的父親，

本該不用拿出甚麼證據來，現今眼見假使徒四出迷惑人，叫人偏離真道，這樣

迫使保羅起來證明自己的身分。如此的作為，就好比兒子要求父親交出為父的

證據來，這是實屬無理及愚妄的。在情勢極其危急之際，保羅無法不交出為父、

為使徒的證據來（林後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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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亞於假師傅：雖然保羅自覺算不得甚麼，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但與那些

自稱為最大的使徒作比較時，總不會不亞於他們（林後12：11）。	

iii) 真使徒的憑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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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2）使徒保羅在此列舉了真使徒四種不同的條件，

分別如下：	

(1) 「忍耐」（原文編號5281），即忍耐、毅力、耐性。dcix
保羅忠心事主事人，

默默耕耘，不望收取，只願付上，並且面對百般的艱難，仍勇往直前，永不

後退，這乃是真使徒生命的特質之一。	

(2) 「神蹟」（原文編號4592），意即徵兆。dcx	

(3) 「奇事」（原文編號5059），含有預兆、奇蹟、神蹟等意思。dcxi	

(4) 「異能」（原文編號1411），可以解作外在發表出來的能力，用來形容大

有能力的行為、神蹟、奇事。

dcxii「神蹟」、「奇事」、「異能」與忍耐不

同，它們皆不是生命的特質，乃是神能力於使徒身上的彰顯，屬乎外在的表

現而已。不論是內在或外表的條件，保羅皆擁有真使徒的風範及資格。	

iv) 沒有連累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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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3）為到未曾收取過哥林多教

會的資助，保羅致歉，並且表明除了這件事外，他們是沒有甚麼不及別的教會

的。為何使徒如此說話？其實保羅藉著這些反語，向信徒作出譏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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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必須誇口：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徒保羅不可不誇口（林後12：1）。其背後的

原動力不是自己，乃是主及其羊群。	

b) 打破沉默：保羅向來絕少高舉自己過往的經歷。由於假師傅正在蹂躪哥林多教會，

最終迫使保羅打破了沉默，把十四年前超然的經歷向信徒揭示，為要使人再次認準

其使徒的資格（林後12：2）。	

c) 信徒的刺：雖然我們無法可確定保羅的刺是甚麼，但寶貴之處是叫我們認識它有其

正面的用途，叫神僕切勿自視過高（林後12：7），使人懂得在主面前降卑。也許

我們身上也有一根刺，叫我們痛苦非常，但深信這是對我們有益的。	

d) 學習順服：為著自己身上的一根刺，保羅曾三次求主把它除掉，但神卻沒有按著他

的意思來成就（林後12：8）。弟兄姊妹，神不一定聽我們的禱告，因為我們不懂

得怎樣來禱告。假若遇到禱告不蒙應允之際，那麼便切勿強迫主來答應，要學習順

服的功課。	

e) 靠主喜樂：保羅奉召作使徒的道路乃是荊棘滿途的，但他願意為主來忍受，並且懂

得倚靠主來得著喜樂（林後12：10）。我們又如何呢？	

f) 自認軟弱：保羅認定自己乃是軟弱的人；奇妙的是，他反過來卻可成為剛強的人，

這正是屬靈的要訣（林後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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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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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行程簡介〈一〉（12：14至2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保羅預告他將會第三次到訪哥林多教會，聖經有沒有記載先前兩次的訪問呢（林後

12：14）？	

b) 這句說話是否出自舊約呢（林後12：14）？	

c) 「兒⼥不該為⽗母積財，⽗母該為兒⼥積財。」為甚麼保羅會如此說話呢（林後

12：14）？	

d) 基督徒是否不用供養父母呢（林後12：1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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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如此說話，背後有何用意呢（林後12：15）？	

f) 人家以甚麼來指控保羅是詭詐的呢（林後12：16）？	

g) 論到保羅的代辦，據第八章所提供的資料，那裡有提多及兩位的弟兄（林後8：

23）。為何這裡只論到提多及另外的一位呢（林後12：18）？	

h) 為何保羅擔心再次到訪哥林多時，他與信徒彼此之間的期望皆有不同呢（林後12：

20）？	

i) 為甚麼使徒掛心神會使他在信徒面前慚愧呢（林後12：21）？	



 164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主為見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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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9）「我們本是在

基督裡當神面前說話」，意即「我們在基督裡於神面前說話」。dcxiii
在此，我們看

見保羅是活在神面光之中的，並且鄭重他是在基督裡的人，說明與救主的關係。保

羅如此說話，為要表明神與基督可替他作見證，他所講的說話及辯證是千真萬確的。	

b) 主使人降卑：詳情可參閱向下箭號的部分（林後12：21）。	

c) 第三次到訪：	

i) 兩次到訪：使徒保羅第一次到訪哥林多城是記載在使徒行傳十八章內，而第二

次的到訪卻沒有記在使徒行傳內，我們從後書可知道這次的訪問卻帶給使徒沉

痛的回憶。

dcxiv	

ii) 到訪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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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後12：14）使徒清楚表明第三次訪問哥林多城之目的與先前兩次一樣，也是與

金錢無關的。

dcxv
保羅不想把經濟的擔子擱在信徒的肩頭上，現今再次前往訪問，

乃是為要得著信徒的心（林後12：14）。	

iii) 引用常理：	

(1) 屬靈的子女：使徒如此說話，為要鄭重宣告他與信徒之間的關係。保羅是親

手建立哥林多教會的，正是信徒的屬靈父親，意即他們本身就擁有父親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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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間的關係，乃是極其親密的（林後12：14）。	

(2) 與孝道無關：不用為父母積財，絕對沒有不用供養雙親的意思。保羅引述一

般的常理來說，當子女還是年幼時，他們是不用為父母積財的，因為養育年

幼的孩童本是他們的天職（林後12：14）。	

(3) 幼弱的教會：也許保羅視哥林多教會的靈性還是幼嫩，如同屬靈嬰孩一般；

故此，不想把經濟的擔力放在他們的身上。	

(4) 愛信徒的心：為何使徒保羅不想累著信徒呢（林後12：14）？參照上文下

理，我們可以知道這是出自使徒愛教會的心（林後12：15）；故此，不強

把經濟的擔子擱在信徒的身上。	

d) 保羅的心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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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5）	

i) 深愛信徒：使徒保羅願意自食其力，靠自己的雙手來養活自己，為著不想拖累

信徒，使徒出錢出力叫哥林多教會得以建立起來。如此傾盡全力的表現，不但

換取不到信徒的稱許，反成為假使徒攻擊他的話柄。使徒是深愛哥林多教會的，

卻得不著信徒的愛護。這些不分好歹的信徒，竟站在假使徒的一邊，叫保羅痛

心不已。	

ii) 反問信徒：不少英譯本把下半節以問號來結束。dcxvi
使徒保羅向哥林多教會盡

訴心中情，讓信徒知道自己是何等深愛他們的。保羅以反問的方式說話，難道

我越發愛你們，越發得不到你們的愛護嗎？	

e) 保羅的自辯：	

i) 替自己辯護：	

(1) 人家的指控：「詭詐」（林後12：16），可以解作惡棍或狡猾的人。dcxvii

「用⼼計牢籠」（林後12：16），其原意是叛逆、欺騙、狡猾、欺詐，

dcxviii
乃是一個母性的名詞。

dcxix
假使徒在哥林多信徒面前，以惡毒的言詞來

誣告保羅，指控他是一個惡棍，以欺詐的手法來欺騙信徒。	

(2) 保羅的回應：16罷了！我自⼰並沒有累著你們，你們卻有⼈說我是詭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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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牢籠你們。（林後12：16）在此，保羅斬釘截鐵地否認如此的指控，

表明從來在金錢方面，他是清清潔潔的；再者，他一直沒有受過哥林多教會

於經濟上的支援，意即在金錢方面，從來他是與信徒沒有任何瓜葛的，那裡

可有歛財的機會呢？接著，保羅繼續為其代辦辯護，藉此證明兩位同工及自

己，在金錢的事情上是清白的（林後12：17至18）。	

ii) 替同工辯謢：	

(1) 反問的方式：在此，保羅一口氣發出三個問題，藉此反問對那些指控保羅的

信徒：	

(a) 保羅的代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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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7）「佔過…便宜」（原文編號4122），含有

碌削、利用、智勝之意。

dcxx
假使徒指控保羅假借收取捐款為名，差派其

代辦到哥林多教會裡，實際是想中飽私囊，把信徒部分的善款據為己有。

如此的指控十分惡毒，不單把小偷的罪名擱在保羅的頭上，也直接把兩

位代辦陷在不義中。

dcxxi	

(b) 忠誠的代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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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8）	

(i) 事件的時間性：至於這裡的時間性，至今聖經學者還不能確定。意思

是說，究竟這裡是否論到提多首次前往哥林多教會，為耶路撒冷教會

收集捐款，或是第二次把保羅「嚴峻的信件」交給教會，我們很難確

定。

dcxxii
究竟提多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前往哥林多教會，不是保羅在

這裡的焦點。使徒引述這事故，為要表明提多及其同工是廉潔的，絕

對沒有中飽私囊之嫌。	

(ii) 只有一位弟兄：為何這裡只提及一位弟兄，沒有論到另外的一位（林

後8：23）？著名路德宗聖經學者蘭斯基說：「『那弟兄』所傳達唯

一的事實—他不是保羅經常的助手。至於是否保羅現今第二次差遣出

去的人選，即兩位其中的一位，我們卻不曉得。」

dc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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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同心同路人：「我們⾏事不同是⼀個⼼靈（註：“⼼靈”或作“聖靈”）嗎？

不同是⼀個腳蹤嗎？」（林後12：18）蘭斯基認為英王欽定本，把這裡

翻作「一個心靈」，乃是非常準確的。因為聖經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聖

靈是被世人使用的一種手段或基準。「⼀個⼼靈」表徵著「內裡的動

機」，而「一個腳蹤」則代表「外在的軌跡」。在此，引用這位聖經學

者的解釋，保羅這裡雙重的問題是：「我們豈不是內外一致（表裡一致）

嗎？」

dcxxiv
通過以上的三條問題，保羅為要表明自己不但是誠實無偽的；

他的同工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是與使徒一同作工的同心同路人。	

iii) 主為見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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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19）「分

訴」，有譯本翻作「借⼝」，dcxxv
也有譯作「辯護」。dcxxvi

其原意含有親自辯護、

為自己的利益來辯護。

dcxxvii
保羅大膽表示說，現今他不是為自己個人的利益來

辯護，而神是可以為他作見證，證實他在管理金錢上是清潔的。	

iv) 神僕的心意：「造就」（林後12：19），可解作建造或堅固之意。dcxxviii
為著叫

哥林多教會不再接受保羅為使徒，假使徒以惡毒的手法，務要破壞他的名譽。

他們指控保羅是具殺傷性的人物，可以叫教會在金錢方面受著虧損。因此，保

羅不得不把自己心靈深處的說話告知教會，讓他們知道自己是怎樣為教會在凡

事上著想，使他們在靈性方面得以建立起來（林後12：19）。	

f) 保羅的恐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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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2：20至21）	

i) 懼怕仍未被接納：由於保羅強調信徒應嚴格執行教會內部的懲治（林前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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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至5），加上內部有假使徒的教唆，叫信徒懷疑保羅是否真的使徒。保羅

已發出「嚴峻的信件」，不單嚴責信徒的不是，也再次鄭重其使徒的權柄。假

若保羅抵達當地後，才發現教會仍存著不同的見解及期望或願望的話，兩者皆

會感到失望及尷尬。	

ii) 懼怕罪惡的漫延：假使徒已入侵教會，把錯誤的思想灌輸，叫信徒誤以為放縱

情慾是無傷大雅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使徒保羅為哥林多信徒極其憂傷，恐怕

罪惡不斷在教會中漫延下去。

dcxxix
在此，使徒保羅便列舉了以下的一些罪行：	

(1) 「紛爭」（原文編號2054）：可以解作爭吵、糾紛、沖突，dcxxx
並且意味著

在眾多紛紜的意見中，當中是充滿敵對或敵意的。

dcxxxi	

(2) 「嫉妒」（原文編號2205）：含有正反的意思。用在負面時，帶出妒忌的

意味。

dcxxxii	

(3) 「惱怒」（原文編號2372）：可以用來形容空氣、水、大地及走獸的暴烈

活動。在此，含有激怒之意。

dcxxxiii	

(4) 「結黨」（原文編號2052）：這個詞彙與卑劣的自我主義有關。dcxxxiv
這種

自私自利的野心，含有對抗的意味。

dcxxxv	

(5) 「毀謗」（原文編號2636）：乃是誹謗、中傷、邪惡的言語。dcxxxvi	

(6) 「讒⾔」（原文編號5587）：在不良意識的用語，含有耳語、秘密的閒話、

搬弄是非等。

dcxxxvii
在此，可解作用低沉的聲調來說閒話或耳語。

dcxxxviii	

(7) 「狂傲」（原文編號5450）：即吹噓、驕傲、自負之意。dcxxxix	

(8) 「混亂」（原文編號181）：可以解作謀反、沒有條理的叛亂之意。dcxl	

iii) 懼怕仍有人犯罪：再者，使徒保羅懼怕第三度前來時，如仍有信徒繼續犯罪、

不思悔改的話，便會極其悲傷（視之為被神羞辱）。

dcxli
他便把以下的一些罪行

列舉出來：	

(1) 「污穢」（原文編號167）：意即道德敗落，或可解作於性生活方面不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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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xlii	

(2) 「姦淫」（原文編號4202）：乃是通奸，或指於性方面的不道德，或是指

性慾方面的罪行。

dcxliii	

(3) 「邪蕩」（原文編號766）：在道德態度及行為方面不受限制，說明人是肉

慾、酒色、放肆、淫蕩的支配。

dcxliv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同心同路人：「我們⾏事不同是⼀個⼼靈（註：“⼼靈”或作”聖靈”）嗎？不同是⼀

個腳蹤嗎？」（林後12：18）保羅選上的同工皆是與他同心的。更寶貴的是能有

如此的配搭與他同走天路。	

b) 信徒的讒言：人皆喜歡搬弄是非，連基督徒也不例外。從「讒⾔」的原意來看，是

充滿隱秘性及殺傷性的（林後12：20）。	

c) 同工的挑選：提多及那位弟兄，乃是保羅的同心同路人（林後12：18）。讓我們

在教會挑選同工時，也沿用這個極其基本的條件，要彼此同心。	

d) 神是見證人：保羅看準神是最大、最好的審判官，唯有祂才可作出最恰當的判決

（林後12：19）。於世上遭人評頭品足是難免的，但假若我們行事光明正大、問

心無虧的話，並且認定神才是至高至大的審判者，便不用介懷別人的批評了。	

e) 罪惡的漫延：罪惡是可怕的。使徒保羅把一些罪行清楚列舉出來，讓我們看見哥林

多教會的腐化（林後12：20）。弟兄姊妹，當小心自己的言行，也儆醒不沾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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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污穢。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171 

第二十四課：行程簡介〈二〉（13：1至14）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a) 「憑兩三個⼈的⼝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林後13：1）？為何使徒如此說話

呢？	

b) 為何保羅視耶穌基督為軟弱，這番話背後有何用意呢（林後13：4）？	

c) 「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林後13：18）保羅說這話背後有

何特別的用意呢？	

d) 何謂「完全⼈」（林後13：11）？	

e) 親嘴問安是否聖經的明訓呢（林後13：12）？	

f) 為甚麼在保羅的祝福語內，故意把聖子耶穌基督放在聖父之前，與慣常的次序有別

呢（林後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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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a) 聖父：	

i) 神的仁愛：「仁愛」（原文編號26），乃是女性的名詞（林後13：11）。dcxlv

在中文聖經和合本內，分別翻作愛心、愛、慈愛、疼愛、仁愛、親愛等（太24：

12；路11：42；約5：42；林前4：21；林後2：4；林後13：11；弗1：5）。

「慈愛」（原文編號26），原文與上同（林後13：11，14）。	

ii) 神的和平：「和平」（原文編號1515），在希臘人的觀念中是一種的狀態，而

不是關係或態度。此外，它是與戰爭相對的。

dcxlvi
在多處新約聖經內，它含有

和平、和睦、安靜之意。

dcxlvii	

b) 聖子：	

i) 基督的軟弱：「軟弱」（原文編號769），成為軟弱，或落在沒有能力的狀態

中（林後13：4）。dcxlviii
詳細的解釋，請參閱向下箭號的部分。	

ii) 基督的恩惠：「恩惠」（原文編號5485），使用在世俗的希臘語裡，與愉快扯

上關係，可以是構成或陪伴歡樂的一種狀態（林後13：14）。dcxlix
保羅把恩惠

與救贖聯在一起，說明救恩的本質。

dcl
簡單來說，罪人可白白得著神的救恩，

完全與條件無關（加2：9；弗2：5，7，8）。	

c) 聖靈：「感動」（原文編號2842），含有參與、分享、團契之意（林後13：14）。

dcli
故此，不少譯本把它翻作「相交」、dclii

或「團契」。dcl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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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出警告：	

i) 預告旅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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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1）	

(1) 再度前來：保羅再次向哥林多教會預告其行程（林後12：14；13：1）。此

外，還向信徒交待其前來之目的（林後13：1至2）。	

(2) 前來目的：保羅清楚示說：「憑兩三個⼈的⼝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雖

然不同聖經學者對這句話皆有不同的詮釋，但有些卻全屬臆測，完全沒有甚

麼聖經的支持。這裡是保羅提供給教會應有的施法制度（參考太18：15至

20；林前5：3至5），意即任何沒有實體的指控，不論是對保羅或哥林多教

會而言，一概均要徹消。

dcliv
如此的實踐，乃是有舊約聖經的支持（申19：

15），亦是一向選民沿用的方法（太19：15；約8：17；來10：28）。dclv	

ii) 重提舊事：	

(1) 最後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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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2）在此，保羅向哥林多教會發出最後的通牒，提醒信徒

切勿輕視他今次的前來。「那犯了罪」應是那些繼續犯姦淫罪的人（林後

12：21），而「其餘的⼈」則是那些受了假使徒迷惑並在教會煽動動亂的

人。

dclvi	

(2) 必不寬容：保羅清楚的警告，假若收到這最後通牒後，有關信徒仍不思悔改

的話，他再次的前來必會運用其使徒的權柄（林後13：10；林前4：21），

也許把犯罪者交給撒但，敗壞他們的身體（林前5：5；林前11：30）。dclvii	

(3) 回應指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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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3）「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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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寬容」，不少英文譯本沒有這片語。dclviii
中文聖經和合本與英譯本的差距，

相信是基於譯法的不同，大多數英譯本是採用了直譯的方式，而和合本則以

意譯的方式來翻譯。靈性幼嫩的哥林多信徒，由於保羅先前的到訪只顯露出

基督的溫柔及和平（林後10：1），卻沒有顯示出使徒的威勢，加上真假使

徒的性情皆有很大有的差距，故此對保羅使徒的資格起了疑心。

dclix
保羅有

見及此，不可不作出直接的回應，以基督犧牲在十架的前後作比較，說明他

自己看來似乎是軟弱的，但如同基督戰勝死亡一樣，從祂身上可得著大能

（參考林後13：4）。	

(4) 絕不軟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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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4）	

(a) 基督絕不軟弱：現今保羅把基督及自己的軟弱與能力之間的關係加以剖

析。不錯，耶穌基督因其軟弱被釘在十架上，但這種軟弱決不是指身體

或道德的軟弱而言。這裡的意思是說，耶穌基督在世人面前沒有還擊，

他甘心樂意順服父神的旨意，犧牲在十字架上（腓2：8）。dclx
其實耶穌

基督如此的擺上，不但沒有顯出祂是軟弱者，反倒在祂的身上顯出神的

能力來。父神以復活的大能叫基督從死裡復活，藉此征服死亡，證明祂

就是那永恆的主。	

(b) 保羅絕不軟弱：參考英文聖經譯本，第四節的下半節有「在祂裡面」及

「與祂⼀起」的兩組字眼，dclxi
這正是原文聖經的用語。

dclxii「在祂裡

面」，說明保羅與基督的關係，與祂一同分享其軟弱。「與祂⼀起」，

顯示與基督一同團契的結果，因而從復活的主得享大能。按常人的眼光

來看，保羅第二次到訪哥林多城時（林後10：1，10），向有關人等沒

有顯出還擊之力，因此便被判定為軟弱的。

dclxiii
再者，保羅嚴嚴的告訴

哥林多教會，他不單滿有能力，並且於再次拜訪時在信徒的身上顯明出

來（參考譯本）。

dclxiv
總而言之，使徒必定會嚴責那些不思悔改的信徒。	



 175 

e) 提出試驗：	

i) 原文詞彙：	

(1) 省察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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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5至6）「省察」，意即檢查、接受測試，藉

此獲悉真正的本質或性質。

dclxv
值得留意的是，保羅在此的語氣十分凝重，

命令信徒要自我省察，看看自己是否有真實的信心，意即測試自己是否一個

真正的基督徒。

dclxvi	

(2) 試驗之意：「試驗」，可以解作檢查、試驗、測試之意。dclxvii
同樣所採用的

是命令式的語氣。

dclxviii	

(3) 棄絕之意：「棄絕」，意即沒有價值、沒有用處。在正式的用語，可解作不

能經得起測試、不勝任的、未經檢驗等意思。

dclxix	

ii) 保羅之意：保羅親手帶領哥林多人認識基督，在當地建立教會。在此，他囑咐

信徒要作自我的檢查，看看自己的真貌。假若哥林多信徒證實自己果真是基督

徒的話，那麼怎能說保羅是沒有使徒的資格呢？	

f) 個人祈禱：	

i) 原文詞彙：「求」，可解作祈求之意（林後13：7）。dclxx	

ii) 禱告內容：	

(1) 不要作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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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7）假若

哥林多信徒自認擁有真實的信心，那麼便應願意離開惡事。

dclxxi
在如此的邏

輯推理下，保羅便為哥林多的基督徒代禱，求神使他們遠離「惡事」。	

(2) 行事端正：「端正」，乃是「惡事」的反語，即好事或美事之意。dclxxii	

(3) 信徒成長：9即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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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們作完全⼈。（林後13：9）「完全⼈」（原文編號2676），英文譯本

各有不同的翻譯。

dclxxiii
有聖經學者認為它可解作「恢復」。這個名詞只出

現在新約聖經一次，乃與林後十三章十一節的「作完全⼈」是近親（動詞）。

這動詞可用來描寫漁網的修補（太4：21）dclxxiv
此外，某學者認為這與基督

徒屬靈的能力及完全有關。

dclxxv
如此的描寫，乃是意味著哥林多信徒的靈性

需要修補，或與神恢復正常的關係。	

g) 個人立志：	

i) 不計得失：即使人家認為保羅沒有資格作使徒，對他來說，這倒不是最要緊的

事情。反之，使徒所看重的，乃是哥林多信徒能否確實知道自己的光景，即能

否經得起測試，證明自己是真信徒（林後13：7）。	

ii) 扶助真理：8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林後13：8）保羅立志

要持守真理，決不容讓別人把福音的信息扭曲。為著哥林多教會能歸回正途，

使徒保羅甘願與假使徒硬碰，不顧全自己的聲譽，也絕不向惡勢力低頭。	

iii) 不怕冷眼：保羅不怕別人的冷眼，即使有信徒自視為剛強，輕看他為軟弱無能，

也毫不介意（林後13：9）。	

h) 肺腑之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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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並不是為敗壞⼈。

（林後13：10）不濫用他使徒的權柄，乃是保羅貫切始終的原則。使徒天然就擁

有從主而來的權柄及能力，但保羅決不會草率地使用。他看準一件事，就是屬天的

權柄本不是用來拆毀人，乃是要藉此建立人家的生命。	

i) 末後的話：11還有末了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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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13：11）	

i) 保持喜樂：在末後的話裡，保羅語重心長的勸戒信徒，其中一件事就是提醒他

們要保持喜樂（林後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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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作完全人：「作完全⼈」的提醒，意味著哥林多信徒不夠完全，在行事為人方

面皆有待改善。	

iii) 要受安慰：在完結這封書信前，使徒保羅叮囑信徒要接受安慰（林後13：11）。	

iv) 同心合意：「同⼼合意」，有英譯本讓我們看見這可解作「⼀⼼⼀意」的意思。

dclxxvi
在此，保羅再次讓哥林多教會確認同心的重要性（林後13：11）。	

v) 彼此和睦：若信徒能同心合意的話，必然能和睦同居（林後13：11）。若信徒

真的實踐以上的教訓時，在此保羅保證說：「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

同在。」	

vi) 親嘴問安：12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林後13：12）「務要聖潔」，

原文及英譯本均沒有這樣的意思。其原意是「聖潔的親嘴」。

dclxxvii
在中東一帶，

人家慣常以親嘴來問安，這也成為初期教會的習慣。在神的大家庭內，它含有

聯合、團契之意。在主餐進行前親嘴，乃含有彼此饒恕及復和的意思（太5：

23；5：24；林前16：20，22）。dclxxviii	

j) 主內問安：13眾聖徒都問你們安。（林後13：13）這裡的聖徒，乃是指馬其頓的

信徒，並且大有可能是指腓立比的教會而言。

dclxxix
如此的問安，說明眾地方教會於

基督裡是合一的。	

k) 末後祝福：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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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3：14）	

i) 合一的真理：神是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靈是合而為一，不可分割的。

保羅以祝福來結束這書信，並且藉此說明教會也應如此，不可分裂，要合而為

一。

dclxxx	

ii) 信徒的經歷：保羅特意把耶穌基督的恩惠放在父神之先，有學者認為這是有意

思的。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釘死在十架上，毫無保留地顯出祂的恩典來。如此，

人家便可體會到父神的愛（羅5：8），並且經歷到聖靈的工作，叫人可與神相

交。以上的次序，乃是基督徒的經歷。

dcl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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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a) 要一心一意：保羅特意選用「同⼼合意」的字眼，藉此帶出基督徒應一心一意，決

不可分裂（林後13：11）。	

b) 信徒的經歷：通過聖經學者的分析，讓我們看見在保羅的祝福語裡，其先後次序也

有特別的用意（林後13：14）。	

c) 邁向完全：通過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提醒，讓我們再次認識自己的不足，靠主的恩

典來邁向完全（林後13：9，11）。	

d) 造就別人：保羅不濫用自己從天上而來的權柄，並且認定這原是為要造就別人的

（林後13：10）。這應成為我們的借鏡。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