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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口这个字在哥林多后书相当重要，
新约总共出 了 十 次
新约总共出现了五十五次，
在哥林多后书就出现了二十九次。
12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
为自己与同工行事为人的准则夸口
13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底还
14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 样。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
强调他与哥林多信徒一贯的关系：
他们不是初识 这教会是他所建立的 应该是彼此很了解
他们不是初识，这教会是他所建立的，应该是彼此很了解，
 他们可以互相夸口、因为彼此信任
 与救恩有关，保罗把神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与救恩有关 保罗把神的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他们信了主、成立了教会

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
13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14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 样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

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散播保罗这个人不可相信他，
只有那些假教师他们来 他们才可信
只有那些假教师他们来、他们才可信。
这样的情况中，他们不只是不接纳保罗，
严重的问题在后面 –
他们就同时没有办法接纳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保罗必须强调他信仰的真实、
所以保罗必须强调他信仰的真实
来证明他这个人是对的；
因为他这个 是对的，
因为他这个人是对的，
他所传的福音也是真实的。
所以12
12-13
13 看到保罗说：
他是靠着神的恩惠、
他们见证的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他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夸口，
不是吹嘘、乃是因为接纳、信任。

一15-22 保罗为主的缘故有一些解释，

为他自己引起他们质疑的部分，
为他自
引起他们质疑的部分
做一些解释、或说做一点申辩。
综合来讲，当哥林多前书写完之后，
哥林多前书
出了一些新的状况…
 保罗匆匆去了趟哥林多、但没什么结果，
保罗匆匆去了趟哥林多 但没什么结果
历史上称之为痛苦访问
 保罗很伤心的离开他们，
保罗很伤心的离开他们
所以原本答应要从马其顿
再回到哥林多的计画 就取消了
再回到哥林多的计画，就取消了
 之后保罗派提多去了一趟哥林多，
并且带着 封痛苦流泪的信，
并且带着一封痛苦流泪的信，
当时保罗仍然是在以弗所 –
使徒行传
使
传 记载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多的时间，
这个时候应该是保罗在以弗所后期的日子。

接下去，他不断地在申辩、在解释，
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控诉保罗担当不起，
因为指向了福音了！
一19 – 22 其实是一段插入的话，

保罗认为他所传的福音，
就决定了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个人
就决定了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23 以后，又再回到 17、18 的主题。
一19-20 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靠 ，
他强调：他所传的福音和他这个人是绝对可靠的，
这个逻辑在往后一直出现。

因为保罗行程的一再地改变…
林前十六 他说先去马其顿后到哥林多。
林前十六5
他说先去马其顿后到哥林多
林后一16 我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
但后来他没有再回到哥林多、直接从马其顿回去了，
 引来哥林多人的非议 –
认为保罗说话不算话、变来变去
 因此他们认定
因此他们认定- 保罗你是这样的人，
那你所传的福音有问题！
这个非常严重的控诉，保罗怎么能不申辩呢？
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主！
一17-18
17 18 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
我有此意 岂是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我们所信的对象，比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更重要！
我们所信的这位对象、这位独一的真神、
独 的真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这样的一位神，
 所信的对象对了，
所信的对象对了
信心小得像芥菜种，都能够移山
 但如果所信的对象错了，
但如果所信的对象错了
山那么大的信心、也都没有用
圣经还是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的信心不断扩张的，
他说要我们大大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
但最基本的 - 是我要信对了、而且要有把握知道我信对了…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初衷，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初衷
大马色幡然悔改的经历影响了保罗一生，
他没有办法忘 ，
他没有办法忘记，
他被召为外邦的使徒、忠心传扬主的福音。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时会有情绪的表达，
但保罗强调 我所传的没有是而又非的 神的应许总是是的
但保罗强调：我所传的没有是而又非的，神的应许总是是的，
他要告诉弟兄姐妹不要怀疑。
19 22 神在基督里的应许是实在的、是可靠的，
19-22
神在基督里的应许是实在的 是可靠的
包括他所传的道、以及其他一切的应许。
在基督里的应许，是神仆人的所靠与所传
在基督里的应许
是神仆人的所靠与所传 我传我所信、我信我所传，
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 都是可靠的
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
照着我们所信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腓一)，
神的应许只管大声讲，你不会羞愧。
 有时我们自己的话一下讲多、讲快、讲满了、收不回来，
，
着
结果不像我们先前所说的，得不着我们以为一定会得着的
 但当我们指着神的应许所说的每一件事，
当我们从圣经里所领受的神的应许，
他的信实必定为他的应许来作保证！

一23 – 二11 讲到宽容、赦免…
一23-24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
我没有照我原先说的从马其顿再回来，
我没有照我原先说的从马其顿再回来
我是有目的的 - 是为着宽容你们
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
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在你们的信心上面 我们不是主人
在你们的信心上面，我们不是主人、
不是你信仰的对象，你信仰的对象是神，
我们只不过是帮助者  我们是为着帮助你们喜乐的、是你的同工
 因为你有信心、你才会有喜乐，
因为你有信 、你才会有喜乐，
现在你在愁苦里，因为有问题、有状况
保罗的主要工作，
就是让哥林多人因为信仰而得着喜乐

所以保罗说：他所信的是实在的，
以这样的保证 征信 说明他对教会心态的实在 以这样的保证、征信，说明他对教会心态的实在
如果我所传的是这么实在，你们不应该怀疑我的心；
我对你们也是实在的 我愿意为你们的益处而着想
我对你们也是实在的，我愿意为你们的益处而着想。
这是保罗的心态，不管哥林多教会信徒
对他有多少的质疑 被煽动成什么样子
对他有多少的质疑、被煽动成什么样子，
神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
他的忠心、对信徒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他的忠
、对信徒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一22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圣灵成了印记，是我们得恩典的凭据
 我们是属乎神的、在他的恩典里的，
现在就可以支取神的恩典
保罗用这样的说法来强调
在基督里救恩的实在 - 我们一定会得着的。
我们 定会得着的


尼八10b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因着信仰才有真实的喜乐，
要的是喜乐、不是忧愁。
这也解释了保罗为什么要改变计划，
因为发现照着原来的计划在那个时候就回去的话，
因为发现照着原来的计划在那个时候就回去的话
他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的任务 - 让圣徒喜乐。
那是个痛苦访问，问题还在、罪还没有除去，
怎么喜乐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去。
接下去 二1
二1-4
4 保罗说他还是会去的，
只是如果再去的话，要让大家没有忧愁，
反过来说，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喜乐，
要喜乐没有忧愁，是要把问题解决。
但是有一个当事者让保罗很忧愁、让其他信徒也很忧愁，
保罗后来写了那一封严厉的信，当然也会让当事者很忧愁。

一15 – 二4 保罗在处理人际之间可信度的问题，

除了可信度，还必须考量角色问题，
除了可信度
还必须考量角色问题
为着福音的缘故  作了信徒眼中善变的人，因为他的行程变来变去；
作了信徒眼中善变的人 因为他的行程变来变去；
 但保罗知道大原则 - 个人的使命从来没有变的，
行程上计划的改变 目的仍然是为要达成神给他的工作
行程上计划的改变，目的仍然是为要达成神给他的工作
属灵人的忧愁，不是来自肉体的软弱、乃是来自于爱心，
牧者的忧愁，
牧者的忧愁
二2 为信徒的忧愁而忧愁、为信徒的软弱而忧愁，
二5 为那个当事人，那个叫人忧愁的人而忧愁，
这是真心爱信徒，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
除了牧者的忧愁之外、信徒也忧愁，
因为有弟兄软弱还没有起来。
弟兄软弱会带给别人忧愁，求主帮助我们靠主刚强吧！
弟兄软弱会带给别人忧愁，求主帮助我们靠
刚强吧
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喜乐，关心我们的人也不会喜乐。

读旧约先知书，会清楚看到罪、罚、恩，
神的形式 管教就是如此 - 以色列百姓犯罪，神有管教，
神的形式、管教就是如此
以色列百姓犯罪 神有管教
 管教永远不是神惩罚的目的，而是他的过程
 目的是恩，要把人从罪中挽回过来！
目的是恩 要把人从罪中挽回过来！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管教、就叫作爱，
在管教以后不去理他、这是公义 这是不对的。
在管教以后不去理他、这是公义，这是不对的。
保罗告诉我们：适度责备使人回头，过度责备使人软弱跌倒，
当一位肢体犯了错我们要挽回
当
位肢体犯了错我们要挽回，当然需要责备
当然需要责备  需要指出他的罪、指出他做错的事来，
但是过度的责备让人软弱跌倒、起不来了
 要在基督里赦免，赦免使软弱的弟兄重新站起来
度 教
适度管教的目的是不给撒但留破口、把灰心的弟兄掳掠去了，
因为他受到过度的责备之后，软弱、跌倒，
反而给撒但有一个可乘之机。
二8 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怎么样的让落在忧愁当中的弟兄重新站起来呢？
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指出这个问题人物是谁，
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指出这个问题人物是谁
5 若有叫人忧愁的，这个有人是单数…
 传统上认为是指 林前五 那位收了他继母犯了罪的人
 近代解经家反对这样的说法，
二10 这个人是直接得罪保罗的人，
这个人是直接得罪保罗的人
林前五 那个犯罪的人没有直接得罪保罗
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二5-11 保罗主动宣告赦免，
这就是出于他的角色定位，他的目的 一24 我所做的事，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
，
角
是为着帮助你们的快乐，这是他的角色定位。
保罗处理这件事的原则就是建立在爱的上面：
管教是为了爱、不是叫
管教是为了爱、不是叫人沉沦，
沦，
管教是为了让灵魂得救，赦免也是为了爱。

管教又关系到顺服的问题…
二9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在保罗的角度来看：接受保罗的意见、顺服保罗，就是顺服主。
当在面对一些没有理性的反对、就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被煽动起来质疑保罗…
 在面对这样无理性的反对时，很容易跟着不理性的回应
 其实所发生的事件，是试验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如果随之起舞，表示自己真的是有问题了！
保罗看教会的反对当作一种试验，
愈试愈真，反而得着了尊重，
因为弟 姐妹也在看你的处理方式 反应是什么
因为弟兄姐妹也在看你的处理方式、反应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是对的、讲得出原因和理由，
但是因为处理不好 反而成为失败者了
但是因为处理不好、反而成为失败者了，
这是在面对困难、处理的时候，要谨慎的地方。

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的应许都是是的，
在你没有是而又非的。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所信靠的
是这样 位信实的主。
是这样一位信实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作你仆人的、
在教会作同工的，
不是辖制弟兄姐妹的信心，
乃是帮助他们的快乐！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