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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与荣耀软弱与荣耀 林后四10 - 18

在上一讲当中，保罗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我们是瓦器，小小的油灯有什么亮光呢？

 但是福音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出莫大的能力与荣光

因为那是宝贝 神的荣光在瓦器的里面因为那是宝贝，神的荣光在瓦器的里面。

保罗已知面对各样的难处，四8-9

心 作难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心里作难、不失望，
这个很难，是吗？

遭逼迫 不被丢弃 打倒了 不至死亡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死亡，
好特别、真有恩典！

看上去好像矛盾的 不能同时存在的光景看上去好像矛盾的、不能同时存在的光景-
四面都受敌了，还有什么办法？

保罗可能抬头要望天保罗可能抬头要望天，

因为上面还有一片天。

四10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头来讲 8-9 的经历，

他用耶稣的死和生，来反映苦难的问题。

 保罗一直不断在他的经历当中、活化实践出

主所教导他的、他所领受的真理

 也这样把与主同死、同活的真理，应用在实际生活中

有的时候在教会常常讲很多的理论，

怎么样将理论实践在生活的里面但怎么样将理论实践在生活的里面？

要谦卑！要刚强！好像喊口号，

弟兄姐妹想知道的是 我要怎么样谦卑啊？弟兄姐妹想知道的是 - 我要怎么样谦卑啊？

告诉我一条路好不好？

所以主日信息当中 每一篇的信息都要带出路的所以主日信息当中，每一篇的信息都要带出路的，

如果没有路，弟兄姐妹听到了一篇很好的道，

但是他走了 离开聚会的地方但是他走了、离开聚会的地方，

他也不知道他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保罗就是不断地把神的道实践在他的生活当中，

让你看见 不错 我很软弱 甚至有 个福音的门为我开让你看见 - 不错，我很软弱，甚至有一个福音的门为我开，

在一个极强的压力之下，因为

 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对待提多？ 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对待提多？

 如何面对他所警戒他们的、不知道反应时，

甚至于离开那个福音的工场 去到马其顿等候甚至于离开那个福音的工场，去到马其顿等候

按常理来讲，一个牧人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工场？

保罗现在在苦难当中，这个苦难基本上都是从外面来的，保罗现在在苦难当中，这个苦难基本 都是 外面来的，

他心中的压力跟痛苦是被困住、被丢弃了。

但是他怎么说呢？但是他怎么说呢？

四10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进一步讲论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

四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四12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这不只是保罗个人的体验，

也是在他的生活 事奉当中 与他人互动的经历也是在他的生活、事奉当中，与他人互动的经历。

保罗的事奉观是为基督、为他人，

保罗书信当中 很少单单用「耶稣」这个名字保罗书信当中，很少单单用「耶稣」这个名字，

耶稣的死与耶稣的生，

这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一个事实 –这是 个历史人物的 个事实
这位神的儿子基督，

真真实实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真真实实的道成肉身来到 的，

来二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保罗用耶稣这个名字，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保罗用耶稣这个名字，

然后再谈到在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当中

所得着的恩典。

那什么叫作与主同死、同生呢？有三方面的意义…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1.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同时在 罗六、加拉太书 说的，

是身分上的认同是身分上的认同-
在基督里的人，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性别、国籍…

2 我们的不义算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2. 我们的不义算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一种归与

3 我们效法他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3. 我们效法他，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11-12 看到了有两个部分：主死我生、我死人生，

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 成就了我的死 也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成就了我的死，也就是

 我的老我、我的己与主同死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耶稣的死和他的生，就成为我的死和我的生，

也就是我们在耶稣的苦难、复活当中都有分。也就是我们在耶稣的苦难、复活当中都有分。

这也是刚刚所说的1.、2. 放在一起来看

另外呢，我死人生，也就是保罗的事奉观了：

为基督 为他人 因着我的老我死了为基督、为他人，因着我的老我死了，

 我这重生的生命的见证，

就可以教人信服基督就可以教人信服基督

 我就借着在我生命当中活活的经历，

然后传讲全备的福音 让对方可以信然后传讲全备的福音、让对方可以信，

他因着信、他就活了

因着我的老我死了 我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因着我的老我死了，我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显出了基督徒的见证、

也就是基督生命在我里面的彰显也就是基督生命在我里面的彰显，

 别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别人看见我的见证，也羡慕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别人看见我的见证，也羡慕基督在我身上的 作

他就打开心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了，

他就活了 -
我死他生、主死我生、我死人生！

这其实可以印证 林后一3-11 受苦有益：

因为我受苦 受患难 得着主的安慰 得着主的拯救因为我受苦、受患难，得着主的安慰、得着主的拯救，
不是停在这里，

而是用我从主那里所得着的安慰而是用我从主那里所得着的安慰，
能够使别人得安慰、使别人得拯救。

所以主的工人 我们这些事奉的人所以主的工人、我们这些事奉的人，

要有这两种死的心志和经历 -
主死我生，我死他生、我死人生，主死我生，我死他生、我死人生，

 在基督里我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因着这个我死了、与主同活，

而这个在主里的这个我的己死了，

生命美好的见证可以影响别人、让他也可以得着生命

当了解了与主同死同生的涵义，

就能够真正去面对苦难、心里的压力，

能够去体验耶稣的死和生，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属灵生活。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进入两种人生…
给的人生 以前我们喜欢抓 多多益善 愈多愈好给的人生：以前我们喜欢抓，多多益善、愈多愈好，

抓在自己手上不放的；信了耶稣以后要学习怎么给
争战的人生：我们得以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争战的人生：我们得以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

撒但恶者绝对不满意的、不会容让我们的

很多时候我们成为 个不方便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

信主之前，爱讲什么讲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

别人受亏损 我也得不着好处；不顾后果 结果不会好的别人受亏损、我也得不着好处；不顾后果，结果不会好的

信主之后，很清楚知道这是不讨主喜悦的，

我需要在主的恩典跟主的带领之下过讨他喜悦的生活我需要在主的恩典跟主的带领之下过讨他喜悦的生活

这不是什么诫命，怕被主责备、怕被主管教，

我就必须要做些什么，不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就必须要做些什么，不是，因为 督的爱激励我们

当我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的时候，能够又荣神又益人，

我的己死了、我在主的恩典当中活了，

我能够把宝贵的福音能够与人分享。

四8-9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保罗能够走出来，是因为与主同死同活。

复活的生命 效 与主 活 经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功效、与主同死同活这些经历，

 不是自动的，需要透过信心、透过盼望去体验

也不只是个人的经验 必须与人互动 在生活跟事奉当中 也不只是个人的经验，必须与人互动、在生活跟事奉当中

产生与主同死同生、主死我生、我死人生的结果

对今天的教会而言 如果 直强调医治 医治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如果一直强调医治、医治，

 在保罗身上看到是受苦，为主受苦可能就会被忽视，

讲台信息里少提受苦 多提医治讲台信息里少提受苦、多提医治，

要怎么解释苦难神学，变成一个大问题–
如果教会总是强调受苦 背十字架如果教会总是强调受苦、背十字架，

处理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产生悲情，

好像我们永远是被打压的一方 以为这才是一个好像我们永远是被打压的 方、以为这才是 个

事奉者应该有的形象，这是不好的

在保罗的苦难神学里，

悲情是属于瓦器的 真正的救恩是复活悲情是属于瓦器的、真正的救恩是复活，

保罗把这两面都处理得很好、

达到了平衡 是真正的心灵医治达到了平衡，是真正的心灵医治。

四13 (诗一一六10)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
「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四14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过去式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也必叫我们与耶稣 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未来式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罗马书 所讲的- 与主同死同活，

和 哥林多后书 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苦难是必须的，

但巴不得我们很清楚知道：

面对苦难，重点要放在复活的盼望。

四15 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以致荣耀归与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与神。

一11b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所有的 切的目的 我服事的目的都是为着你们所有的一切的目的、我服事的目的都是为着你们，

我们希望有更多向神的感谢、有更多可以把荣耀归给神。

四7 15 有的学者认为保罗离题了 事实上 点都没有离题四7-15 有的学者认为保罗离题了，事实上一点都没有离题，

反而是补足了受苦背十字架的这个真理-
受苦背十字架不是可有可无的 是基督徒一个典型的经历受苦背十字架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基督徒一个典型的经历

 但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借着向着复活主的信心和盼望，

我们来回应这个经验我们来回应这个经验

在服事上、在生活中所遇见的苦难，
就是经验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过程。就是经验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就会白受苦，

或就在悲情当中走不出来，或就在悲情当中走不出来，

没有盼望、你怎么走出来？



四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四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四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四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看到顾念、看到盼望，

保罗说：我不是顾念所见的保罗说：我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我是盼望得着那永远的荣耀我是盼望得着那永远的荣耀。

四16 以后，是整个身体复活、对复活盼望的过程，

保罗把这样的一个顾念 盼望 放在自己身上时候保罗把这样的一个顾念、盼望，放在自己身上时候，

可以面对牧会的压力还有痛苦，

就是被人误解 被人论断之类的事。就是被人误解、被人论断之类的事。

苦难有非常多的样式，

当然有时也是撒但的攻击当然有时也是撒但的攻击，

其中也含着私欲的引诱。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内心也会有不平、苦毒这些负面的情绪，

保罗不断在转化 帮助我们保罗不断在转化、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核心

是在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 也就是对复活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也就是对复活的盼望。

所以服事主不是过分强调悲情，好可怜、好辛苦…
也许每样都是真的 服事中常常也逃躲不了也许每样都是真的、服事中常常也逃躲不了，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不是有福 是有祸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不是有福、是有祸。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服事之苦、就忘记了主的恩惠，

也显不出那死而复活的样式也显不出那死而复活的样式。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与同样经历 还不认识主的人 会有很明显的差异与同样经历、还不认识主的人，会有很明显的差异，

因为福音所带出来的就是复活的盼望-
 四16 不丧胆，四1 服事的时候不丧胆 四16 不丧胆，四1 服事的时候不丧胆
面对苦难的时候不丧胆，是你个人要经历到的

四16b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不要误会所谓的二元论不要误会所谓的二元论 –

外面的肉体不重要、里面才重要、内心才重要。

外面 外体 外在的人 是以瓦器来表示外面、外体、外在的人，是以瓦器来表示

福音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成就了里面的人
没有否定身体的功用 差别在于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否定身体的功用，差别在于有没有基督的生命。

身体会老迈、外在会毁坏，

但属灵的状态跟年龄是不一样的 –但属灵的状态跟年龄是不 样的 –
可以愈来愈更新、愈来愈经历主、愈来愈喜乐、有盼望，

所以外体的毁坏、里面的更新，都是用现在式的，所以外体的毁坏、里面的更新，都是用现在式的，

表示是不断在进行、一直在进行…

保罗强调是一天新似一天 真好啊！保罗强调是 天新似 天，真好啊！

 外体的毁坏随着时间是必然的

 里面的更新却不是必然的，你必须要有保罗所看见的盼望，面的更新却不是 然的，你 须要有保罗所看见的盼望，

苦处就变成了至暂至轻、荣耀却能够一直到永远

四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四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是保罗的 里 灵里的现状

四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是保罗的心里、灵里的现状。

苦难中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的问题最重要，

总感觉到没有人了解 好孤单总感觉到没有人了解、好孤单，

保罗也是在这个经历当中，也是在真实的苦难里面，

但是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 用永世的眼光看到复活的那一面但是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用永世的眼光看到复活的那 面，

就把现今的难处比作至暂至轻的苦楚。

相传司布真牧师去看病危的会友相传司布真牧师去看病危的会友，

牧师就问这位弟兄：你害怕吗？

弟兄说：牧师你三十年来用神的真道 神的干粮喂养我弟兄说：牧师你三十年来用神的真道、神的干粮喂养我，

我怎么会怕呢？

如果服事主的人听到这样的回话，我们心中也会得安慰吧！如果服事主的人听到这样的回话，我们心中也会得安慰吧！

感谢主，神的道就是这么样的有力量。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的真道是何等的有力量！

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

我们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