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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方面谈到那无比确定的是永生的盼望，
一方面又让我们看见
方面又让我们看见 –
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身体里面，
必须要有生活的目标 那就是为主而活
必须要有生活的目标、那就是为主而活。
就好像 徒一 耶稣升天以后，那些人还是抬头望天，
天使就告诉他们：不要站着望天。
是的，不是这样过基督徒的生活，
 神给我们托付就是劝人与神和好、为主而活
神给我们托付就是劝 与神和好、为主 活
 保罗的事奉观：为基督、为他人
五1a 我们原知道…

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因为」的，因为我们原知道…
 保罗的标准用语，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
 这个对你来讲不是一个新道理，因为我们原知道
基督徒现在是活在等待将来的过程当中，
但不是无所是事的等待将来，不是站着望天。

林后五1 - 10

四16-18 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这样的经文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
 我们的肉身会软弱、会老迈
 但我们属灵的、灵里的力量、里面的人，
可以愈来愈刚强壮胆、一天新似一天
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恩典。
用这个眼光 - 永世的眼光、复活的盼望，
来看今世的苦处 –
四17 至暂至轻，那个荣耀叫作极重无比。
四18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我们不是顾念所 的 乃是顾念所不 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从这样的 个思路进到了 第五章…
从这样的一个思路进到了

五1-10 常被用来好像讨论死后的状况，但事实上，

真正在谈的是活在盼望当中的心境
真正在谈的是活在盼望当中的心境，
是用来讲复活盼望的。
所谓拆帐棚 搭帐棚 穿衣服 不穿衣服
所谓拆帐棚、搭帐棚，穿衣服、不穿衣服，
都是象征的语言，而不是逐一套用在死后的状况当中。
五1 2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帐棚，有一天要拆毁了，
五1-2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帐棚 有 天要拆毁了

就好像使徒彼得晚年写彼得后书，语重心长的劝勉信徒：
彼后一13
彼后
13-14
14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
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彼得就用帐棚来比喻他这个身体。
脱离这个帐棚，
将来神要给我们的是 个永存的房屋，
将来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存的房屋，
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那就是复活的身体。

保罗的心境是什么呢？
五2a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切切地盼望，保罗在叹息
五4a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
我 在这
叹息劳苦，

又出现叹息、再加上劳苦，
 当思想人生，从个人、到整个环境，
的确常常会有劳苦愁烦，
甚至使我们感觉到受压太重
 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活在世上其实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面对大小环境的压力，真觉得好像路是走不下去了
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
心都死了、没有任何盼望了，
眼前还有什么光亮呢？

保罗不是消极的吐苦水，
叹息 劳苦 真是一个无耐的人生
叹息、劳苦，真是一个无耐的人生，
因为我们不只是清楚知道信仰的宝贵在哪里，
也很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在今生才有指望，
也很清楚知道不是只有在今生才有指望
反而是有将来、而且将来要比现在更好。
腓
腓一20a
照着我所切慕 所盼望的 没有 事叫我羞愧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保罗所切慕与盼望的，是放在永不改变的
这位上帝、我们的主的身上，
 因为神不但赐下盼望，并且能保证这个盼望的实现，
当然你必须要有盼望 有所切慕
当然你必须要有盼望、有所切慕
 如果我们把盼望、切慕，放在这个今世，
瞬息万变 下 秒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瞬息万变、下一秒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的一个人生、环境当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可能把一些盼望讲快了 讲多了 讲满了
有的时候，可能把一些盼望讲快了、讲多了、讲满了，
我们没有得着，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曾经一个社会新闻，讲到一个国立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这个女同学因为感情的问题没有办法走过去，
这个女同学因为感情的问题没有办法走过去
很辛苦、很难过、觉得眼前没有亮光，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双十年华的女同学，应该有非常好的前程，
来自于 个贫困的家庭 从小是被祖父母带大的
来自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从小是被祖父母带大的，
其实家人对她的期盼是蛮深的，因为她也蛮优秀的。
她留下几封信给她的亲人 我还记得蛮难过的有几句话
她留下几封信给她的亲人，我还记得蛮难过的有几句话，
她对她的祖母说：我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个年轻的女孩子有大好的前程、有好的学历、家人的期盼，
有好的学历 家人的期盼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有大好的前程
但是因为在感情上没有办法继续面对这个困难，她轻生了！
我们不忍苛责她 但是她留下的话 - 我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我们不忍苛责她，但是她留下的话
我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 年台湾的自杀率、离婚率、忧郁指数不断 提升，
这几年台湾的自杀率、离婚率、忧郁指数不断地提升，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真的快乐吗？

但指着主所应许的事情，尽管大声说，
因为每 件主的应许都是是的 都会成就的
因为每一件主的应许都是是的、都会成就的。
不但讲到帐棚与房屋，也讲到赤身与穿衣…
五3 因为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五4 因为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穿衣就是比喻有一天我们会得着那复活的身体。
希腊哲学认为 - 死亡就是脱下肉身、灵魂得解脱，
保罗抗拒这个错误的思想…
 劳苦可以翻译作重担，就是我们的人生路，
劳苦可以翻译作重担 就是我们的人生路
就好像门徒们遇到风浪，
圣经描述因风不顺 摇橹甚苦
圣经描述因风不顺、摇橹甚苦，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茫茫人海、苦难当中，摇橹甚苦…
 虽然在等待的过程有叹息、有劳苦、有重担，
虽然在等待的过程有叹息 有劳苦 有重担
但是最后 - 必死的要被生命吞灭，指的就是复活的事

五4b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罗八22-23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因为人的罪的关系，使得整个世界都败坏了，
因为人的罪的关系，使得整个
界都败坏了，
很多时候我们在叹息、在劳苦的里面过日子
 但保罗呢？他说：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 就是身体得赎，
所以在叹息中仍然带着盼望、期待，生命可以吞灭死亡！


林前十五54 讲到复活：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生命可以吞灭死亡，十字架的救恩所带下来得胜的宣告。
十字架的救
得 的宣告
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这么清楚的、有把握的盼望 必死的会被生命来吞灭、必死的会变成不死的。

所谓劳苦叹息不是绝望，神亲自预备了我们，
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 在这 切之上有他的运作
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这一切之上有他的运作：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赐下圣灵作凭据 –
如果不是出于主的灵，没有人可以认耶稣是主
「凭据」原来指的是 个商业用词，
「凭据」原来指的是一个商业用词
就是头期款、或者是订金，
保罗没有讲神怎 运作，但是很清楚说圣灵作凭据，
保罗没有讲神怎么运作，但是很清楚说圣灵作凭据，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 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属乎神的。
感谢主，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
感谢主，这样的 个思想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
当信主之后，把我们带进多么宽阔、丰盛的境地，
，
那就是神的国 - 重生以后进入神的国、看见了神的国，
领受了神国一切的丰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知道好多好多的事，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借着圣灵让我们都知道了！

五4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完全没有否定身体的价值、而是在面临一个选择，
也不是说现在不好 未来才好
也不是说现在不好、未来才好，
而是说将来复活的身体要比现在的更好。我怎么知道呢？
五5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培植

就是作成、成就
约十五 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派你们去结果子。
弗二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
作，在
，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培植、造就、作成我们的是神，
神在我们里面，作成了这样宝贵的生命。
罗八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作凭据。

五6-10 信心的生活：今天我们住在身内，

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身外与主永远同住。整个思想的层次是有
天我们要离开身外与主永远同住 整个思想的层次是
 一边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作印记、作凭据
 一边是我们要去体会，然后要去呈现、活出来
一边是我们要去体会 然后要去呈现 活出来
今天我们仍然住在身内、活在地上，
但既然我们里面有圣灵所赐下的生命，
但既然我们里面有圣灵所赐下的生命
很清楚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那不能朽坏的身体，
所以虽然今天我还是住在
所以虽然今天我还是住在地上，但目标应该与世人不同。
，但目标应该与
不同。
按照保罗行事为人的准则…
五9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代表他里面的心意，
诗篇 大卫说：我立志让我口里没有过失。
诗
有些事情是需要立志的 - 是被主的爱、主的恩典感动了，
保罗行事为人的准则、人生观，
他立了志向 - 他活在世上，要得着主的喜悦。

五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脱离上下文，会以为是在讲按着行为受报应
 但如果按照上下文按 上 文 三12、四1、16、五6、8，
发现保罗在讲他对目前生活的体认是奠基在救恩论：
活在基督的救恩里面，
活在基督的救恩里面
不是说离开基督的救恩、然后按行为受报
弗四1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好行为是印证、见证我们是属神的，
绝不可能拿任何自以为的好行为来与神交换恩典，
绝不可能拿任何自以为的好行为来与神交换恩典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好行为。


五10 可以更深
可以更深一层的来认识保罗对因信称义的理解
层的来认识保罗对因信称义的理解，

而且很清楚的宣告 - 末世的审判在基督台前，
这和 四14 我们会
我们会一同站在他面前，
同站在他面前，
是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去参加安息礼拜，还是照样可以得着激励的…
 一方面去安慰受苦难、家人离世的当事人、家庭
方面去安慰受苦难 家人离世的当事人 家庭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既然我们的生活 动作 存留都在乎神
既然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
上帝把我留下来做什么呢？
我今天还能活在世上 还能够正常呼吸
我今天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够正常呼吸，
是要做什么呢？不是单单就是活着就活着吧？
乃是要很清楚的问主 - 我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行？
就像保罗说：立志他要得主的喜悦。
这是查经时，可以放在我们的思想、生活当中，
 不是只是看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对话、
如何面对苦难、如何争战
 乃是学习他的思想、人生观、事奉观、价值观，
然后放在今天个人的生活学习当中，
我们就会得着宝贵的、属灵的教训

从 四16 – 五10 会看到很多的对比 –
有外体的 有内
有外体的、有内心，
至暂至轻的苦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不见的 所见的
所不见的、所见的，
从 第五章 开始–
地上的帐棚 天上的房屋
地上的帐棚、天上的房屋，
有死、有生，
与主相离、与主同住，
住在身内、离开身体…
从救恩的角度、末世的语言来看：
从救恩的角度
末世的语言来看：
虽然人会离世，属主的人最后会有复活。
保罗用当时所通用的这些语言
保罗用当时所通用的这些语言，
但是在讲不同的观念，在教导属神的儿女 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活在世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活在世上，
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你而活，
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天家、
有复活的盼望。
有复活的盼望
你让我们看见现今，
你也让我们看见永世。
谢谢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也谢谢主让我们知道 应该立志来讨你的喜悦。
求主成全这个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