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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a 所以我们既知道，

保罗相信哥林多信徒是知道的、是明白真理的，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词语，
带出了在事奉上的心态 他是一位敬畏主的仆人，
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来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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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a1 因为我们原知道，

「所以」在和合本的圣经是没有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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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b – 13 就在解释
「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
对神的敬畏，是在旧约常用的一个词语，
显出神的公义、圣洁、伟大…

开始播放

可畏不等于可怕，
五11b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显明意思就是透明的，
和 林后四6 「光照」是同样的意思，
「光照」是同样的意思
林后二、六 也有这样的观念
保罗认为可以在神的面前显明他自己，
保罗认为可以在神的面前显明他自己
不是建立在惧怕上。
「惧怕」是什么呢 就是我做什么事，
「惧怕」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什么事，
就很怕上帝会惩罚我、管教我，
所以我就是战战兢兢的、就是害怕的。
诗二11 当存畏惧的心事奉耶和华，要害怕吗？可怕吗？

战
快乐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害怕怎么跟快乐放在一起？
战兢怎么跟快乐放在一起？
我们就看到这一位神，他真的是让我们可敬、可畏的！

但是他的宝座叫作施恩的宝座，
宝座是有威严的 有权柄的
宝座是有威严的、有权柄的…
来四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感谢神，在上帝的公义、威严、圣洁、伟大当中，
我们看见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敬畏就是把神当作神，
他是创造者 我是被造者 理当敬畏他
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理当敬畏他。
 保罗说：他在上帝面前是透明的、是显明的，
因为神的慈爱让他可以活在光明中 他得享自由
因为神的慈爱让他可以活在光明中、他得享自由
 这也不是中国人说问心无愧、我没有做什么错事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靠律法来约束的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律法来约束的，
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写在我们的心版上，
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去遵守的。
当然，我不需要用任何欺骗的手段来达成目的。

一个高的社会道德标准、
是没有办法仅仅靠法律来维持的，
是没有办法仅仅靠法律来维持的
每个人必须从内心里面自动自发的活出一个规矩，
活出法律的要求 甚至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层次
活出法律的要求、甚至比法律要求更高的层次。
保罗的显明就是活在神的光中、可以向人来显明他自己，
五11b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这就是保罗他把自己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常常是很难彼此信任的，
甚至在教会里，有时也发现会缺少互信，
以致在弟兄姐妹的交往、教会生活当中，
有时 产 猜 、背
有时会产生猜忌、背后说人的事情发生。
事情
。
 保罗盼望在教会里，大家都能在光明中互动
 他也警醒自己要活在神的光中，所以他的意思 我所有的行动、心里的想法都告诉你，你们不要猜

保罗你花这么多心思，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委屈喔，是吗？
其实我思想到的就是：
其实我思想到的就是
保罗是一个神的仆人，知道神有一个托付在他的身上，
后面我们看到 - 福音的使者，也是这样的意思，
福音的使者 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非常努力的来表达善意。
帖前二4 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
帖前二4a
神既然验中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个人非常喜欢「验中」这个字，
 上帝验中了你、上帝验中了我，让我们来服事他
上帝验中了你 上帝验中了我 让我们来服事他
 有时事奉会碰到困难、
有时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些嫌隙、
有时真的会让人感觉有压力、不晓得该怎么办
是
托付是何其 贵 何其 要，
但是这个托付是何其宝贵、何其重要，
是上帝所验中的、给他所拣选的器皿的托付。
作福音的使者，保罗不能弃绝这样的一个托付，
作福音的使者，保罗不能弃绝这样的
个托付，
所以他认认真真地在服事神、在服事人。

讲到这里，保罗怕他这样的说法会引起误会 好像在自我抬举什么 所以
好像在自我抬举什么，所以…
五12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我不是尽量地表达我多好、对你们多好、多关心你们，
我不是在举荐自己，但是不得不作这样的表白，
 因为牵扯到信徒对上帝的信实、对传道人可信度的问题
牵 到
对 帝
实 对传道
度
 保罗要让哥林多人以他为荣，
而不是因为对他的猜忌 拒绝和他往来
而不是因为对他的猜忌、拒绝和他往来，
因为在信徒后面另外有一批人，在与他竞争、作对
五11 12 保罗从对方的想法来回应他们，
五11-12
保罗从对方的想法来回应他们
再从对方听了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又再作回应 这是一个假设立场的写法
又再作回应，这是
个假设立场的写法。
12 观点是在于哥林多人，保罗要哥林多人认同他。

五13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指的是保罗不怕苦难、向前冲、而且坦然无惧。
徒廿六24 25 保罗在巡抚非斯都、亚基帕王面前，
徒廿六24-25
保罗在巡抚非斯都 亚基帕王面前

见证神如何的呼召他作了外邦的使徒，
非斯都就大声的说：「保罗 你癫狂了吧？」
非斯都就大声的说：「保罗，你癫狂了吧？」
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话。」
 巡抚认为保罗癫狂了，
但保罗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外邦人会认为保罗的行为是癫狂的，
因为他们不了解保罗被主的爱所激励的火热之心
感谢主，神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
神不断地将他的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
祭坛上的火永远不要让它熄灭、而且愈烧愈旺，
事奉主的心志要坚持到底！

五13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小心、谨慎、清醒，表达出跟癫狂强烈的对比。
有些解经家认为：这里的癫狂，
和保罗在 林后十二 三层天的经历有关，
但是如果看上下文，会发现这里的重点应该不是那件事情。
对保罗而言，
 一方面在神的面前的生活见证、是他事奉的一个根基
 另一方面，他的所思所行都是为别人的利益
我们在教会的事奉是为基督、为他人，
没有人想要自己得点什么好处、权柄，
要获得更大的财富，然后要在教会里服事的；
在教会里都是自愿者 都是甘心乐意摆上自己的人
在教会里都是自愿者、都是甘心乐意摆上自己的人，
所以这个利他主义 - 为基督、为他人，
不是只是在神的仆人身上，
不是只是在神的仆人身上
而是在每一个领受了主的宏恩大爱的基督徒的身上。

五14-17 保罗提出来主的爱的激励，让他可以为主而活。
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保罗解释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人生观、事奉观，
保罗解释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人生观
事奉观
是因为受了基督大爱的激励。
这节经文好宝贵 求主保守我们常常记得这件事这节经文好宝贵，求主保守我们常常记得这件事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今天我们愿意为主做任何的事，愿意因着服事主
今天我们愿意为主做任何的事
愿意因着服事主
可能会面临到许多的困难、因着传福音的关系会受到逼迫，
但是我们不丧胆、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努力往前行、
向着标竿直跑，为什么会愈挫愈勇呢？
我想那个原因就是这个吧
我想那
原因就是这 吧 -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求主让我们常常思想到他的爱，
我们也常常被他的长阔高深的爱 –
做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他爱世人的 - 常常激励着。

五13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关键在为神、为你们，整个保罗辩解的中心也都是这样：
为神、为你们、为他人，不是为着证明自己有多好，
 为了不让人产生误解、节外生枝，他每一句话都非常小心
 保罗不能不辩解的原因，就是为着哥林多信徒的好处，
而不是单单为着他自己被误解，他要讲清楚…
是单单 着
解
清楚
因为有一些人在影响着当时教会的信徒往偏差的路上走，
神的仆人非常焦急 忧虑
神的仆人非常焦急、忧虑，
他需要尽可能地表明他所传的福音以及他这个人
那因此，如果我们个人被误解，
那因此
如果我们个人被误解
 我是不是要辩解、要怎么样辩解，就要看情况而定了
 从耶稣的例子，主是什么都不说的，为什么？
从耶稣的例子 主是什么都不说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犹太百姓早已定意要钉死他，不是只是误解而已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要怎么做？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怎么做？
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了。

14-15 基督爱我们的目的，也强调基督替我们死了，

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关系 –
 基督徒是与主同死同活
 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应当为他活
基督为我们死 我们应当为他活
16-17 讲到爱的果效：
16 认识了基督的丰富，那就应该要为神活。
认识了基督的丰富 那就应该要为神活
17 成为新造的人，一切都变成新的，

看什么都不 样了，人生观也改变了，
看什么都不一样了
人生观也改变了
不再为世界、要为主而活。
基督的爱激励我、在后面催逼着我，让我勇敢往前行，
好像停都停不下来、有 个火在我心中焚烧，
好像停都停不下来、有一个火在我心中焚烧
 让我要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让我愿意摆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让我愿意摆 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一切生活、一切行动的动力的来源 - 因为基督的爱。

14 那个激励，也有翻译作催逼
那个激励 也有翻译作催逼

五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保罗可能回想到以前他凭着外貌认基督的时候，
所做的那些事 –
甚至拿着逮捕令到信徒的家里去逮捕信徒，
以为这叫作事奉上帝。
以为这叫作事奉上帝
 现代中文译本「凭外貌」翻译成「不再根据人的标准」
 也翻有「按照人的看法」
林前一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这也是人对十字架凭外貌所见到
很大的一个错误的想法…
保罗提醒我们：
认基督也要有新的眼光，不能用人的想法来衡量。

五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新的创造，在基督耶稣救赎的恩典当中，
得以重生成为新造的人 - 挥别过去、有新的生活样式。
五18-21福音的使者，所传的是和好的道理…
18-19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作为
20-21 和好的意义是什么呢？
20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
所以 我们作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藉我们

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21 和好的基础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成为罪，原来也有赎罪祭的意思，
和旧约的赎罪祭联结来看，
我们就知道 - 讲和好也必须面对罪的问题。

哥林多的信徒凭着外貌认保罗、对他有诸般的误解。
就好像耶稣当年也是遭到许多人以外貌相待的境遇，
就好像耶稣当年也是遭到许多人以外貌相待的境遇
以致于人以自我为是的看法、想法…
 因为耶稣的身分 - 那不是木匠约瑟、马利亚的儿子吗？
那不是木匠约瑟 马利亚的儿子吗？
 也因耶稣的话语也来误解他，当耶稣在会堂讲道、读经，
他们就评论说：那个人没有学过 他怎么会这些啊？
他们就评论说：那个人没有学过，他怎么会这些啊？
他们从耶稣的外貌、身分、行为、言语来误认他，
以致于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在当时的教会、保罗那个时候，在教会扰乱的假教师就煽动信徒，
凭着外貌对保罗有所质疑，
凭着外貌对保罗有所质疑
也等于信徒是看到这些假教师的外貌而受骗了。
今天的教会其实也是这样 - 有高学历不
有高学历不一定有高能力
定有高能力，
有牧师、长老、传道的头衔，不一定有相称的属灵身量，
很会查经、很会讲道，也不 定就很能够关心牧养，
很会查经、很会讲道，也不一定就很能够关心牧养，
这些都是我们要自我警惕的。

神让保罗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是 个外邦的使徒
是一个外邦的使徒，
 在基督里面使人能够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也要与人和好，
与神和好也要与人和好
神也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学习应该与保罗来和好
被得罪的一方有权利主动地要求和好，
被得罪的
方有权利主动地要求和好
但是爱是强者的所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能够做到的，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神主动的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神主动的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将这个和好的道理用他自己的生命活出来，
然后邀请人来与他和好。
所以这一段跟我们现代基督徒的生活相当有关系的：
 让我们思想到出于基督的爱，
让我们思想到出于基督的爱
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
 感谢主，求主让我们更深地被他的爱来激励，
感谢 ，求
我们更深 被他的爱来激励，
也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验中我们，
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
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
使人与你和好的福音的使者。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