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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我们已经查完了五章，
都深深被保罗那爱神、爱人的心所感动，
也很愿意效法神的仆人 - 为基督、为他人。
但如果没有常常被基督的爱激励，就很不容易了，
让我们祷告：求主天天将他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的同时，
也让我们因着被他的爱激励，
乐意 应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乐意回应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第六章 让信徒看见我们其实有两种属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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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神的子民。
个是
个是
我们今天有责任在生活当中把这样的地位表明出来 –
作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子民。
作神的仆人 也是神的子民
在这一段当中保罗就讲到 他作神的仆人 他所有的受苦的 志 生命的见证
他作神的仆人，他所有的受苦的心志、生命的见证。

开始播放

六1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六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因为他说 「在悦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保罗提醒信徒：
把握时机回报神恩，即时传扬主的福音。
保罗的根据是：人不可徒受神的恩典，
赛四九8 耶和华如此说：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悦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
神会施恩、神曾拯救，
因此，现在正是悦纳、拯救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主持一个神学院两天一夜青年的聚会，
我不知道在座有 对夫妻
我不知道在座有一对夫妻，
 弟兄，早就有想要全职服事的感动和心意
 妻子，好像一直没有这样心理的预备
妻子 好像 直没有这样心理的预备
他为着希望他的另一半能够成为他以后服事
最好的帮助 耐心的等候着
最好的帮助，耐心的等候着…
在开会礼拜，当我念到 林后六1-2
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那位姐妹被神自己的话感动了，
她对她的弟兄说：「你可以奉献 我乐意支持你 」
她对她的弟兄说：「你可以奉献，我乐意支持你。」
可以想见那位弟兄是多么的感谢！
那是四月份，到六月份，那位弟兄参加神学院入学考试，
被录取，举家从南部搬上来，妻子成为很好的他的帮助，
神学院毕业后，他在教会服事、按立成为牧师，
与师母两个人非常同心的服事。

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
诗一一九32
九32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我们不断地在查神自己宝贵的圣言、宝贵的话语
 我也真实的相信上帝的话会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我也真实的相信上帝的话会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它就成为即时的帮助和指引
从 第一章
第 章 到现在，保罗的事奉观是从「和好」的角度来谈的，
到现在 保罗的事奉观是从「和好」的角度来谈的
 和好的基础是因为基督的代赎 他解决了罪的问题
 当我们认识了主得享救恩之乐，
就可以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六1 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是一个过去时态，在过去某一个时刻你曾经
是
个过去时态 在过去某 个时刻你曾经
真正的认罪悔改、认识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
现在我们就要看见自己的使命 –
不单是自己与神和好，也要劝人与神和好。

所以当我们讲和好的时候，不能把「因信称义」丢掉，
不论从代赎 或者和好的观念 都要面对罪的问题
不论从代赎、或者和好的观念，都要面对罪的问题，
 光讲和好，其实关系还是破裂的
 因为只有神愿意与人和好，而人却没有意愿
因为只有神愿意与人和好 而人却没有意愿
与神和好，这个结果就可想而知
所以当讲「复和」的真理的时候，
所以当讲「复和」的真理的时候
其实是和「因信称义」是并重的。
这个信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是基础的教义
这个信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是基础的教义，
想要说与神和好，
又拒绝传和好信息的使者保罗
又拒绝传和好信息的使者保罗，
就不是真正的与神和好，
如果我们要作一个
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

与神和好

与信徒和睦

传和平
的福音

当然哥林多的信徒与神和好，他们要先与保罗和好，
这个背后的思想也是 个使者的观念
这个背后的思想也是一个使者的观念：
 一位使者出来的时候，
是代表着他背后的那个权威
 不管使者是谁，
拒绝这位使者就是拒绝他背后的这位神
现在保罗作神的使者，所以保罗强调 要 来接纳他、要 与他和好，是因为这个观念，
要人来接纳他、要人与他和好，是因为这个观念，
不是保罗一直在自我膨胀、自我高举、自我举荐。
神与人和好，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保罗了，
所以保罗是为自己的这个角色，
，
呼吁人与他这位使者和好，
也就是与授权给他的这位神和好。
所以我们再强调：这个和好是建立在
耶稣的替赎、替死、因信称义的这件事上。

如果这三条路有一条路是不通的，
会成为 个怪怪的基督徒
会成为一个怪怪的基督徒：
 他可能与神和好、以为每天有很好的灵修、
关起门来祷告 隐密式的交通 好得不得了！
关起门来祷告，隐密式的交通，好得不得了！
 但是出去呢 - 跟弟兄姐妹吵架、从来不传福音，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信徒呢？
任何一方如果有问题都会很特别 - 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与神和好、与信徒和睦、传和平的福音，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三个管道、而且都要通畅。
哥林多后书虽然不是讨论因信称义的信息，
但对信徒来讲是最基础的，
紧 ，
他们说与神和好了、跟保罗的关系是这么紧张，
那也是很特别、不可以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清楚的三方面的关系，
所以求
帮助我们清楚的三方面的关系，
都能够建立得好。

六3-7 保罗说：他要在各样的事上显明他

作基督使徒的职分 身分 并且不叫神的名受毁谤
作基督使徒的职分、身分，并且不叫神的名受毁谤。
六3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
毁谤
我们作神的儿女，认识主、作基督徒，
有许许多多我们被提醒该注意的事 –
免得别人因着我们而不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我们成为一个负面的见证。
六4a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你看到他有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更有他非常积极要表现出来的地方 –
在各样的事上表明他的身分，
目的是什么？不叫神的名受毁谤。
目的是什么？不叫神的名受毁谤

六4-5保罗说他怎样作神的仆人呢？

保罗在品格上先有忍耐
保罗在品格上先有忍耐，
就是在各样患难中显出忍耐。
在忍耐的后面 苦难的经历 分成三个三个一组：
在忍耐的后面、苦难的经历，分成三个三个
组：
4b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 特别是在患难中的忍耐，
 显明在哪里呢？患难、穷乏、困苦
 外边加诸于他的- 鞭打、监禁、扰乱
 他自己本身的
他自己本身的- 勤劳、警醒、不食
「警醒」就是「不睡」，
有时为着事奉的缘故、没有办法安然入睡，
作牧者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半夜的电话总是让人心惊的，
半
，
可能弟兄姐妹有特别的事
 甚至于要去跑医院、要去陪伴到天明
所以牧者应该是二十四小时在那里待命的。

很多时候别人看见我们，如果下一个断语、评语  我看到你，我就很想信耶稣、就很羡慕作基督徒
我看到你 我就很想信耶稣 就很羡慕作基督徒
 或者：我看他那个样子，我根本不想信主
其实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自己不自觉，
其实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自己不自觉
但是那个影响可能有正向的、有负向的…
如果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懂得感恩、报恩
如果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懂得感恩、报恩，
明白神的心意，可以很自由、很释放的作基督徒，
那是有喜乐、平安、盼望，常常数算恩典、谦卑的基督徒。
保罗在各样的事上表明他的身分，包括在
各样的患难当中、各样的品德上、工作的见证上，
六3-4 保罗讲自己的苦难，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
 原则是什么？他不要成为别人信主、事奉主的绊脚石
奉
 所表现出来的就继续在第四节的后半 –
有一些苦难的经验、还有道德的层面上表现出来
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不只呈现在道德面，也呈现在我们的苦难上。

保罗说他警醒、不睡、不食，
翻成「挨饿」更准确 有时没有办法吃 甚至必须忍饿
翻成「挨饿」更准确，有时没有办法吃、甚至必须忍饿。
这些受苦的经历，是为着传福音而受的…
我自己也遇到半夜的电话：
年轻的学生的夫妇，他们五个月大的孩子
经过 些病痛的缠磨、安息在主的怀里，
经过一些病痛的缠磨、安息在主的怀里
半夜的电话响起告诉我们这件事，还能睡吗？一定要去啦！
在夜里交通是很顺畅的，
但是心中的感受却希望这样的事情愈少愈好，
那是一个牧者的心肠。
所以保罗这些受苦的经历，是为着传福音而受的，
事奉观
从保罗事奉观来讲，
 他必须在品格上、事奉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
 所有受苦的经历，最重要的就是忍耐 苦难产生了忍耐，这是正面的价值

六6-7 不是负面受苦的经历，而是正面的生活，
6a 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归类于品格，

知识有不同的看法，从整个上下文，
应该是偏向于关乎道德方面的知识
 六4 的忍耐，经历许多困难之后仍然坚持下去，
恒忍 是偏向于品格方面的
恒忍，是偏向于品格方面的，
或许是对一些无理之人的容忍
6b 7 四个事奉的原则：
6b-7
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
这四个神的仆人服事的原则。
这四个神的仆人服事的原则


7b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神的义因信称义了
神的义因信称义了，
 站在义的地位，这是信徒的兵器
 这是因信称义之后，有圣灵同在的结果，
这是因信称义之后 有圣灵同在的结果
也是整个事奉最整全的一个装备

8 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在古代希腊社会，对「名」是看得非常重要的
在古代希腊社会
对「名」是看得非常重要的
 但对保罗来讲：人家知道我、人家不知道我，又怎么样呢？
与主同死 又是与主同活的 这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
与主同死、又是与主同活的，这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
在神的仆人身上，却是一个实际的经历。


每一个段落前面那一句，好像是一个不好的经历，
每
个段落前面那 句 好像是 个不好的经历
后面那个部分，又是从人来的认可、鼓励，
所以这两样是并存的 价值观不同 衡量的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这两样是并存的，价值观不同，衡量的结果也不
样。
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心有戚戚焉吗？
作为一个服事主的人 你要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吗？
作为一个服事主的人，你要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吗？
碰到了许多的困难，你还能够快乐吗？
10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好特别喔。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好特别喔
似乎一无所有，保罗说：我样样都有！
感谢主，美好的品格呈现在有圣灵、有真理、
有爱心、有公义的生活当中、神的仆人的身上。

六8-10保罗说：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这是神的仆人的一个两面的经历
这是神的仆人的
个两面的经历 - 是相对的、又同时存在，
是相对的 又同时存在
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用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同样东西…
六8-10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至丧命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
；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很特别的 个排列组合- 人看来好像没有办法并存的，
很特别的一个排列组合人看来好像没有办法并存的
但却发生在保罗作为神的仆人的经历上  好像有个事奉上的矛盾
 事实上却成为共存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基督徒在品格上的缺欠，
常常会造成教会没有办法增长，
常常会造成教会没有办法增长
尤其是牧者、长执，在品格上的缺欠，
 在教牧书信中对长老、执事的要求，
在教牧书信中对长老 执事的要求
基本上都是在品格上的，
只有对长老说要善于教导
 作长老、执事，
 应该要知道很多的事、很有事奉技巧
 但保罗讲到拣选、按立长执时，
把重要的标准都放在品格上
保罗在行真理的时候，甘愿付上代价，
甚至要面对苦难、患难、误会，
甚至要面对苦难、患难、误会
好多原本也许不必承担的，
这就是神的仆人
这就是神的仆人！

六11-13 是上面经文的结语，也开启另外一段思想，

所以有承上起下的作用
所以有承上起下的作用。
保罗强调他对哥林多人是心口一致的：
他的口是张开的 他的心是宽宏的
他的口是张开的、他的心是宽宏的，
 虽然这样的真诚，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接纳他，
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他就是这样的
个人，这是他的真性情
这是他的真性情
 虽然这样的真诚，好像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但对保罗 言，作神的仆 、他就要「真」
但对保罗而言，作神的仆人、他就要「真」！
 虽然甚至会付上代价，但那是实践真理的必须，
他自信如果有问题，是你们有问题、不是我
所以这一段的呼吁，是关心大过责难  好像父母在对孩子说话
 这样的口气对哥林多信徒并不陌生，
林前四14-15 就是保罗身为牧者的那为父的心肠
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看到非常值得效法的榜样。

天父，我们感谢你，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真知道
我们不能徒受你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快跑跟随你！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