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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 林后十

林后十到十三章 保罗整个的思路，

讲的就是权柄的问题，

但是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问题 –
保罗没有很清楚的表示

「假使徒」是 是 「最大的使徒」所谓「假使徒」是否就是所谓「最大的使徒」？

保罗常常引用：有人以为、这等人说…
看信的哥林多人很清楚知道保罗指的是谁 看信的哥林多人很清楚知道保罗指的是谁

 但是我们读来却是一头雾水，

反对保罗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怎样的人呢？反对保罗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是怎样的人呢？

其实它是属于没有办法解决的历史问题。

但是从整个哥林多后书的发展来看但是从整个哥林多后书的发展来看，

这些假使徒可能就是指的

自夸为大的「最大的使徒」自夸为大的「最大的使徒」，

或者说「超级使徒」吧。

哥林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对保罗的负面的评价，

至少保罗认为他们是接受了至少保罗认为他们是接受了，

所以保罗才需要提出说明、辩证，

在 第十章 到 第十三章 讲的就是 件事在 第十章 到 第十三章，讲的就是一件事 -
使徒的权柄问题。

保罗在 第十章 谈到他的权柄有两个目的保罗在 第十章 谈到他的权柄有两个目的：

1. 权柄用来使人顺服基督

2 为的是造就信徒2. 为的是造就信徒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
能够施行权柄能够施行权柄

使人顺服基督，并且得着造就。

但是保罗并不以此为自夸但是保罗并不以此为自夸，

而他单单是夸：这是主的恩典。

所以在 十1-6 看到所谓的「有权有能」…所以在 十1 6 看到所谓的「有权有能」…

保罗回复那些批评他写信的态度的人，

我保罗十1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那些说保罗与他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那些说保罗与他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写信却是这么勇敢，

谦卑的观念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谦卑的观念在希腊的文化当中，

价值观是负面的，指的就是懦弱无能

而所谓勇敢，

有些译本翻译成放胆、大胆

这一些批评保罗，它的意思跟 十10 是相通的…这 些批评保罗，它的意思跟 十 是相通的

十10 有人说他他的信又沈重又厉害，
及至见面，

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



保罗所谓的谦卑、勇敢，和哥林多人以为的谦卑、勇敢，

双方的角度完全不同！双方的角度完全不同！

保罗认为他效法的是基督的温柔、和平，

从来都不是说 套 做 套从来都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见面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

十2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十2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出现了两次的勇敢，就是这个意思 -
 如果他的表现受到了哥林多人的误解、 如果他的表现受到了哥林多人的误解、

甚至觉得他是懦弱无能

保罗很清楚：他是为着爱的缘故，为着爱
所以他说 - 求你们不要叫我

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保罗的确是带着爱来服事信徒的。

2a 凭着血气行事，3b 凭着血气争战，
保罗说他不是凭着血气争战保罗说他不是凭着血气争战，

有人以为他是凭着血气行事，

这两句话指的都是靠肉体 照着世俗的标准这两句话指的都是靠肉体、照着世俗的标准。

3a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指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指的是每 个神的儿女，

都仍然是保有血肉之体，

我们固然是有血肉之体，我们固然是有 肉之体，

但却不是靠着血气、不是照着世俗的标准来行事。

保罗用属灵的争战来表现他的谦卑面，保罗用属灵的争战来表现他的谦卑面，

这是非常特别的 -
 以耶稣的温柔、和平，来界定属灵的争战，， ，

因为这才能够显出神的大能

争战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人来认识上帝、顺服基督

属灵的争战，有可能是灵界方面的争战，

也有可能是看不见的 隐藏在背后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看不见的、隐藏在背后的问题，

第十章 指的争战是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些问题

十 章 有灵界的争战十一章 有灵界的争战，

因为撒但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保罗说：他不靠着血气、不照着世俗的标准保罗说：他不靠着血气、不照着世俗的标准，

为什么呢？

十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十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十5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十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计谋也有的翻译成诡辩。

有人自高、有人骄傲、有人用诡辩，有 高、有 骄 、有 ，

面对福音的信仰。

这种要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自以为义的高傲，

绝不能够用靠着肉体的方式来去争战的绝不能够用靠着肉体的方式来去争战的，

必须是要完全仰赖神的能力。

这一点，作基督使徒的保罗十分清楚，这 点，作基督使徒的保罗十分清楚，

但是敌对者却轻看、却攻击保罗

保罗用爱来面对他们的时候，保罗用爱来面对他 的时候，

他们认为保罗是软弱、懦弱、无能，

只敢用写信来骂我们，

见了我们，什么都不说

事实上保罗是以爱的方式，

希望能够化解、感化他们，

但他们不了解，反而以此来质疑、攻击保罗。

我们发现：

使用权柄的目的
是为着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十6-8)



权柄这个词，也在后面…
十三10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

保罗在 第十章 已经非常明确的在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权柄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

保罗在 第十章 已经非常明确的在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权柄。

一个不明白权柄运用原则的人、

手上如果握有权柄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手上如果握有权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所以作牧者的，必须非常清楚知道 -
 自己是以仆人的身分从神领受权柄 自己是以仆人的身分从神领受权柄

 并且靠着主所给的智慧来运用权柄

保罗完全不以他有权柄为自义 自傲 自夸的保罗完全不以他有权柄为自义、自傲、自夸的，

他再三地强调：

权柄是为着造就人、不是为着败坏人。权柄是为着造就人、不是为着败坏人。
这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事奉者一个很宝贵的提醒。

保罗从神领受使徒的职分、

同时也领受了权柄同时也领受了权柄，

他施行权柄整个的动机，

都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来激励都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来激励，

 所以他绝对不会以高姿态来面对人、来鄙视人

 更是替基督 来求人可以与神和好 (林后五20) 更是替基督，来求人可以与神和好 (林后五20)

他面对好多从哥林多教会来的纷纷扰扰，

甚至于放下靠着福音养身的权柄 自居卑微甚至于放下靠着福音养身的权柄、自居卑微，

甘心乐意为信徒的灵魂费财、费力。

他的心志是什么呢？他的心志是什么呢？

他说：我宁可死，

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如果保罗不是牧者的心肠，

我们就不能领会他如何从他内心的深处我们就不能领会他 何 他内 的深

所发出来的真实的告白。

这就是奴仆领袖、或仆人领袖 –
以作奴仆 作仆人服事的态度 以作奴仆、作仆人服事的态度，

来承担领袖的责任

 奴仆领袖甘愿放弃权利 甚至舍弃性命 奴仆领袖甘愿放弃权利、甚至舍弃性命，

好服事他所带领的人

在这 点上 基督实实在在在这一点上，基督实实在在

为我们这些跟随他、服事他的人，

作了一个 好的榜样作了一个 好的榜样。

约十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们走上服事主的道路，

求主帮助我们 - 跟随主的脚踪行求主帮助我们 跟随主的脚踪行，

效法他的温柔、谦卑，

就好像保罗就好像保罗
效法基督的温柔、和平一样。

十7-11 保罗作神的仆人的明证，

就是在信徒身上 而不是「个人的领袖魅力」就是在信徒身上，而不是「个人的领袖魅力」。

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他所建立的，

现在可能有所谓的假教师现在可能有所谓的假教师，

在教会里面大放厥词 –
认为只有自己是属基督的认为只有自己是属基督的，

十7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有哪 小群人 只有专专他们是属基督呢？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有哪一小群人，只有专专他们是属基督呢？

教会是专专属于某一个群体的吗？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把自己归类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 把自己归类于
我属彼得、 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 (林前一)，

保罗就很清楚说：保罗就很清楚说：

属基督的人大有人在！



十8 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十4 攻破坚固的营垒，
「败坏」、「攻破」是同一个字「 坏」、「 破」是同 个字

保罗说：他从神领授权柄，为的是「造就」人、不是败坏人，
这是他事奉的基本原则。

林前十四 恩赐运用，恩赐的目的
也是为着「造就」，用的是同样的字。

十10 有人说：「保罗写信又沈重又厉害，
见面的时候不怎么样，气貌不扬、言语粗俗。」

直接的翻译就是「软弱」

 就当时的价值观来讲是不好的 就当时的价值观来讲是不好的

 但对保罗而言，他觉得是好的

所以很多时候看人也好、评断事情也好，所以很多时候看人也好、评断事情也好，

是牵涉到价值观的问题。

哥林多人对保罗的意见：

觉得保罗就是很不 致 要这么说 要那么说觉得保罗就是很不一致 – 要这么说、要那么说。

可是保罗本来可以有一致性的，包括行程的改变，

保罗的旅程虽然变来变去 引起了质疑保罗的旅程虽然变来变去、引起了质疑，

 保罗很清楚说：我也可以不变的，

我为什么要变呢？我为什么要变呢？

我暂时不到你那里去，是对你们好
 但哥林多人误解他、并且不明白但哥林多人误解他、并且不明白

哥林多人对保罗的信，存有又沈重、又厉害的印象，

保罗的本人不是这样的：保罗的本人不是这样的：

 保罗劝人的基础，是基督的温柔和平

 保罗的态度，在人看好像很懦弱，保罗 态度，在 看 像很懦弱，

但是保罗宁可被看为软弱，坚持用基督的爱来面对信徒

他界定属灵的争战，真正的能力是表现在基督的温柔、和平，

是谦卑面、利他面，是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的。

十12-18 这一段牵涉到许多人，

有 些是隐藏在背后的有一些是隐藏在背后的，

12a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
自己推荐自己 这个「自荐」自己推荐自己，这个「自荐」，

18a 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
这个「称许」 两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称许」，两个字是同 个字。

12-18 是在讲同一件事 –
所谓「推荐」的问题所谓「推荐」的问题，

那些拿着有名的人的推荐函、

却在教会里兴风作浪的假教师们。却在教会里兴风作浪的假教师们。

12 保罗不愿意和那些自我推荐的人相提并论，

 他们拿自己来量自己、拿自己来比自己，拿 来 拿 来 ，

实在不太聪明

 既然是讲推荐，当然就要有资格、

就有标准、就有衡量

十13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构到你们那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构到你们那里。

范围
地理上的界限 - 我到你们那里传福音、使你们信主，

你们就是我事奉范围里的，这是神所赐的

种族上的界限 - 有人质疑保罗作工的合法性，

因为虽然是外邦教会，还是有犹太背景的人，

哥林多应该也是属于彼得的范围？

但是 加拉太书第二章 的背景来看，

保罗、彼得所服事的族群界定，是很明白的…

加二8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的，
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

所以在这一段讲的界限，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视为界限
是地理上的界限、地理上的范围。



十17 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
牵涉到保罗论自己 对哥林多是有权柄的牵涉到保罗论自己 – 对哥林多是有权柄的，

背景引用 耶九24。

保罗和假教师的差别 关键就在于保罗和假教师的差别，关键就在于-
 我们到底是要讨谁的好、要讨谁的喜欢？

相信保罗 生最渴望的就是相信保罗一生最渴望的就是 –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声「好」，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所有的服事通不过这个考验，就是不合格的了。

所以神的仆人面对假教师的扰乱的时候所以神的仆人面对假教师的扰乱的时候，

当然，不会任凭他们就在教会里兴风作浪，

保罗也说：他如果再去 是绝不宽容的。保罗也说：他如果再去，是绝不宽容的。

 保罗以爱来面对所有的人

 但他仍然有上帝所给他的权柄、可以施行惩戒但他仍然有 帝所给他的权柄、可 行惩戒

只是现在他不断地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面对他们。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可以效法

耶稣基督的温柔 和平；耶稣基督的温柔、和平；

并且知道你所给的权柄，

是为着造就 而不是败坏是为着造就、而不是败坏。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