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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3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

神。4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

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5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6 我

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

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7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

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8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9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10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10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11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

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保罗为哥林多教会受了很大苦楚，
支持他的就是复活的盼望支持他的就是复活的盼望，

神是信实的，因着保罗的代求、神回应。

在他所遇到的一切不幸背后在他所遇到的一切不幸背后，

都隐藏着上帝无限的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一6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其目的 –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患难对信徒有双方面的意义一3-7：
藉此经历神的安慰藉此经历神的安慰

日后能用从神而得的安慰
去安慰在患难中的人去安慰在患难中的人

患难中居然有颂赞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患难中居然有颂赞

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一8

保罗呼吁信徒为他代求 可是在中间充满了颂赞！保罗呼吁信徒为他代求，可是在中间充满了颂赞！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请求代祷中充满颂赞 一9-11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
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请求代祷中充满得胜得救的盼望、充满颂赞、激励人，
激发人的信心，因他的蒙恩脱险，一起将感谢献给神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道歉 ‧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保罗改变了探望哥林多教会的计划、行程延迟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一12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
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向你们更是这样 13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13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
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14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
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15 我既然这样深
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16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16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
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17 我有此意，岂是反复
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18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19 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
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20 神的应许，不论有
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实在：原文是阿们）的，叫神因
我们得荣耀。21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22 他又用印
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是质）。23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24 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
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道歉 ‧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保罗改变了探望哥林多教会的计划、行程延迟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2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3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3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

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4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

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5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

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6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

也就够了 7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8 所以我劝也就够了，7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8 所以我劝

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9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10 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

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面前为你们赦免的；11 免得撒但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12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13 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

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道歉 ‧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改变计画是因写了第一封信，
令哥林多人非常的忧伤令哥林多人非常的忧伤，

可能就是哥林多前书。

所以保罗再写哥林多后书：所以保罗再写哥林多后书：

如果有人已接受到教会的惩诫处分了，

保罗提醒要再接纳他 安慰他保罗提醒要再接纳他、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二7

改变计画之同时，
教会仍有正面的事情发生，

保罗也给了指示、教导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二14-七3 转入另一个主题：
保罗对自己使徒职份的辩解。罗对 使徒职份 辩解。

从新约所领受的使徒职事的说明、

也是教义性的教导。也是教义性的教导。

保罗最爱传扬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从他得救时，神就赋予他这份热心。从他得救时，神就赋予他这份热心。

传道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而是神拣选他。而是神拣选他。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徒九15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保罗与哥林多人分享他的传道职份，有以下原因：

一 哥林多人首次接触保罗，. 哥林多人首次接触保罗，

是透过他的传道工作
二 保罗的使徒身分二. 保罗的使徒身分、

所传的信息，受到挑战
三 向他们夸耀他所宣扬的「那一位」三. 向他们夸耀他所宣扬的「那 位」，

并且澄清他的传道方式；

因被假使徒所诟病 污蔑因被假使徒所诟病、污蔑

四. 希望哥林多人学习像保罗一样，成为福音的见证人

保罗一方面为自己澄清，一方面也建立教导哥林多的信徒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福音的荣耀本质

二14 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
的香气。15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
香之气。16 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
这事谁能当得起呢？17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
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三1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
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2 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
知道所念诵的。3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
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4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4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
前才有这样的信心。5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甚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
于神。6 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
句是叫人死 精意（或作：圣灵）是叫人活 7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句是叫人死，精意（或作：圣灵）是叫人活。7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
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
去的，8 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荣光吗？9 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光，那称义的
职事荣光就越发大了职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福音的荣耀本质

三10 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11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12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13 不像摩西将帕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 3 不像摩西将帕
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14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
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15 然而
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16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16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18 我们众
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四1 我们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职分 就不丧胆 2 乃将那些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四1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2 乃将那些
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
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3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
是神的像。5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
仆人。6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
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福音的荣耀本质

新约：是旧约所应许的，新约：是旧约所应许的，
不再写在石版上外在的外在的律法律法，已经写在写在上帝上帝子民的子民的心中。

基督徒就是爱神 全心事奉神的人基督徒就是爱神、全心事奉神的人，

由于上帝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是上帝的殿，

「在得救的人」中间 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二15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在得救的人」中间，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二15

哥林多信徒本身就是保罗使徒职分的见证和荐信，

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 三3

哥林多基督徒的生命正是证明了保罗作为新约使徒的职分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福音的荣耀本质

两种职事的比较 三 新约 /保罗 旧约 /摩西两种职事的比较

承担职事的凭据

职事的果效

三

6

6

新约 /保罗

凭着精意圣灵

叫人活

旧约 /摩西

凭着字句

叫人死职事的果效

职事的性质

荣光

6

7-8

叫人活

属灵的职事

更有荣光

叫人死

属死的职事

渐渐退去的荣光荣光

职事的目的

7-8

9

更有荣光

称义的职事

渐渐退去的荣光

定罪的职事

时效 11 长存的 废掉的

澄清在新约当中此时此刻保罗的服事澄清在新约当中此时此刻保罗的服事，
今天我们所承担、领受的是何等丰富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福音的荣耀本质

为让读者知道让读者知道
自己所领受的生命是如何有「荣光」，

比对「过去的荣光」是多么让以色列人害怕！比对「过去的荣光」是多么让以色列人害怕

引述出埃及记卅四章「摩西的帕子」，

摩西在山上与上帝对话之后，摩西在山上与上帝对话之后，

把帕子蒙在脸上，遮盖上帝的荣光。

以色列人因摩西 的荣光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三7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摩西的帕子」另一方面意义：

这帕子今日还蒙在以色列人脸上，

因他们仍不认识神福音的荣光。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三14-15

诵读的人若不归向主，就不明白经文的意思

信主的人有了新约的圣灵，这帕子便被揭开了

帕子既然已经揭开，「敞着脸」就反映这荣光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摩西的帕子」

保罗并不是鼓吹用「灵意」或「寓意」读经，
作为从旧约看新约的方式。

新约的真理已存于旧约当中了，

人若看不见 就是被帕子蒙住了双眼人若看不见，就是被帕子蒙住了双眼，

真理已显明，

只是我们不能看见而已只是我们不能看见而已。

保罗不是说我们要「灵意化」解释旧约，

属灵的眼睛是要用「属灵的眼睛」读旧约。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基督徒所反映的是甚么样的荣光？

保罗指出新约信徒的脸上的荣光：保罗指出新约信徒的脸上的荣光：
「把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谬讲神的道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

在神面前凭着无愧的良心生活。四2

「光已经从黑暗里照出来」

就是基督徒行为所表现的基督的工作；就是基督徒行为所表现的基督的 作；

神的荣美已经从我们脸上反映出来，

这荣光并不是基督徒本身发能产生的，这荣光并不是基督徒本身发能产生的，

我们只是「有宝贝在瓦器里」罢了。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软弱的福音器皿

四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8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9 遭逼迫 却不被丢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8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9 遭逼迫，却不被丢

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10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

们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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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

上发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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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们也信，所以也说话。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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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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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 天新似 天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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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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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软弱的福音器皿

五1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2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

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3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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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

们圣灵作凭据（原文是质）。6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

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

见。8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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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为我们众人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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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软弱的福音器皿

讨论「外体」、「瓦器」、「身上」等课题。讨论 体」 瓦 」 身 」等课题

光从这些瓦器里照出来，使人看见

「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四「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四7

保罗看清自己卑微的情境，确定这种景况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11

这这新约的真理新约的真理保守着保守着保罗保罗，，

他虽然看到四周的事情他虽然看到四周的事情 仍不丧志仍不丧志他虽然看到四周的事情，他虽然看到四周的事情，仍不丧志仍不丧志；；1616--1818

这也给他这也给他盼望盼望，，

当当暂存的暂存的 地上地上的的瓦器瓦器毁坏后 会有毁坏后 会有永恒的居所永恒的居所当当暂存的暂存的、、地上地上的的瓦器瓦器毁坏后，会有毁坏后，会有永恒的居所永恒的居所 五五11--55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份

五11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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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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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13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

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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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肉

体；本节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 若体；本节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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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切都是出于

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 这就

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

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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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是不知罪）的，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21 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是不知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份

六1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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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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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4 反倒

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5

鞭打、监禁、扰乱、勤劳、儆醒、不食、6 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

感化、无伪的爱心、7 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8 荣耀、

羞辱 恶名 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9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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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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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人哪 我们向你们 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是样样都有的。11 哥林多人哪，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12

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13 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

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份

14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甚么相交呢？光明

和黑暗有甚么相通呢？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甚么相和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和黑暗有甚么相通呢？15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甚么相和

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么相干呢？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么相同呢？因

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17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18 我要作你们的父；你

们要作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七1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七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

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2 你

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3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

你们同生同死。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份
保罗非常看重新约所持「新心」的观念，新心

反对者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五12

保罗坚持使徒的权柄，保罗坚持使徒的权柄，

所传福音是基于神的爱和福音的真理。

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典的福音 时候要保持清晰 确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五19

恩典的福音，任何时候要保持清晰明确 六3-13

不能与任何不信的事物有联系14-18

要求生命纯洁和彼此接纳 七2~4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 ‧患难与安慰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六14

督徒的 命 价基督徒的生命有光明的特质、不同的价值观，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截然不同纯净的生命；

不可能与没有这样生命特质的人
同负一轭。负 轭。

引申自摩西律法 申廿二10

「禁止人用牛与驴同负一轭耕地」

任何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

「禁止人用牛与驴同负 轭耕地」

任何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

不适合与我们做亲密伙伴，以致受影响我们转去行恶！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七4 我大大的放胆 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 满得安慰 我们在 切患难中分七4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
外的快乐。5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
争战，内有惧怕。6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7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恸 和向我的热心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8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
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9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
了。10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11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懃、自诉、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责罚（或作：自责）。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在这 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12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
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13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
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14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甚么，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14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甚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
真的。15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
就越发热了。16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继续 第二章

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带来另人欣慰的消息：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带来另人欣慰的消息：

体会他们虽经历苦楚，也经历安慰

哥林多人收到保罗严厉的信后哥林多人收到保罗严厉的信后

有积极的改变 ─ 由忧愁生出了懊悔 8-12

保罗有所称许保罗有所称许

保罗提到服事当中有所艰难，保罗提到服事当中有所艰难，
可是其中经历了神的恩赐。

带来颂赞、感恩，让受书人同得激励！带来颂赞、感恩，让受书人同得激励！



‧为神所赐的安慰而感恩 ‧道歉‧论使徒事奉‧患难与安慰

每个基督徒都以福音见证人的身分，
在神的葡萄园中工作在神的葡萄园中工作。

保罗是一位传道人、教师、宣教士，

他的经历见证没有时空的限制他的经历见证没有时空的限制，

让我们学习保罗、跟随他的脚踪。

神已经把那

「劝人与神和好」托付我们，

艰难 恩赐

劝人与神和好」托付我 ，

我们是瓦器、但里面有宝贝，可以与人分享

服事中的艰难仍显出神的恩赐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困境 苦楚；我们的生活中会有困境、苦楚；

当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看见

你已赐下新的生命 使我们与耶稣连结你已赐下新的生命，使我们与耶稣连结
感谢你，使我们属于你，有属灵的眼光，

不只看见患难 更看见安慰不只看见患难、更看见安慰，

在衰残的瓦器里有你的宝贝。

荣耀的光不只照在我们里面 也显在我们面上荣耀的光不只照在我们里面，也显在我们面上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让我们更多的爱你；
因着与人分享福音，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患难对信徒有何双重的意义？一3-7

将「新约/旧约」、「保罗/摩西」两种职事做比较。三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患难对信徒有何双重的意义？一3-7

藉此经历神的安慰
日后能用从神而得的安慰去安慰在患难中的人

将「新约/旧约」、「保罗/摩西」两种职事做比较。三

两种职事的比较
一. 承担职事的凭据
二 职事的果效

新约/保罗
凭着精意
叫人活

旧约/摩西
凭着字句
叫人死二. 职事的果效

三. 职事的性质
四. 荣光

叫人活
属灵的职事
更有荣光

叫人死
属死的职事

渐渐退去的荣光
五. 职事的目的
六. 时效

称义的职事
长存的

定罪的职事
废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