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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第 1-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會) 

今晚我們翻到哥林多後書，第一章。 

哥林多教會已經是一個分裂了的教會。有許多屬肉體和許多

教義的問題，駒使保羅寫了哥林多前書，一封相當嚴厲的書

信，而且是糾正的書信，試圖把他們從屬肉體中再帶 回屬

靈的行徑。結黨就是他們屬肉体的記認。因為有些說：“我

是浸信會信徒，”有些說：“我是長老會的，”其它的說：

“我是拿撒勒人。”或實際上他們說：“我是屬亞波羅的，

我屬磯法的，我屬保羅的，我屬基督的，”這些微微的結黨

精神卻分裂了基督的身體。 

因此保羅寫信斥責他們好結黨。他寫信改正他們屬肉體的行

徑和教義上的錯誤。但是他這書信，也就是哥林多前書的影

響有點使他們極端化。那些確實悔改並且被改正的人，在他

們領受保羅的書信之後，有所進展，但是有的人卻更堅定反

對保羅。就像那些猶太主義的人，或者是那些自稱：“我們

是屬基督的，”只會教導別人登山寶訓的道理，本身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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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接受神藉著耶穌基督臨到我們身上的恩典，也就是保羅

所教導的。 

他們開始絕望地向保羅的使徒身份作出挑戰。質疑他話的權

威，看來提摩太傳遞了哥林多前書，回來後把他們對書信的

起初反應告訴保羅。提多卻在那裡停留了一陣子，在特羅亞

跟保羅相會時，提供了一個關於哥林多教會較全面的報告。 

當保羅來到特羅亞的時候，提多還未出現，神為保羅開路，

他在特羅亞的事功，大有果效。不過因為檐心哥林多人可能

對他敵視，他靈裏很煩亂，寧可離開特羅亞的事功，前往馬

其頓。提多在那與他碰頭，告訴他哥林多教會的消息，叫保

羅鼓勵。但是他也聽說一小群人標榜自己反對保羅，挑戰他

的使徒身份。因此保羅從提多聽到了哥林多教會的近況。 

當保羅最初在哥林多服事的時候，提摩太就已經和他在一

起，所以保羅把提摩太放在一起向哥林多教會問安。在第一

節里，注意保羅 首先提出張：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哥林多後書 1:1) 

那些挑戰他使徒身份的人說，他替自己封了頭銜，但是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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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他宣稱那是奉神的旨意。 

保羅寫給哥林多人的第一封書信，在第十二章里，他說： 

豈都是使徒麼？豈都是先知麼？豈都是教師麼？豈都是行

異能的麼？(哥林多前書 12:29) 

答案顯然不是，因為那是一個說話修辭的問題。所以保羅是

奉神旨意的使徒，但是神並沒有呼召所有的人作使徒。 

現在問題是神呼召你作什麼？假如我寫信給教會，我可能會

寫：我，“恰克奉神的旨意作牧師和教師。”我不能夠寫：

“恰克是一位奉神旨意，耶穌基督的使徒。”因為那不是我

在基督身體裡的呼召，神呼召了我作牧師和教師。但是其它

的人可能會寫成，法蘭克是奉神旨意的機械工，約翰是奉神

旨意的漁夫，麥可是奉神旨意的汽車銷售員。因為神呼召人

做各種不同類型的工作，重要的是，神的旨意要我成為什麼

樣的人，我就成為什麼樣的人，神的旨意要我做什麼樣的工

作，我就做什麼樣的工作。所以當你談到你的生命時，你大

可以說：“我的為人作事，是依照神的旨意和計劃而行。”

這是何等地奧妙！無論我是什麼樣的人，是按著神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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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哥林

多後書 1:1) 

因為保羅第一次拜訪哥林多教會時，提摩太和保羅一同教導

他們，服事他們，所以保羅和提摩太一起向他們問安。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

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哥林多後

書 1:1) 

然後保羅把哥林多周圍所有的區域和亞該亞地區都包括進

去。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哥林

多後書 1:2) 

我們認得出這是一個典型保羅式的問安。他以這樣的問安方

式開始他多數的書信－願恩惠 (一個典型的希臘人彼此問

候)和平安歸於你(典型的猶太人的問候語 shalom沙龍)。希

臘人會以恩惠互相問侯，希伯來人會以 shalom沙龍互相問

侯。在新約裡，這些美麗的問侯就像連体嬰一樣，總是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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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後神我們的天父和從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我要指出，主

耶穌基督並不是祂的名字，耶穌是祂的名，主是祂的頭銜，

表示徵關係。很多時候人們把“主耶穌基督”想成是名和

姓，其實“主”是一個重要的頭銜，代表了我和祂的關係，

我是僕人，祂是主人。而且我必須承認祂才能得救。“你

若口裏承認耶穌為主，心裏相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

得救。”因此“主”代表相互關係。 

基督則說明了衪的使命，衪是受膏者是彌賽亞，是神應許救

贖的實現。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神。(哥林多後書 1:3) 

這也是非常典型的保羅式的－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给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在以

弗所書裏有相當類似的開場白。先是問候，願恩惠和平安臨

到他們；然後陳明他受神差遣宣教，作使徒的身份；再來是

對神的感恩－讚美神。祝福這個詞實際上可解作’願頌讚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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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和賜各

樣安慰的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

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

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

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

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哥林多後書 1:4-6) 

保羅在這裡談到他所經歷的痛苦，他所受的苦楚，和他經歷

的患難。我們心中很難明白，想不通神為什麼會允許我們經

歷苦楚，為什麼神會允許我們遭受患難，為什麼神會允許我

們受苦。因為我們相信祂是愛的神，又知道祂控制我們周遭

的環境，發生的事情。如果神這麼愛我，為什麼祂允許我受

苦，神為什麼衪讓我受折磨，這對我們來說很難暸解。 

保羅宣稱他經歷苦難時，同時讓他經歷到神的安慰，使他能

用同樣的安慰安慰別人。因此為了他們的緣故，神允許這些

事發生在他的身上。他需要在這些領域里被神服事，以便他

能夠在相同的領域中服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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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回望自己的一生，我明暸神允許很多困難發生在我的身

上，目的是要使我能真正暸解同情和服事那些正在經歷同樣

困難的同類困人。如果我不曾親身經歷過，就不能體會那人

的需要，和為什麼會有如此的表現。在經歷了我父親和兄長

的悲慘死亡，母親受癌症的折磨，和窮到連當天晚餐都没有

着落的情况，別人經驗這些事的時候，我能暸解，也能用同

樣的安慰去服事他們，因為我經歷那些事的時候，神的靈曾

經安慰我。所以我能夠對別人說：“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也

曾經歷過，而且走過來了。” 這樣的話總是好的。 

因此保羅能夠說：“嗨，我知道甚麽是苦楚，我知道何謂患

難，我也知道苦難，我都走過了。”而且他能夠安慰他們。

當我經歷痛苦時，神證明了 祂對我的信實，神護著我走

過，給我力量。神给于我所需要的安慰，而且叫我能藉這安

慰來安慰別人。保羅說：“因此，我領受了安慰，以致於我

可以安慰你，真是為着你的緣故。”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

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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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樣苦楚。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既是

知道你們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哥林多後書 1:6-7) 

“我知道神是信實的，就如你跟我一樣受苦，我知道你也會

跟我一樣得勝。因為神曾經帶我得勝的走過，我知道祂也會

帶你得勝的走過。”保羅指出他們也將要得勝從中鼓勵了他

們。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

難。(哥林多後書 1:8) 

一般的感覺是，這些是保羅剛剛以弗所 的經歷，記載於使

徒行傳第十九章後面的部分。保羅在以弗所時，許多人轉信

基督，因此銀匠底米，去召集他的同業在一起說：“同伴

們，你知道這個在以弗所新興的宗派正在破壞我們的生意

嗎？我們一直都靠賣黛安娜女神的聖物為生，現在他們教導

人們黛安娜不是女神，我們的生意不好，利潤也下降了。如

果這個福音繼續傳播下去，我們的生意就做不成，我們要有

個對策。” 

所以他們抓了兩個保羅的同工，從馬其頓來的門徒，把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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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進以弗所的大劇場。城內的情况就像在暴動中似的。 從

馬其頓來的其中一個人嘗試跟群眾講話，他們竟開始不斷地

歌頜：“以弗所偉大的黛安娜。”喊了兩個鐘頭。使徒保羅

聽到這事後，想要進去，但是城裏那些愛保羅的領袖說：

“不要進去，他們會把你分屍。你知道這是一群暴民，如果

你進入那裡，就死定了。” 

因此保羅只好逃離以弗所，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所以他離開

那裡到馬其頓去。一般的說法是，他在特羅亞或馬其頓的時

候，寫了這封書信就是說，他可能是在馬其頓寫的，也可能

在特羅亞開始寫，在馬其頓完成。也有認為保羅是在以弗所

這次生命真的受到威脅，英雄故事般的經歷後，立即寫了這

封書信。事實上保羅想他性命不保了，群眾這麼狂暴，他真

的以為活不下去了，但他準備好了，無論如何都要面對他

們。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

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哥

林多後書 1:8) 



10 of 37 

哥林多後書第 1-2章 

於這難處實在太大了。我力不能勝，我實在感到絕望了。我

真的覺得走到了盡頭。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

復活的神。(哥林多後書 1:9) 

我相信在很多時候，神把我們帶到不同方面的盡頭-感情

上的健康上的，也可能是財務上的，叫我們到處碰壁走投無

路，也就是當我們真的要放棄，並說：“我甚麽都試過了，

再也無計可施。”神很多次帶我到那種處境，當我以為一切

都完了-我己經筋疲力盡，無計可施，當我己經放棄了(一般

來說，我可不會隨便放棄的 )。這正是我其中一個生命上的

問題，我總是信靠自己，要試盡所有辦法後，真的把事情交

託給神。神就是這樣把我帶到盡頭，還是得放棄。然而我卻

發現了一件事，很多次當我決定不再依靠自己時，我就經歷

到神的大能和神在我生命裏所作的善工。 

舊約裏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雅各，他之所以被取名

雅各是跟他出生時的情況有關。他和他哥哥以掃是雙胞胎排

行。那時候沒有聲波器這一類東西，誰知道有兩個心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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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母親利百加不知道懷的是雙胞胎，只知道很難受。因為

太辛苦了，她求告神說：“若是這樣，我為甚麽活着呢？”

神回答說，’兩國的妳腹内，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他們

是異卵雙生子，不是同卵雙生子。你肚子，裏的兩個國家各

不相同，彼此對抗，兩兄弟在肚子裏打來打去。多可憐的利

百加。 

他們出生的時候，哥哥全身毛髮覆蓋，所以他們叫他以掃就

是’多毛’的意思，當弟弟出生時，他 一副準備繼續打架

的樣子，因為他生出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著以掃的腳後

跟。他們說，看這個小流氓，他竟抓著人的腳後跟。所以他

得了雅各這個名字。“雅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抓著腳踝的

人。不雅一點的翻譯就是“髒小偷”，“臭小偷。”被冠上

這樣的名牌是不好過的，想想看，你去上學時，老師問你叫

什麼名字，你說：“我叫臭小偷。”點名的時候，他們叫：

“臭小偷？”你回答：“有。” 

他們兩兄弟彼此之間衝突不斷。“臭小偷”欺詐佔他哥哥便

宜，向他買了長子的名分，後來又欺騙他們父親，偷了長子

在家裏的祖傳祝福。當以掃發現被騙後，他說：“我父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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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過世了，等他一死，我一定去殺那個鼠輩，我被他欺負夠

了，一定要殺他。”雅各郄是比較溫和型的，是媽媽的寶

貝。以掃是田裏男人型，是個獵人，比較粗糙，獨來獨往。

他念念不忘：“要去殺雅各，父親一死我就殺他，我發誓要

除掉他。” 

母親利百加聽到以掃對雅各的威脅，就對雅各說：“兒子，

你最好趕緊離開。你父親的身體不 太好，你哥哥又發誓要

殺你，你最好趕快到八百哩外的哈蘭，到舅舅那裡去住。”

於是雅各就動身去找他舅舅拉班。雅各真是個臭小偷，拉班

卻是跟雅各一樣的狡猾。他愛上了拉班的一個女兒，說：

“我要娶你的女兒，可是我沒有聘金給你。”拉班說：“親

愛的，沒關係，只要你作我的奴隸七年，當作是聘金，你便

可以娶她了。”他替拉班做了七年的奴隸，因為他很愛拉班

的女兒拉結，所以感覺七年一轉眼就過去了。結婚的大日子

終於來到。當然依照習俗，新娘蒙著面紗穿戴其它。他們進

入帳篷，度過洞房花燭夜。早晨起來，才發現她根本不是拉

結，而是醜陋的姊姊利亞。雅各氣呼呼地跑出帳篷，抓住拉

班說：“你幹的好事，那不是我們講好的條件。”“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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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是因為習俗的關係。依照我們的習俗，比較年長的

姊姊必須先結婚。如果你願意再做七年的奴隸，拉結也是你

的。” 

你看，拉班和雅各真是半斤八兩。不過到最後還是雅各嬴

了，十七年後，他幾乎搜刮了拉班所有的財物。同時他也發

覺情况不妙了，當他們看他的時候，不再面帶微笑了。他知

道是時候離開這裡的了。於是他帶著所有的牛羊牲畜和他為

拉班做活獲得的，要返回老家。他來到邊界，度過了約旦

河，卻要停下來。因為探子回報說：“你的哥哥以掃帶著二

百名戰士要過來了。” 

“哦，不好了，最後一次看到以掃的時候，他威脅要殺我，

所以我逃跑了，現在他帶了二百名壯丁來，我該怎麼辦呢？

我又不能回頭。”因為他和拉班畫了一條界線，拉班說：

“如果你越過這條線，就有得你瞧。”雅各也說：“如果你

越過這條線，就有得你瞧。”他們畫了界線，彼此都不能跨

越。所以他即不能後退，又害怕前進。 

雅各可真是一個天生機智的人，總是有個角度，有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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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佔對方的便宜，長袖善舞 的。但是他現在完全被困住

了。明天早上，以掃會帶著二百名壯丁越過山頭，所以他做

了打算，要好好休息，得好好睡它一覺，“明天早上我需要

所有的力氣。” 

然而神有另外的打算，衪差派了一位天使和雅各他摔角了一

個晚上。不但不能好好睡一覺來應付沉重的一天，反而和主

的天使摔角了整個晚上，直到天亮。天使都沒有辦法嬴過

他。 

許多人相信那位天使就是主耶稣自己，我確實相信這點，是

耶穌基督和他摔角。他替那個地方取名叫毗努伊勒，他說：

“我面對面看到了神。”聖經說主的天使捏了他的大腿窩，

從此他成了瘸腿的。 

瞧，要怎麼樣才能叫這傢伙走到自己的盡頭。因為他是如此

的聰明機智，神必須以重重的方式處理他。他和拉班畫了界

線不能回去，他哥哥帶了二百名男丁逼近，他摔了整晚的

跤，非常疲累。現在天使又捏他一把，使他成了瘸子，肌肉

萎縮痛苦的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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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樣的關頭，他受夠了，終於完全被擊敗，不管如何聰明

機智都沒有用，他受夠了。他開始痛哭流涕，對天使說：

“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讓你走。” 

根據聖經，假如你要求別人給你祝福，你就是承認對方比你

優越，就像在聖經中讀到的，地位軟低微的總是被地位軟崇

高的人祝福，所以他要求祝福時就表示他承認被擊敗。“我

受夠了，我失敗了，請你祝福我吧。”主的天使問：“你叫

什麼名字？”他回答說：“臭小偷。”天使說：“從現在

起，你不再是臭小偷，你會成為一個被神管轄的人，名叫以

色列，一個屬神的人。” 

他被逼走到自己的盡頭，然後神開始他生命嶄新的一面。對

雅各來說這是多麼榮耀得勝的日子。當他走到人生的盡頭，

他天生狡猾詭詐的末了時，他轉向神，把生命交託給神，從

那個轉折點開始，他成為被神管轄的人。所以失敗的地方實

際上是得勝生命的開端。 

就像我們時常發現自己處於放棄的時候，或我們被迫放棄的

時候，對自己絕望的時候，受夠了，走到盡頭了，只能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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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在那個關頭，神就有機會在我們身上動工。 

有道是說：“人的盡頭是神作工的機會。”這句話的源頭是

一首詩，不是經文，但其中卻有這麼多的真理，幾乎可以成

為經文。當我走到自己的盡頭，前後碰壁，這正是神在我身

上動工的機會。我發現衪常常讓我落在那種處境里以致衪可

以在我身上動工。 

由於我的本性，神經常須要先把我放在那種處境里，然後才

對我動工。因為他知道我基本上是一個相當有自信的人，自

以為可以掌握一切。如果他放手讓我處理，我會說：“好，

來吧，”咬著牙跟自己說：“我總會辦到。”果然第一關順

利通過了。神知道我是那樣的人，我靠着自己的能力過了一

關就讓我面對另一關，直到我挫敗了，走到自己的盡頭，求

告神說，我受夠了，我過不了這關，然後神為我開路。我恍

然大悟說：“神啊，我怎麼這麼愚蠢，等了這麼久？為什麼

吃了這麼多苦頭才將它事情給你？” 

你看，我們失敗的地方，也常是最能得勝的地方，因為在那

時候，我們到了自己能力的極限，便得全然交託給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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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落在那種地步的時候，卻以為一切都完了，其實不然，這

反而是一個嶄新經驗的開始，開始經歷神在我們生命中動工

的大能。 

保羅就是這種類型的人，他有相同的經歷。他意志堅決，勇

往直前，從不放棄。因此神讓他落在絕境中。我們遭遇苦

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我

想，一切都完了。其實我們早就把老我冶死了，因此我們不

應該再信任自己。神把你帶到絕境的目的就在這裡一讓。你

不再信靠自己，學習信靠能使死人復活的神。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

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哥林多後書 1:10) 

過去，現在，未來，祂的確曾救贖了我們，並且仍然在救贖

我們，而我確信祂將要來救贖我們。你知道嘛，過去得勝就

是未來得勝的保證。對我來說，神過去的信實就是祂將來繼

績信實的見證。昔日神是信實的，祂救贖了我，現在神是信

實的，祂正在救贖我，因此我的信心和對衪的信任增長，知

道祂在將來還是信實的，祂還會救贖我。過去的經歴是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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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言，也是我對未來的信心和信靠的基礎。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哥林多後書 1:11) 

因為他們的禱告在神的善工中很重要，所以保羅對他們表示

感謝。 

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哥林多後書 1:11) 

所以我感謝你們的禱告和禮物。 

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

實，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

是這樣。(哥林多後書 1:12) 

保羅描述他在人前和跟他們住在一起的生活方式，都是單純

而聖潔的，每一個服事神的傳道人都應該這樣，學習在人面

前過一個簡單敬虔誠的生活，不追求華麗的衣服，不追求時

髦或高級的生活方式，只過儉樸的生活。他們應該過一個表

裡一致，誠實的生活，不管是在講台前或不在講台前；在家

或是在教會都一樣。 

“誠懇”這個英文字的起源，來自拉丁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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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ere，”字面上的意思是“沒有蠟。”當然，你們都

知道啦，在羅馬帝國時代，因為老百姓不太有事做，就常坐

在那裡雕琢大理石，做胸像或各種不同的人像之類的。假如

你們看過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就知道是非常的傑出，非常了

不起。我曾經去過希臘和羅馬的博物館，參觀了很多那個時

代的作品。但是即使是藝術家也免不了會出差錯，你可能想

把鼻子的曲線弄好，一不小心鎚子滑掉，敲掉了一小塊大理

石。後來這些藝術家變得聰明了，他們學會了把臘和大理石

混合在一起，讓它看起來就像真的大理石一樣，所以他們可

以把敲破的鼻子用臘修補好，你去買這些漂亮的雕像，卻不

知道鼻子是用臘補的。等到夏天很炎熱的時候，有一天你走

進起居室，看到你花那麼多錢買的美麗雕像，鼻子融化了，

流到臉上去。所以，“誠懇”這個字，就是“沒有臘。” 

表裡一致，你就是一個誠懇的人。因此保羅向他們表達，他

過的是簡單而聖潔的生活，全靠著神的恩典，靠人的聰明。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

的，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認識。(哥林多後書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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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我不是雙面人，我是直腸子，有話直說，說話沒

有雙重含意。 

我先前牧養的教會裏有一位女士，總是別人的說話有第二層

含意，她會在星期一的早上打電話給我，對我說：“史密斯

牧師，昨天晚上你對我說‘晚安’的時候，你真正的意思是

什麼？”她總是問說：“你真正意謂什麼？你真的想對我說

的話是什麼？”讓我在此講明：我這人是延笨的，我不懂在

說話裡隱藏別的信息。我講的就是我的意思，我會把我要說

的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保羅也作了同樣的宣告：“你們讀到的和理解到的，就是我

寫的，就是我對你們的感受，我沒有別的意思。”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誇口，好像我們在

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誇口一樣。我既然這樣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們那裡去，叫你們再得益處。(哥林多後書

1:14-15) 

保羅說他真的想到你們那裡去。保羅早些時候曾經寫信

說。他要去探望他們，但後來卻沒有出現。那些想要貶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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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聲的人就說：“哦，這傢伙是變幻無常的，不要把他當

真，他只是說說，不是真心誠意的。”因此保羅在這裡見證

說，當他寫信告訴他們這些事的時候，他是誠心誠意計劃要

去做的：“我是有意到你們這裡來的。” 

也要從你們那裡經過，往馬其頓去，再從馬其頓回到你們

那裡，叫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哥林多後書 1:16) 

我是認真的，那確是我心裡所想的。 

我有此意，豈是反復不定麼？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慾起

的，叫我忽是忽非麼？(哥林多後書 1:17) 

希臘原文是變幻無常－，難道我是變幻無常的嗎？ 

我有此意，豈是反復不定麼？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慾起

的，叫我忽是忽非麼？(哥林多後書 1:17) 

他說：“是，”其實他的意思是“不是。”他說：“不

是，”其實他的意思是“是。”耶穌教導說：“你們要做個

言而有信的人，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他們指控保羅

違背這個教導：“說他不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他說要來，

卻沒有來，他根本沒有意思要來。”你看，他們用他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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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作攻擊他的工具。然而保羅說：“我是有誠意的，我

並不是反覆無常的人。” 

我指著信實的神說，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沒有是而又

非的。(哥林多後書 1:18) 

“我真的有意去做，我心裡定好了要做的。”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穌

基督，(哥林多後書 1:19) 

保羅第一次在哥林多傳道的時候，提摩太和西拉跟他在一

起。 

總沒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哥林多後書 1:19) 

我們所傳的福音，是正面又直接了當的福音，沒有隱藏的信

息。然後他宣告：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哥林多後書

1:20) 

換句話說：“神給我們的所有應許，都在耶穌裏實現了。” 

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的，〔實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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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榮耀。(哥林多後書 1:20) 

耶穌就是我們的確據，證明神所有的應許都會應驗，神的應

許全部都在耶穌基督的身上總結了。神承諾給我們生命，那

生命就在耶穌基督裏，這是神給我們永生的記錄，生命是在

人子中。神承諾給我們平安，平安就在耶穌裏。神承諾給我

們恩慈，恩慈在耶穌裏臨到我們。 

在祂裡面所有的應許都是是的，或者己經為我們在祂裡

面成就了。神差派祂的兒子來到我們中間這個事實，向我們

保證了神會兌現祂給我們的所有應許和諾言，我們將跟祂一

起分享衪永恆的國度和榮耀。 

耶穌是神向你証明，祂說話算話，信守承諾的確据，當你們

在祂永恆的國度與祂同住，這將臨的國度的榮耀都是你們

的。 保羅在這裡宣告，耶穌是神對我們保証衪的應許，

說’是’的確証。 

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哥

林多後書 1:21) 

這是神的善工。保羅讓他們知道，在基督裏堅固我們，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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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抹我們生命的那一位，就是神。 

祂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原文

作質〕(哥林多後書 1:22) 

“憑據”這個希臘原文像我們的字“定金”或“頭款。”保

羅在以弗所書第一章里告訴我們，神用聖靈給我們蓋上印

記，是我們被救贖得基業的憑據。神買下你了，你永遠屬於 

祂，所以你可以在祂永恆的國度裏分享祂的榮耀。 

為了向你表示祂的誠意，祂下了定金。“不錯，我真的想要

完成我對你的救贖，為了向你表示我的誠意，我會先給你定

金，給你頭款－就是以聖靈為印記。”當然印記的觀念，當

然就是為了要表明誰是主人。神“宣告你是屬於衪的。這裡

是頭款，有一天我將救贖你的身體，帶你進入榮耀裏。我是

誠懇的，在那一天臨到之前我以聖靈證明我的誠意，祂是我

的定金。”因此神給了我們聖靈，為我們蓋上印記，賜聖靈

在我們的心裡作憑據。 

我呼籲神給我的心作見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

你們。(哥林多後書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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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最初聽閒哥林多人對他的勸勉沒有正面的反應，心中不

悅，真想要起程當面去責傋他們，就像一般人會做的。然而

保羅很有耐性，要等到聽了提多的完整報告後才去。所以他

說：“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 

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

你們憑信纔站立得住。(哥林多後書 1:24) 

保羅說：“我並不想要轄管你們。”今天有很多人，很多牧

師，想要掌控別人，控制你不可去別處聚會，控制你不可以

做這個做那個。保羅說：“我不想轄管你們的信心，我只想

和你們分享喜樂。你們藉著信心而站立，這是最好的立場，

我只是想幫你們經歷在主裡的全然喜樂。” 

我曾經在一個很會掌控人的教會許多年，我幾乎不敢到別的

教會聚會。那時我確信，如果你想去別的教會聚會，你最好

禱告「被提」不要在那一刻發生，因為他們不像我們教會那

麽屬靈那公義，這種被束縛的感覺是很可怕的。那就是為什

麼在事工中我都會给于他人自曲。我總是覺得，如果你必須

綁住某個人來留住他，無論如何你終會失去他。最好還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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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走，免得他們在那裡受束縛而尖叫。 

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裡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

(哥林多後書 2:1) 

“我寫了一封沉重的信給你們，但是我下定決心，再到你們

那裡去的時候不會憂愁沉重。” 

倘若我叫你們憂愁，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

快樂呢？(哥林多後書 2:2) 

“你叫我快樂，當我看到你的信實時，你使我的心快樂。你

們這些曾經需要我的責備才得己憂心痛侮的人，正是現在叫

我快樂的。” 

“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

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

快樂為自己的快樂。”(哥林多後書 2:3) 

所以，“當我來的時候，我不想悲傷，我願意這是個歡喜想

快樂的經驗。我願意我們都可滿心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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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

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哥林多後

書 2:４) 

我给你們寫的第信即是(哥林多前書)是一封難寫的信，我要

你們知道這對我來說是不客易的，當中有許多的眼淚和許多

的痛苦。我的心痛苦。我流淚寫信給你們。你們知道，那不

是暴君般的嚴厲斥責。我的第一封信是來自一顆破碎之

心。” 

我想我們時常對神誤解。因為在我們的腦袋里時常把神當作

嚴厲的暴君。當我們讀聖經里的故事時，最可惜的是當中的

語氣言調都沒有被錄下來讓我們可以播出來聽聽。因為許多

時候，聲調實際上決定了所說的意思。我相信：你和神的關

係，或你對神的暸解。經常會將錯誤的音調放在神的話語

上。   

舉例來說，當亞當在伊甸園里犯罪，神下來和亞當說話的時

候，亞當自己躲避神。神說：“亞當，你在那裡？”請問你

聽到什麼樣的音調？沉重的審判，來自一個要拒捕你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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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別跑！你被捕了？我一點也聽不到那種音調。我聽到一

位心傷透的父親在哭泣。“亞當，你在那裡？你做了什

麼？”一位心碎的父親因為人類的失敗而失望。就像耶穌為

耶路撒冷哭泣一樣，祂看見因他們所行的而將臨到他們的身

上的後果。神知道亞當所作的將為人類帶來的禍患，祂為人

類的失敗悲傷。當神對付你時，帶著眼淚的，心中充滿痛

苦，因為祂愛你，只要給你最好的。不要誤解衪。 

作為神的僕人，保羅不要他們誤解他。 那封義正詞嚴的

信，是有須要寫给你的，我是帶著眼淚，來並不容易，懷著

痛苦寫成的。”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

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若有叫人

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

我說幾分，恐怕說得太重。(哥林多後書 2:4-5)  

你記得保羅在前書中提到關那個跟母犯姦淫的人。保羅告訴

教會應該把他從他們中間趕出去，要和犯姦淫的相交。他們

應該將這人交給撒旦，敗壞他的肉體。不要隨便接纳他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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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因為他是麵酵;豈不知一点們麵酵能使全团發起來

麽？  

他們就遵從保羅的命令，把這人趕出教會，皆因他過着淫亂

的生活。但這方法果然有效，他真的悔改了，他改過後，現

在想要回到教會來。但有些人卻仍然把他拒於門外。保羅

說：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了。所以我勸你們，

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哥林多後書 2:6-8) 

現在是接納他回來的時候了。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

不順從。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

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

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哥林多後書 2:9-11) 

因此保羅鼓勵他們從新接纳這人，免得撒旦真的抓住他，使

他沉淪。如果他們赦免這人，保羅說他也會為基督的缘故，

赦免這人。耶穌對保羅說：“你赦免人的罪，罪就被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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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罪留在人身上，罪就持續。”保羅在這里奉基督的名赦

免那人，因為他悔改了。    

在此神不要求我們赦免別人，除非我們在那人身上看到悔

改，若他悔改，就要原諒他。很多人因此而困擾。但讓我提

議你先仔細想想。除非悔改，神不會赦免。耶穌說：“除非

你悔改，不然你將毀滅。”但是何處有悔改，何處就要有立

即的寬恕。如果你的弟兄冒犯你後，悔改了，就要原諒他。

但聖經里並沒有在悔改以外的寬恕。 

十一節說：「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但我們的問題

是常常對撒旦的技倆不清楚。我認為許多時候我們面對困難

束手無策只因弄不清衝突的真正的來源，不曉得撒旦的詭

計。我相信撒旦能在屬靈攻擊我們，也在我們的情感方面攻

擊我們。有些時候，我感受到像污穢的感覺時，那是仇敵人

對抗我們的屬靈攻擊。我感到很多時候，當在家里有這種不

安寧的感受。 

孩子們彼此吵鬧過不去，這就是屬靈的爭戰，如果我們對撒

旦的技倆一無所知，那麼我們常常會被扯進這些屬血氣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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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里，失去了喜樂和生活上的祝福。撒旦不斷試圖將我們帶

進血氣範籌里才與你爭戰，因為牠只要能將你帶進血氣的競

技場，就能把你擊倒。它能將你撤底擊碎。這就是為什麼我

從不喜歡在血氣的競技場上遇見它。在肉體的範籌里我不想

遇見它。我只想在屬靈的競技場上遇見它，因為在那裡我有

極大的優勢，就是奉耶穌基督的名。 

所以許多時候我們遭遇困難，我們對撒旦的技倆一無所知

時，我們需要認出問題的源頭。認出原來是撒旦在搞鬼。是

撒旦幹的「好事」。然後我就能正視問題奉耶穌的名抵擋撒

旦，我在基督的榮耀得勝裡歡喜。 

所以要認出問題的來源。抵擋撒旦的工作。因為聖經上說：

“抵擋撒旦，它務要從你逃走。”那麼我們就能在耶穌基督

勝過仇敵的工作上歡喜快樂。要記得這三個步驟。不然，你

會發現自己被擊敗。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哥林多後書 2:12) 

在使徒行傳 20章里，保羅從以弗所來到特羅亞。 

主也給我開了門。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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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哥林多後書 2:13) 

因此保羅去特羅亞，那裡有講道的機會，但是提多不在那

裡，所以他的靈沉重，因為提多原是要與他在那裡相見，帶

給他哥林多教會的消息。於是他就往馬其頓去了，保羅心裡

不安，掛念着哥林多教會和那裡的信徒。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哥林多後書 2:14) 

保羅感謝神，因衪總是讓我們得勝，是在基督里得勝，多麽

有意思。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

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

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

呢？ (哥林多後書 2:15-16) 

神使我成為祂的代表，將永生的信息帶給人，帶著神的馨香

之氣，活的香氣。但是對那些拒絕祂的人，這是個死亡的信

息，審判的信息。我支持神的話，相信就得生命，拒絕就是

死亡。這是生與死的信息，是一個沉重的責任。我教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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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個人能否得永生就在乎於他是否相信這個信息。因此

我要把這信息清楚，簡單地教導，並要以我的生命見証作為

支持，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能否得永，是何等的重要！。又

假如我的訊息大個人化，他們覺得我個人可憎，所以就遠離

了這信息，因為他們厭惡我在他們面前的表現，這訊息就，

成了死的香氣而叫他死，真是可悲。 

所以傳講這樣的信息是個沉重的責任，因為這關係到死和

活。因此保羅說：“這事誰能當得起呢？就是說嗨我無辦

不到，我豈能承擔這個責任，帶出一個訊息足以影響別人步

入永生或滅亡。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真可惜我們今晚沒辦法講到下一章，因為保羅會在下一章解

答“這事誰能當得起呢？”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所能

承擔的，乃是出於神。假如不是這樣，我就不會在這里講

道。若神將全部的責任擺在我的身上，我才不願呢！但我們

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哥林多後書 2:17) 

今日有些人犯了混亂神話語的罪。他們隨己意曲解聖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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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嘩眾取籠，招攬隨從。他們總是要在聖經的字里行間

尋找一些隱藏的將經文曲解成，除了原意之外的其他意思。

他們說:「那不是神真正的意思。神其實是指…」，然後他

們改變話題，說：“我會告訴你神真正的意思。我知道神是

這樣說，但那不是祂真正的意思。”然後我就變成了神的傳

譯。那是個危險的地方，我才不願在那裡混呢！。 

因為我覺得神會把衪的意思明說出來。若神的意思，並不是

如祂所說的，我真不知道祂為什麼要言不由衷。但我確相信

神說的就是祂的意思。因此我相信經文直述明顯的意思常常

就是正確的解法。除非你對某經節的暸解使那節的意思變得

愚蠢，那麼你的暸解和解法就是錯誤了。因為神不會說任何

愚蠢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直述明顯的解釋。我相信神的話就

是神心目中的意思。因此我相信，你能在家自己閱讀，並明

白聖經知道神所說的。 並曉得衪的意思。 

我沒有任何的科學方法或獨門秘訣告訴你聖經里神隱藏的訊

息。我沒有出版一些雜誌去告訴你神隱藏的訊息。我沒有從

天使摩洛乃來的啟示能告訴你神隱藏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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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說：“看啊！有那麼多的宗教和那麽多的教會，他

們都說不同的事。因此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該相信誰。所

以我不去教會。” 

不錯。許多教會說着許多不同的東西。而且他們都說自己是

正確的。我怎麼知道誰是對的？只要讀聖經。 

要知道我們沒有其它的書可作依據。讓我告訴你們，單要讀

聖經。我不擔心你會走上不正路，如果你單單讀聖經。我深

信這本書，並深信聖靈會引領你暸解這本書。我绝對 担心

你會走上不正路。 

我不必對你說：“哦！不要讀聖經。若你讀它，你會很困

惑。你可以讀它兩年，仍然還處在黑暗里。但你應該讀了我

們這套書，它們可以為你解釋聖經。你便不需要再讀聖經

了。你只須讀我們的解釋。” 

為何他們要這樣做？因為若你只讀聖經，你永遠無法歸纳得

到他們的解釋。我的意思是他們的解釋那麼怪証，遠離真

道，除非你去學習他們的解釋，不然，你絕對猜不出來絕對

無法相信他們那套，除非你是被如此教導「那才是神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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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嘿！我才 怕你讀聖經呢！事實上，我鼓勵你，讀聖經，從

中獲得第一手資料。讓神直接用祂的話語對你說話，你將不

會因此得出怪誕的教義或誤入歧途。如果你讀這本書，神的

靈就是真理的靈會引導你進入所有的真理。 

這是我們有別於人的地方。其它人害怕你讀這本聖經，除非

你讀他們那套書。當然要讀他們那套書，因為你無法暸解聖

經，不！ 

不是這樣的，你能暸解這本聖經，因為神的靈會教導你真

理。讀聖經吧！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乃是由於誠實，由

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哥林多後書 2:17) 

我們作為神的僕人在神面前講述祂的真理。 

天父，我們感謝你的話語，並賜我們亮光，藉着你自己的話

語來光照我們，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是引領我們進

入真理的光。願我們行在你話語的真理和亮光中，祝福你的

話留在我們的心裡。幫助我們吸收明白，默想它，從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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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養，使我們的靈命能成長，變得強壯。天父，奉耶穌的

名。阿們。 

願主的手這星期以喜樂的方式臨到你的生命。願這個星期你

的靈性成長，對神的恩典和祂藉耶穌基督顯明给你的愛。有

更豐富更深一步的脖解，願你開始經歷神應許的祝福和豐

盛。讓祂的平安，喜樂，和愛充滿你的生命。願祂能使用你

作為祂的器皿，和人分享喜樂和平安。奉耶穌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