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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對保羅個人的辯解（1.12-2.13） 

a. 對保羅來說，他唯一敢於誇口的便是在種種險惡環境中，他對神始終不渝的那顆清白的良心（1.12-14）。 

b. 保羅先曾計劃兩訪哥林多（參林前 16.5-6），但除了那次短暫的「痛苦之行」外，原先的計劃均未兌現（林後 1.15-

2.4）。有人為此指摘他的計劃不是出於聖靈引導，也有人指他出爾反爾，保羅特別作出解釋。保羅證明自己一向是言行一

致的（參雅 5.12），因為他的生命反映了神在耶穌基督身上已應驗的應許。保羅說他之改變原意是形勢所迫，因為他不願

重演那次「痛苦之行」；這種改變純是出於愛心，而不是輕諾寡信。 

c. 先是哥林多教會讀了保羅的「嚴厲的信」之後即有所覺悟，便將那位與保羅為敵的「領袖」（可能是林前 5 所指者，又或

其他）革離教會；後保羅聽說該人已深自懺悔，便呼籲哥林多教會本著寬恕的精神重新接納他。革離教會是為了對付不肯悔

改之徒，只要那人悔改，處罰的目的已達到（2.5-11）。 

d. 保羅遂開始講述他從以弗所到腓立比的經歷，怎樣聽見他那封「嚴厲的信」帶來的迴響（2.12-13）。但他只說到放棄在特

羅亞佈道的機會，而趕去腓立比會晤提多，然後插入一段不同主題的敘述。 

 
2.1 申明無偽的良心（1.12-14） 

a. 本段承接上文，指出信徒為他祈求的根據，並引出下文，反駁別人的攻擊。保羅寫出自己的「行事原則」。 

b. v.12「「「「我們引以為榮的我們引以為榮的我們引以為榮的我們引以為榮的，，，，就是我們處世為人就是我們處世為人就是我們處世為人就是我們處世為人，，，，是本著是本著是本著是本著    神的聖潔和真誠神的聖潔和真誠神的聖潔和真誠神的聖潔和真誠，，，，不是靠著人的聰明不是靠著人的聰明不是靠著人的聰明不是靠著人的聰明，，，，而是靠著而是靠著而是靠著而是靠著    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對你們對你們對你們對你們

更是這樣更是這樣更是這樣更是這樣，，，，這是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的這是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的這是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的這是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的。」。」。」。」（（（（新譯本新譯本新譯本新譯本）））） 

i. vv.12-14 是藉著表達原因的質詞「因為」（ga;r）與先前一段連接起來。「因為」保羅的良心可以見證他的言行是無偽

的。 

ii. 「真誠」：原文有動機純正的意思。 

iii. 「引以為榮的」（kauvchsiß，和合本譯作「誇口」）：林前 3.21 有講到「不可拿人誇口」，但保羅是拿上帝的恩典誇

口。誇口可譯為「當成光榮」。 

iv. 「良心」可以作見證，但不是按照良心行事，參見林前 4.4。行事為人憑著良心（徒 23.1），就在神和人面前能夠引以

為榮，絲毫沒有愧疚的感覺。 

v. 「不是靠著人的聰明」：參考林前 2，神的智慧與世俗的智慧。 

vi.           「是本著神的聖潔和真誠…可以作證的」（「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見證』指自己良心所作的見證；

『神的聖潔和真誠』指全然善良純一，能通過最嚴苛的考驗，而不是裝模作樣給人看的。 

c. vv.13-14「「「「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不外是你們可以宣讀不外是你們可以宣讀不外是你們可以宣讀不外是你們可以宣讀、、、、可以明白的可以明白的可以明白的可以明白的。。。。正如你們對我們已經有些認識正如你們對我們已經有些認識正如你們對我們已經有些認識正如你們對我們已經有些認識，，，，我盼望你們可以徹底我盼望你們可以徹底我盼望你們可以徹底我盼望你們可以徹底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在我們的主耶穌的日子在我們的主耶穌的日子在我們的主耶穌的日子在我們的主耶穌的日子，，，，我我我我們是你們的光榮們是你們的光榮們是你們的光榮們是你們的光榮，，，，你們也是我們的光榮你們也是我們的光榮你們也是我們的光榮你們也是我們的光榮。」。」。」。」 

i. 保羅所寫的話是坦誠的，信徒從他的書信及以往的接觸中，都能認識他的行事為人。目前信徒只是部分認識他，他盼望

以後他們對他的認識更為全面，能在主再來的日子以他為榮，正如他們是他勞苦所結的果子，是他引以為榮的一樣。 

d. 保羅所「引以為榮的」（或「誇口」），與一般人的炫耀不同： 

i. 用「良心」作證據，本是哥林多信徒。特別是關於吃祭偶像之物的問題中，他們以自己的良心覺得並無不妥，便辯稱沒

有問題。林前 4.4：「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自己有錯」可翻譯為

「良心清白」，說明「良心」不是無誤的指引。「良心清白」可以是基於認識不足，或屢犯不改，良心已不能正常運作

而有對錯的感覺。 

ii. 對他來說，比個人良心更高的原則是「愛」。吃與不吃祭肉本來無關重要，重要的是不叫弟兄跌倒，關注從自己轉到對

別人的影響，這是愛的原則（林前 8.13）。不是說「良心」沒作用，只是說良心不能獨立地運作，它必須結合更廣的

基礎（「認識」—林前 10.25 及下），和更高的原則（「愛」—林前 10.23-24）。 

iii. 這正是本段經文所要表達的。保羅在解釋哥林多信徒不認識的另一部份的真相（1.13b-14a），目的在重建保羅與他們

愛和互信的關係（1.23-24），並且在更遠的日子（1.14b「主耶穌的日子」），那時他們必定明白，並且能以他為榮

（「誇口」），正如他是以他們「誇口」一樣。 

 
2.2 改變行程的辯解（1.15-22） 

2.2.1 回應指控（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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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羅這一段正式提出哥林多人對他的行動不滿的原因。保羅原本決定先前往馬其頓，之後再到哥林多（參考林前 16.5-

6），但後來改變了主意，打算先到哥林多，繼往馬其頓，然後重返哥林多。或許哥林多教會情況的混亂，保羅在忙間造訪

該處，雙方卻不歡而散，迫使他再次改變了計劃，取消從馬其頓回程中探訪哥林多的決定。 

b. vv.15-16「「「「我既然有這樣的信念我既然有這樣的信念我既然有這樣的信念我既然有這樣的信念，，，，就打算先到你們那裡就打算先到你們那裡就打算先到你們那裡就打算先到你們那裡，，，，使你們再一次得到恩惠使你們再一次得到恩惠使你們再一次得到恩惠使你們再一次得到恩惠，，，，然後經過你們那裡然後經過你們那裡然後經過你們那裡然後經過你們那裡，，，，往馬其頓去往馬其頓去往馬其頓去往馬其頓去，，，，再從馬再從馬再從馬再從馬

其頓回到你們中間其頓回到你們中間其頓回到你們中間其頓回到你們中間，，，，讓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讓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讓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讓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 

i. 叫你們再得「恩惠」，按照古抄本有兩種可能：「喜樂」與「恩典、仁慈」。和合本翻譯「益處」將兩個意思巧妙地表

達了出來。 

ii. 「打算」及和合本的「有意」都缺乏了原文（ejboulovmhn）的強烈，應譯為「定意」。是本來已經決定了，只因出現了

更強烈的情況，是哥城信徒不知道的，才改變行程。 

iii. 「送行」，原文多次用在宣教事工上（徒 15.3；羅 15.24；林前 16.6；多 3.13） 

c. 在此，我們可以分析出三個不同的行程（參 楊牧谷／Barnett）： 

i. 林後 1.15-16 

1. 他早有意再去探訪哥林多教會（15a）； 

2. 計劃的行程是： 

a. 先到哥林多，只是路經，主要是去馬其頓，很可能是去收集捐獻，幫助耶路撒冷教會（16a）﹔ 

b. 然後從馬其頓再返回哥林多（16b），可能多住一些時間；這次再訪，是想他們「再一次得到恩惠」

（15b）； 

c. 然後由哥林多往猶太（16c），應是把哥林多的捐獻送去耶路撒冷。 

ii. 林前 16.5-7 

1. 他要先到馬其頓，收集捐獻（林前 16.5a）； 

2. 然後由馬其頓往哥林多探訪他們（林前 16.5b）； 

3. 此次去哥林多，目的是希望與他們同住一段時間，或者過冬（林前 16.6a,7）； 

4. 然後哥林多信徒可以送行往別的教會（林前 16.6b）； 

上述兩個計劃很可能都有更改，未能盡如哥林多人的期望，故引起怨言和批評。 

iii. 實際的行程： 

1. 保羅按著林後 1.5-7 的前半部行程，先去了哥林多，受到公開羞辱和傷害（2.5; 7.12; 12.21）； 

2. 他帶著難過的心情離開哥林多，去了馬其頓； 

3. 離開馬其頓，他沒按林後 1.15-16 的計劃，或林前 16.5-7 的應許，返回哥林多，因為他不想再受傷害，便去了以

弗所； 

4. 保羅本來約好了提多在特羅亞會面，但沒有遇上他，便再回馬其頓他。既找到了，知道哥林多教會的人已有轉變，

便寫《林後》，說他對他們是有信心的。 

d. v.17「「「「我這樣決定我這樣決定我這樣決定我這樣決定，，，，難道是反覆不定嗎難道是反覆不定嗎難道是反覆不定嗎難道是反覆不定嗎？？？？我所決定的我所決定的我所決定的我所決定的，，，，難道是體貼肉體而定難道是體貼肉體而定難道是體貼肉體而定難道是體貼肉體而定，，，，使我忽是忽非嗎使我忽是忽非嗎使我忽是忽非嗎使我忽是忽非嗎？？？？」」」」 

i. 因這些變動，有人批評保羅為人忽是忽非，甚至他傳的信息也不可靠。保羅於是力言他所傳信息的真確，表明那是出於

信實的神和祂的應許，且有聖靈同在為憑據。 

ii. 「反覆不定」：有輕浮的意思。原文有冠詞，表示是引用別人的話，可以翻成「正像有人說的反覆不定嗎？」。 

iii. 「忽是忽非」（to; Nai; nai; kai; to; Oû ou~;）：直譯是「既是是，有是不是」。是典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指

控。 

iv. 有另外一說提到哥林多信徒是不滿保羅一直偏幫馬其頓教會（更改行程似乎對馬其頓教會有利），林前 9.3-18 說明保

羅不願意接受哥林多教會的供養，卻接受馬其頓（林後 11.9）和腓立比教會（腓 4.15）。保羅又讚許馬其頓教會（林

後 8.1-7；9.1-5），對哥林多信徒卻是出言相責（嚴厲的信）。 

 
2.2.2 保羅誠信的神學基礎（1.18-22） 

a. 突然間，保羅的答辯卻進到神學的層面！ 

b. v.18「「「「神是信實的神是信實的神是信實的神是信實的，，，，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不是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不是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不是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不是“是是是是”而又而又而又而又“非非非非”的的的的，」，」，」，」 

i. 「信實」：是神跟人立約之後守約的特徵（參 申 7.9；賽 49.7；詩 89.37） 

ii. 保羅感到他被質疑，就是他所傳的道被質疑，那麼個人的得失是其次，神的道不能受虧損就變得重要無比；為此他指著

神的信實起誓；神是怎樣可信，他傳的道也同樣的確定。 

c. v.19「「「「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西拉和提摩太西拉和提摩太西拉和提摩太西拉和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宣揚的耶穌基督在你們中間所宣揚的耶穌基督在你們中間所宣揚的耶穌基督在你們中間所宣揚的耶穌基督，，，，    神的兒子神的兒子神的兒子神的兒子，，，，並不是並不是並不是並不是“是是是是”而又而又而又而又“非非非非”的的的的，，，，在他總是在他總是在他總是在他總是“是是是是”的的的的。。。。」」」」 

i. 「在他總是“是”的」（和合本「在他只有一是」）：指神救恩的應許在耶穌基督身上已實現了（如 20 節上），這是指

耶穌基督終極的、確定和可信的特性。若要對神說是，很多時候就等於對人說不。 

ii. 「神的兒子」（oJ tou' qeou' ga;r uiJo;ß）：句子的結構次序不正常： 

1. 由應該的： 「那位 因為 兒子 神的」， 

2. 在這裡卻是； 「那位 神的 兒子 因為」。 

3. 目的是突出「神的」位置。正如他先前指著神的信實起誓，現在他指出他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怎樣的確定。 

d. V.20「「「「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神的一切應許神的一切應許神的一切應許神的一切應許，，，，在基督裡都是在基督裡都是在基督裡都是在基督裡都是“是是是是”的的的的，，，，為此我們藉著他說為此我們藉著他說為此我們藉著他說為此我們藉著他說“阿們阿們阿們阿們”，，，，使榮耀歸於使榮耀歸於使榮耀歸於使榮耀歸於    神神神神。」。」。」。」 

i. 「因為神的一切應許」（o&sai ga;r ejpaggelivai qeou'）：比較好的翻譯應為「因為神的應許，無論多麼多」，是強調其

「多」。加拉太 3 所記載，神的應許包括義人因信得生命，並領受聖靈。「使榮耀歸於神」：人如果確信神的應許，

歸信基督，就表彰神的信實，使祂愈得榮耀。 

ii. 「在基督裡都是“是”的」；在基督裡都是簽了名（被肯定的），是必會成就，是可以兌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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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阿們」，希伯來語的音譯，原意便是「是」、「真的」。在舊約，常是信徒對神的話的回應，表示接受神的話。 

e. vv.21-22「「「「那在基督裡堅定我們和你們那在基督裡堅定我們和你們那在基督裡堅定我們和你們那在基督裡堅定我們和你們，，，，又膏抹我們的又膏抹我們的又膏抹我們的又膏抹我們的，，，，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神神神神。。。。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就是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就是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就是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就是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

據據據據。。。。」」」」 

i. 「堅定」：原有確定、保證的含意，現在分詞，表示神一直在做堅固的事情。 

ii. 「膏抹我們的，就是神」，「膏」是表明這人在該職位的合法地位的意思（約壹 2.20, 27）。 

iii. 「蓋了印」：「印」含有主權和所屬的意思（弗 4.3）。 

iv. 「憑據」：當時的商業用語，如同今天分期付款的首期款項(或定金)，原文作質。 

v. 「聖靈……作憑據」：信徒內心的聖靈是他們未來必得著全部救恩福氣的保證。（5.5；弗 1.14）。 

f. 或許我們可以說，「堅定」、「膏抹」、「蓋印」、「憑據」是四種不同的詞形容神的「信實」。這四樣事情在甚麼時候發

生呢？是洗禮。在洗禮時，信徒透過公開否認撒旦，承認耶穌基督為主，某種法律的程序便發生了。使受洗者，不再屬這世

界，而是與其他已受洗的信徒聯合為一，同歸到基督名下。他得到聖靈的恩賜為記號，又受聖靈的膏立和印記，以保證他是

在聖靈的保護和帶領之下的。 

g. 保羅怎可以把自己等同他所傳的道？但對他來說，傳道之人就是他所傳的道的具體表現。它不僅是他所信，也是他所行的；

所傳的和所行的並沒有兩回事，都是同一的「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道理（1.19a）。不是為權威和對他們的高壓手段

（1.23），卻是他對自己作為「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最自然的要求。 

 
2.2.3 改變的原因（1.23-2.2） 

a. vv.23-24「「「「我呼求我呼求我呼求我呼求    神給我作證神給我作證神給我作證神給我作證，，，，我沒有再到哥林多來我沒有再到哥林多來我沒有再到哥林多來我沒有再到哥林多來，，，，是要寬容你們是要寬容你們是要寬容你們是要寬容你們。。。。我們並不是要轄制你們的信仰我們並不是要轄制你們的信仰我們並不是要轄制你們的信仰我們並不是要轄制你們的信仰，，，，而是要作你們的同而是要作你們的同而是要作你們的同而是要作你們的同

工工工工，，，，使你們喜樂使你們喜樂使你們喜樂使你們喜樂，，，，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經站穩了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經站穩了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經站穩了因為你們在信仰上已經站穩了。」。」。」。」 

i. 避免再有不愉快的事發生。保羅取消再訪後，寫了封嚴厲的信責備他們，這不是要使他們憂愁，而是疼愛他們的表現。 

ii. 保羅所謂「寬容」哥林多信徒，並不表示他要奴役他們，因為信徒是憑著信心到神面前，這信心是他人所不能轄管的。

神的工人乃是與信徒同工，幫助他們在信仰上得著喜樂。 

iii. 「轄制」：作主，使用主人的權威。 

iv. 「站穩」，現在完成式，強調穩定性。 

b. vv.1-2「「「「我自己決定了我自己決定了我自己決定了我自己決定了，，，，到你們那裡去的時候到你們那裡去的時候到你們那裡去的時候到你們那裡去的時候，，，，不再是憂愁的不再是憂愁的不再是憂愁的不再是憂愁的。。。。如果我使你們憂愁如果我使你們憂愁如果我使你們憂愁如果我使你們憂愁，，，，除了那因我而憂愁的人以外除了那因我而憂愁的人以外除了那因我而憂愁的人以外除了那因我而憂愁的人以外，，，，誰能使我誰能使我誰能使我誰能使我

快樂呢快樂呢快樂呢快樂呢？？？？」」」」 

i. 「到……不再是憂愁」：暗示保羅之前的到訪甚不愉快。 

ii. 「那因我而憂愁的人」：與「能使我快樂」一樣，都是指一般哥林多信徒。 

iii. 上文說到保羅改變行程的屬靈立場，這裡說到他的存心；保羅十足的表現了一個作父親的心，在真理上非常嚴格，但內

心又那麼柔和柔軟的疼愛他們。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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