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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使徒職分：生與死（4.7-15） 

a. 保羅作為信使，只是一個平凡、易破的瓦器，卻載了無價的寶貝，藉此顯明福音的唯一能力就是神的大能。這個軟弱與能力

的對比，可見於使徒的受苦，使徒天天受死是效法耶穌的苦難，藉此將耶穌的生命流傳到別人身上。 

 
3.2.1 受這職分的人：被交於死地（4.7-12） 

a. 保羅剛談過福音榮耀的光後，接著繼續說明承受這福音之光的人是何等軟弱（指他們自己），用「寶貝」與「瓦器」來做對

比。因此，即使他們四面受敵、遭逼迫、打倒了，也不被困住、不被丟棄、不致死亡。在患難中，他們仍然藉著「信心的

靈」過日子。 

b. 面對那些手持薦信的人狠批自己沒有一樣比得上他們，保羅就直接承認自己不過是瓦器，但這瓦器卻是有「寶貝」居於其

中，為顯出「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c. v.7「「「「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不是出於我們不是出於我們不是出於我們。。。。」」」」 

i. 「但是」（de;）：《和合本》與《新譯本》均沒有譯出。「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但是我們…………」 

ii. 「這寶貝」（qhsauro;n）：如果看該節下文，可見跟「能力」有關。應該是指向「聖靈的能力」或前面所講的新約職

事的榮光。這段的重點是「瓦器」，不是「寶貝」。 

iii. 「瓦器」（ojstrakivnoiß skeuvesin）：在古代近東，瓦器相當普遍，幾乎每個家庭都有。當時使用陶土製成、價錢便宜的

油燈，也可能是猶太人在祭祀儀式中用來煮肉的瓦器，煮完後要把它們打碎（利 6.28; 14.50），表明它達到主人的目

標後，是可被丟棄的。在此可比喻為僕人的卑微地位。 

iv. 作僕人的一個榮耀乃是：效勞者只不過是一瓦器，他有著人的一切軟弱、限制和不逮；但他效勞的對象則是神大能的福

音，人的不穩定及有限卻成了那確定（「在祂只有一是」）和無限的工具，這種吊詭關係更顯出福音不是某些宗教天才

想像出來的。 

d. v.8「「「「我們四面受敵我們四面受敵我們四面受敵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卻不被困住卻不被困住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心裏作難心裏作難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卻不至失望卻不至失望卻不至失望；；；；」」」」 

i. 「四面受敵」：「四面」指所有苦難，也有時間上長久的意味。 

ii. 「受敵」：原意是「被壓」，之後 vv.8b-9 的「心裏作難」、「遭逼迫」、「打倒了」是補充這患難的範圍和深重。 

iii. 「受敵（qlibovmenoi）…不被困住（stenocwrouvmenoi）」：兩字均指苦難。在 1.6 是保羅用來描述他在亞西亞遭遇的

（比較 1.4,8; 6.4）。比較好可譯作「我們四面受苦，卻不覺為苦」。 

iv. 「作難（ajporouvmenoi）…不至失望（ejxaporouvmenoi）」：中英文的翻譯只說是為作決擇時的不知所從（perplexed），

但看所對比句「不至失望」，就可以想像這是因恆常的困苦而使他產生無所適從的迷惘。 

e. v.9「「「「遭逼迫遭逼迫遭逼迫遭逼迫，，，，卻不被丟棄卻不被丟棄卻不被丟棄卻不被丟棄；；；；打倒了打倒了打倒了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 

i. 「逼迫（diwkovmenoi）…不被丟棄（oujk ejgkataleipovmenoi）」：「逼迫」（可 4.17; 羅 8.35; 帖後 1.4）常用作那因見證

主而遭遇的苦難（參 12.10）。但同時，神卻永不會掉棄祂的兒女（羅 8.35）。 

ii. 「打倒（kataballovmenoi）…不至死亡（ajpolluvmenoi）」：神確然拯救祂的僕人脫離罪惡的勢力，這不是神話和理論，

卻是事實，保羅就是明證。 

f. v.10「「「「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i. 「死」（nevkrwsin）：這用詞並不是一般保羅用來形容「死亡」的用詞，它強調的不是死的「結局」，而是「過程」。 

ii. 「耶穌的生」：是指主耶穌復活生命的大能。雖然面對困苦，但苦難所引出來的卻是綿綿的生；在保羅，他的同工，及

眾信徒身上正見證著這段說話的真實。 

iii. 對比 v.14。 

iv. 對保羅來說，主耶穌復活生命的大能不是將來才顯現，乃是在「我們身上」（ejn tw'/ swvmati hJmw'n）。面對哥林多信徒以

為猶太派信徒那種神蹟奇事才是神的大能（12.12），保羅指出更深層次的經歷。而他正是為此作新約的僕役：「他使

我們有資格作新約的僕役，這新約不是從儀文來的，而是從聖靈來的；因為儀文會使人死，而聖靈卻使人活。」

（3.6） 

g. v.11「「「「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i. 保羅在此並未有提及猶大在耶穌的死的事上的參與，但卻明顯用了日後福音書描述耶穌的死的用語（「被交於」。太

20.18; 可 10.33a），似乎是初期信徒對耶穌的死的公式語。 

ii. 真信徒的記號：是藉必死的、脆弱又有限的肉身，來表彰不朽的生命大能，卻不是叫人目眩心悸的神蹟奇事。 

h. v.12「「「「這樣看來這樣看來這樣看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i. 4:11-12 與 1:3-11 有類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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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保羅的死正是為了哥林多信徒的生，他們就是保羅死的果子，在表面看來是失敗與無能，卻正彰顯了主的救贖的成功和

大能。 

iii. 哥林多信徒就是使徒和同工們的薦信（3.2）！ 

 
3.2.2 結果：為著哥林多信徒而生（4.13-15） 

a. 從自己不大順利的經歷看說到作僕人受苦的意義，保羅正回應了之前在序言裡關於受苦和得安慰的信息（1.3-11）。 

b. v.13「「「「但我們既有信心但我們既有信心但我們既有信心但我們既有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正如經上記著說正如經上記著說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我因信我因信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所以如此說話所以如此說話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我們也信我們也信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所以也說話所以也說話所以也說話。。。。」」」」 

i. 「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引用的是 LXX 的詩篇 115.1a（＝116.10）。保羅在此強調的是對所信的具信心，就一定

要發之於言。信心不可能是緘默的。 

ii. 保羅所信的是甚麼？所說的又是甚麼？他信的是福音，傳的、說的也是福音。 

c. v.14「「「「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 

i. 「自己知道」（eijdovteß o&ti）：當保羅認識這個真理時，就建基信心在此之上，成為今日行事的動力。 

ii. 按學者的分析，「一同站在他面前」可以具有不同的意義：信徒要接受審判（法律），他是基督的臣民（政治），亦同

時是基督的寶血所救贖回來的（宗教）。（另參 西 1.22, 28; 羅 14.10）這是一個榮耀的日子，是他所盼望的。 

d. v.15「「「「凡事都是為你們凡事都是為你們凡事都是為你們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感謝格外顯多感謝格外顯多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以致榮耀歸與神以致榮耀歸與神以致榮耀歸與神。。。。」」」」 

i. 「凡事都是為你們」：在 1.6 和 2.10 經已出現過。保羅忍受這一切的壓迫和苦楚並不是為自己的原故，卻是為了哥林

多信徒「得著安慰，得著拯救」。 

ii.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較好的翻譯為「既然神的恩典臨到更多的人，就有更

多的人獻上他們的感謝來彰顯神的榮耀。」保羅關心的不是要以多人來證明自己成功，卻是滿足於人能獻上他們的感

謝，以榮耀神。 

 
3.3 面對生死的盼望（4.16-5.10）   

a. 因此，不管遭遇多苦，保羅的勇氣和信心依然如故，因為他目光所矚已超越今生，而遠見到那永恆生命的獎賞。他事奉的動

機是不憑眼見，全憑於信，因他是為 那未見的實體而生活（4.16-18）。他期待死後可獲得永恆的復活的身體。他的盼望不

是成為脫離身體的靈魂（「赤身」），而是於死後立即進到一個榮耀的生命，這是聖靈的同在早已作出的保證。這個希望是

保羅從以弗所死裏逃生時的一大收穫：他面對死亡時必曾真誠地祈禱並有徹悟（5.1-5）。那將來的事包括基督的審判，因

此，保羅是在這審判的光照下努力生活，這是他藉信心早已看見的（5.6-10）。 

b. 保羅瞭解領受新約職事的偉大，所以再次說他「不喪膽」。這是瞭解保羅對「死後生命」想法的最合適經文之處。保羅盼望

並確信將來必得著復活的身體。有些對比值得留意： 

i. 外在的人／內在的人（4.16） 

ii. 至暫至輕的苦楚／極重無比的榮耀（4.17） 

iii. 可見的／不可見的（4.18） 

iv. 地上的帳棚／天上的房屋（5.1） 

v. 必死的／生命（5.4） 

vi. 與主相離／與主同住（5.6,8） 

vii. 住在身內／離開身外（5.9） 

 
3.3.1 極重無比的榮耀（4.16-18） 

a. v.16「「「「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不喪膽我們不喪膽我們不喪膽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外體雖然毀壞外體雖然毀壞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i. 「所以」（Dio;）vv.7-15 說到就算困難重重，他也不灰心、不喪膽，因為他目光所矚已超越此生。他所經歷的，原來最

終卻可以將榮耀歸與神。對一個只傳基督十架福音的保羅，自然，就是死亡也不再可以騎劫他了。 

ii. 「外體」（oJ e~xw hJmw'n a~nqrwpoß）：指受死亡、痛苦所轄制的「身體」。 

iii. 「毀壞」（diafqeivretai）：時態是現在式，表明生命正在被消耗、受損毀的過程中。 

iv. 「內心」（oJ e~sw hJmw'n）：指有基督生命、不斷更新的「內在之我」。 

v. 「外體…內心」：保羅這種對比並非二元論式的將物質和精神世界二分（否則他就陷入自己所對抗的早期靈智派的哲學

中）。留意他指出的程況是重疊的，毀壞的身體和更身的心靈正是「現在式」，是已經開始了的過程。 

b. v.17「「「「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永遠的榮耀永遠的榮耀永遠的榮耀。。。。」」」」 

i. 「極重」，保羅用「極重」來形容「榮光」，可能是因為「榮光」與「重量」在希伯來文是同一字根。 

ii. 與一般的二元哲學剛好相反，要留意保羅並沒有任何要利用禁慾或縱慾的方式來「釋放」自己的靈魂，離開這罪惡世

界。不！保羅堅持他自己的責任（4.1,16），不喪膽、不逃避，甘願承擔。 

iii. 我們的苦楚不應使我們的信心軟弱或灰心失望，倒應在痛苦中發現其中的意義。困難和人的限制給我們幾方面的提醒：

（1）我們基督曾為我們受苦；（2）使我們免於驕傲；（3）使我們的目光超越短暫的此生；（4）使我們能在人前見

證信仰；（5）使神有機會證明祂的大能。你又否把你的煩惱看為機會？ 

c. v.18「「「「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i. 「「「「原來我們不是」（mh; skopouvntwn hJmw'n ta; blepovmena）：可以譯作「只要我們不是」。v.18 成為 v.17 的秘訣。 

ii. 二元論者關心的是這世界是否真實的問題，保羅關心卻是這世界在他的信仰系統中佔甚麼地位的問題。這世界不再能為

自己而有意義，它的意義要從神藉耶穌基督成就的救贖角度來重新釐定。當保羅將視線專注在永恆的事物和價值上，就

不再被這世界所愚弄，作事卻更加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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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在既濟和未濟中的嘆息（5.1-5） 

a. 5.1-10 這段經文的困難是相當著名的。從表面看，保羅似乎表達出他相當厭世（v.2, 4），甚至有早期靈智派哲學的二元味

道。而且，他所描述的又沒有多解釋。我們必須小心了解上下文的脈絡才可以作出合理的結論。 

b. v.1「「「「我們原知道我們原知道我們原知道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必得神所造必得神所造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不是人手所造不是人手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i. 「因為」（ga;r）：《和合本》與《新譯本》均沒有譯出。身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因為在地上的一切痛

苦，就好像瓦器一樣，是會有完結的一天。既然苦難和承受苦難的身體都會過去（＝「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

了」），就對「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更嚮往、更盼望。 

ii. 「地上的帳棚」：指短暫的肉體。有學者認為保羅寫此比經文時是接近住棚節（利 23.34；申 16.13）或以色列人在曠

野飄流的，帳棚拆下、重建的無常的表達。從經文觀看，重點似乎是「人手所造」和「神所造」的對比，所以並不用過

份的猜測。 

iii. 「拆毀」：是指肉體的死亡，還是主再來時，身體被改變的一刻？若所強調的是後者，那保羅在此段落的重點就不是求

死，而是求「與主同在」（參 v.8，是 v.6「與主相離」的相反）而已。 

iv. 「必得…天上永存的房屋」：指復活的時必得永不朽壞的身體。 

c. v.2「「「「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好像穿上衣服好像穿上衣服好像穿上衣服；；；；」」」」 

i. 「歎息」（stenavzomen）：不是無奈的感覺，而是基督徒在苦難中帶著盼望和期待的情感表現。這點極似婦人等待產子

的情況（比較 羅 8.23-25）。 

ii. 「深想」（ejpipoqou'nteß）：思念，渴望與某人同在一起（林前 7.7; 11.9-14）。 

iii. 「房屋…穿上」：保羅盼望可以早得這不朽壞和榮耀的生命，是希望披戴上，故不是尋死（參 v.4）。 

d. v.3「「「「倘若穿上倘若穿上倘若穿上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i. 「不至於赤身」：信徒死後，在身體尚未復活前，會經歷靈魂無身子依附的過渡時期。猶太人強調對赤身是不容許的

（譬如創世記中挪亞赤身的事件，另 伯 26.6; 賽 58.7），對於赤身的存活狀況是盡量要避免的，同樣地，在未來身體

狀況可以穿上屬天的房屋之前，保羅不希望會出現一段過渡時期是赤身的。他希望的還是在此肉身（「帳棚」）上披上

新的生命（「房屋」）。 

ii. 為甚麼呢？從上下文看，似乎最合理的解釋是作為信徒在此生經已在等待中，不欲在無身體的情況下再等待。是他的盼

望與主同在，導致這樣的說話。 

iii. 今天，我們不能不問：對主的再來、與主的同在，我們有多少期待？還是我們對主再來的認識只停留在對世界那些我們

不喜歡的事情上的報復心理？  

e. v.4「「「「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i. 「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在短暫的生命之上，披上榮耀及永恆的生命。所以保羅不是求死解脫，而

是盼望身體被改變，得著不朽壞的身體，與主同在。這與林前 15 所表達的相當一致。 

ii. 保羅在林前 15.46-58 更詳盡地描述了復活後的身體情況。我們復活的身體仍有可辨認的特點和性情，並且有了基督的

救贖之後，變得比我們想像的更好。聖經沒有說明全部的情況，不過我們知道那是完美，沒有疾病痛苦的身體（參腓

3.21；啟 21.4）。 

iii. 「這必死……吞滅了」：指會朽壞的肉體被復活的身體取代。參 賽 25.8; 林前 15.53-54。必死的生命不為死亡所吞

滅，反而被生命所「吞滅」（katapoqh'/ ＝“swallowed up”）＝「得著」了。 

f. v.5「「「「為此為此為此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培植我們的就是神培植我們的就是神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原文是質原文是質原文是質原文是質）。）。）。）。」」」」 

i. 比較 1.22「他在我們身上蓋了印，就是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ii. 「培植」（katergasavmenoß）：時態為過去式，是過去神在我們身上所成就的。每每信徒講到盼望的時候，把握是來自

向後（過去）望。 

iii. 「又賜給」（dou;ß hJmi'n）：也是過去式，表明神賜給我們聖靈是經已為事實。是「首期」（「作憑據」），並保證將來

全部兌現。 

iv. 作為瓦器，我們或者能存到主耶穌再來，或許不。但重要的是我們裡面的寶貝，它能叫我們無懼，並立志討神喜悅（參

下段）。 

 
3.3.3 在既濟和未濟中的信靠與委身（5.6-10） 

a. 保羅對復活非常地確信與坦然無懼，且渴望與主同在。並且復活後信徒要面對主的審判，因此保羅今生謹慎為人，凡事討主

喜悅。 

b. v.6「「「「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我們時常坦然無懼我們時常坦然無懼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便與主相離便與主相離便與主相離。。。。」」」」 

i. 「坦然無懼」（Qarrou'nteß）：正因為我們已有聖靈作憑據，就深信前面有一個榮耀的將來等著我們。如此，恐懼就變

得和這樣的確信格格不入。 

ii. 「…便與主相離」：是否與 羅 8.35-39 衝突？若往下看 v.8「與主同住」作為對比，加上林前 15 對復活的討論，我們

有理由相信，保羅在此是對抗哥林多信徒一種過份實現的末世觀念，認為現在的身體已經是復活的身體（因此嫁娶是多

餘的，參林前 7），或根本不需要有「死人復活」的事，信主就完成了死人復活的意義（林前 15.12）。對一些哥林多

信徒來說，「現在」就是「與主同住」，「眼見」就是真實的。保羅卻要指出，我們是活在「既濟」和「未濟」的時間

之中（the already but not yet），既有成全的部份，亦有盼望的部份，絕不是一切都已成過去了。 

iii. vv.6-8 的破格結構（句與句之間在文體上的不連結情況），可能是這個突然插入的討論的結果。 

c. v.7「「「「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不是憑著眼見不是憑著眼見不是憑著眼見。。。。」」」」 

i. 「行事為人」（pivstewß）：活著的意思。 

ii. 信徒在今生不能親眼看見主，所以肉身上與主相離，只能憑信心行事。可以看見的，就不再需要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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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不是憑著眼見」（ouj dia; ei~douß）：是指眼見的事物。保羅拒絕以它們作為行事為人的標準。保羅以神所造，不是人

手所造的為信心的對象。眼所見的，會以為我們是與主相離，但藉聖靈為憑據，我們是帶著確信的了。 

d. v.8「「「「我們坦然無懼我們坦然無懼我們坦然無懼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i. 再次，保羅是否有輕生的念頭？從文法上看，這句的重點是「與主同住」，這是保羅所嚮往的（腓 1.21），所以問題

不是求死與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盼望的是身體被改變，得著不朽壞的身體，與主同在），

卻是怎樣能與主同住並對他在今世使命的影響是甚麼？ 

e. v.9「「「「所以所以所以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無論是住在身內無論是住在身內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離開身外離開身外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我們立了志向我們立了志向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要得主的喜悅要得主的喜悅要得主的喜悅。。。。」」」」 

i. 信徒不是要逃避世界的責任，乃是要履行責任的同時，不為世界的名所蒙蔽，忘記了真正要交帳的對象是誰。「得主的

喜悅」，完成主的計劃。在此生中，為主竭盡所能，這就是「新約職事」的目的和要點。 

f. v.10「「「「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或善或惡受報或善或惡受報或善或惡受報。。。。」」」」 

i. 「受報」（komivshtai ＝ “recompense”）：是受基於自己所作的受評審，不是外加的標準。這審判和永生永刑的關係不

大，似是「受獎賞」的意思多一些。善的得到獎賞，惡的給暴露於人前，沒有責備，但亦沒有稱讚。 

ii. 雖然永生是神因祂的恩惠而白白賜給人的禮物（參 弗 2.8-9），但我們仍要面對基督的審判。這次 審判是要按照我們

的生活給我們不同的賞賜。神的恩典並沒有容許我們不忠心和不順服，所有基督徒都要為自己的生命向神交賬（參太

16.27; 羅 14.10-12; 林前 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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