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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3.4.4. 使者的資格（6.3-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復和的使命（5.11-7.1） 

a. 保羅的一番表白並不是抬高自己，只是表明心跡（知他者都當承認）：他滿懷對基督的愛，並相信人人都當為基督而活，非

為自己（5.11-15）。他指出，我們看人，包括看保羅，甚至看基督，都不應再根據一般世人的眼光（保羅歸信之前曾用世

人的眼光看基督，歸信後使他的觀點發生了劇變），而應根據新造之人的眼光。保羅的任務便是宣告神已與新人和好了，神

早經承認了這和好的新約，現在只等待人的認可和接受（5.16-20）。保羅作為神的同工，宣告神的救恩。他為了傳揚這個

信息而採取了神所喜悅的一切方式，為了顯示神的大愛受盡了人所能想象的一切苦難（6.1-10）。 

b.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並無任何芥蒂。如果說在雙方的關係上仍有甚麼障礙的話，問題是出於哥林多信徒方面（6.11-13）。 

c. 論聖潔之道（6.14 至 7.1）保羅可能猜想橫亙在他和哥林多教會之間的障礙，也許是他們對俗世的貪戀，或是他們猶未肅清

哥林多前書所指的那些毛病，所以他稍為轉離上文的主題，插入一段關於與未信者分別的教導，指出光明與黑暗、基督與魔

鬼，信者與不信者是絕對的兩方，是絲毫不能通融的。正如出埃及記 25.8、利未記 26.11-12、以賽亞書 52.11、以西結書

37.27 節、何西阿書 1.10 節（引自不同經文的句語合成一段文字的方式，是猶太人所熟悉的）的教導，基督徒不可與不信

者通婚共事，以防他們清白的道德受到污染。 

 
3.4.1 保羅的職分：誇口的基礎（5.11-13） 

a. 由於保羅敬畏主，他的為人和使徒的職分都無可指摘。 

b. v.11「「「「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所以勸人所以勸人所以勸人。。。。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 

i. 「可畏」（fovbon）：懼怕，敬畏 

ii. 「顯明」（pefanerwvmeqa）：顯露，表明。 

iii. 「勸人」（peivqomen）：向人論述福音的可信。即指根據他所認識的主，來說服眾人一同敬畏主，勸人與神和好。 

iv. 「主是可畏的」：我們敬畏主、懼怕主，乃是因為： 

1. 主是信實的，祂必要再來施行審判（啟 22.12）； 

2. 主是公義的，祂的審判決不會有錯或疏漏（參啟 2.18:19.11）。 

3. 關鍵點其實是在我們，是我們一三的工程要顯露出來。 

v. 「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我們」指保羅和他的同工們；這裏是說他們的行事為人（v.7）在神面前是赤露敞

開、毫無隱瞞的。 

vi. 「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你們」指哥林多信徒；保羅盼望在信徒可以根據他的解釋，本乎良心，再認識

他。 

c. v.12「「「「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內心誇口的人內心誇口的人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有言可答有言可答有言可答。。。。」」」」 

i. 「舉薦」：證明，站著表明； 

ii. 「可誇之處」：誇口的機會，誇耀的根據； 

iii. 「外貌」：容貌，臉面。 

iv. 保羅在兩難之中，一方面他確知自己不管過是瓦器，沒有可誇的；另一方面，若不答辯，則沒有盡使徒的職責，因神的

道給誤會了。 

v. 講他們有自誇之處，乃是要教會以此回答那些單憑外表攻擊保羅的人（參 4.1-2; 10.12; 11.4,12-14,20）。 

vi.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保羅的目的不是在叫他們尊崇自己，乃是叫他們能憑以分辨真假的執事。 

vii.           「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ajlla; ajformh;n didovnteß uJmi'n kauchvmatoß uJpe;r hJmw'n）：那些假師傅所

誇口的都是表面的東西，例如他們的容貌、薦信、金錢、名望等；他們所關注的，不是真實的和有深度的靈命與美德。

保羅的意思是要哥林多信徒知道甚麼才是真正值得誇口的事。「有言可答」可翻譯為「可以為我來誇口」。 

d. v.13「「「「我們若果顛狂我們若果顛狂我們若果顛狂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是為神是為神是為神；；；；若果謹守若果謹守若果謹守若果謹守，，，，是為你們是為你們是為你們是為你們。。。。」」」」 

i. 「顛狂」（ejxevsthmen）：瘋癲，心智迷惑，令人驚奇。並不是精神錯亂的癲狂，而是指投入而忘我的經驗（例：耶穌

親屬看見主工作忙得連飯也不吃…） 

ii. 「謹守」（swfronou'men）心思健全，心裏明白，中道。 

iii.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指若是有甚麼行為表現，似乎過度興奮投入，顯得有些愚妄（徒 26.24-25），那是為

著神榮耀的緣故，才會如此不顧正常人的體統。 

iv. 「若果謹守，是為你們，」：指若是謹言慎行、守住分寸，那是為著叫別人能得益處。 

 
3.4.2 職分涵蓋眾人（5.14-17） 

a. 因基督救贖大愛的激勵，保羅專心為主而活，並為他人的好處而活。 

b. vv.14-15「「「「原原原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因我們想因我們想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一人既替眾人死一人既替眾人死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眾人就都死了眾人就都死了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並且他替眾人死並且他替眾人死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

為自己活為自己活為自己活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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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激勵」（sunevcei）：拘束，壓迫，困住，擁擠，催逼；神的愛所採取的是主動。我們是沒有別的地方可逃。像大水

一般的沖激，叫我們的心不能不有所回應。 

ii. 「想」（krivnantaß）：斷定，判斷，審判。 

iii. 「一人既替眾人死」：更貼意的翻譯為「基督死了眾人的死」。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為著一切受造之物釘死在十字

架上，但是祂死是叫眾人一同與他死去。這是基於以賽亞書 53 章的傳統來解釋。祂的死是作為中保及拯救者來解釋。 

iv. 但基督代死的效益僅及於相信並接受祂救恩的人（得著新生命而活，羅 5.6,8），凡拒絕相信接受祂的人卻與祂的「代

死」無分無關。 

v. 「眾人就都死了」：「眾人」在此僅指接受主死之效益的眾信徒；「死」指與基督同釘死（羅 6.6；加 2.20），在神的

眼中我們眾人都在主裏面死了。 

vi.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基督代替的死，使我們從死亡中釋放出來（liberated from），叫我

們可以不再為自己活，卻為死而復活的主活（liberated for）。 

1. 「為主活」的立志在於我，而原動力在於主。是祂，一切才可能。 

2. 「為主活」是以主為活的目的和中心。 

3. 「為主活」是出於責任，亦出於愛。                

c. v.16「「「「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從今以後我們從今以後我們從今以後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不憑著外貌不憑著外貌不憑著外貌（（（（原文是肉體原文是肉體原文是肉體原文是肉體；；；；本節同本節同本節同本節同））））認人了認人了認人了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

了。」 

i. 「憑著外貌認過基督」：這種認識的表現方式很多，從看耶穌是糧食的供應者、神醫、政治的彌塞亞、復興猶太教的

人，到褻瀆者，人都各按自己的需要，「憑著外貌」來認基督，最終卻是失望而會。 

ii.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祂了」：「如今」指自從有了 vv.14-15 節的斷定之後。 

d. v.17「「「「若有人在基督裏若有人在基督裏若有人在基督裏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舊事已過舊事已過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都變成新的了都變成新的了都變成新的了。。。。」」」」 

i. 原文有「再者」（w&ste）一詞。 

ii. 「若有人在基督裏」：「在基督裏」指相信接受基督，與祂在神的生命中聯合，享受祂生命的供應，並以祂為生活的範

疇。 

iii.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直譯為「任何人若在基督裡，就是新的創造」。 指在基督裡，生命的更新。 

iv. 「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與舊的創造相對；這裏的含意是說，既然屬基督的人（信徒）都是新的創造，我們

就按著神的能力，新的秩序、本乎聖靈來生活。 

v.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舊的秩序已過去了（賽 43.18-19; 彼後 3.10）。 

 
3.4.3 神藉著祂的使者的勸籲（5.18-6.2） 

a. v.18「「「「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他藉著基督使我他藉著基督使我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們與他和好們與他和好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i. 「一切都是出於神，」「一切」在此指我們信徒在基督裏所得的救恩，特別是我們的身分與事奉工作；神是一切積極和

屬靈事物的創始者和發起者。 

ii. 「和好」（katallavxantoß）：復和，變更狀態。原屬友好雙方有一方破壞了關係，必須有人主動處理這交惡的因素，

並付出代價，和好的關係才能重建。 

iii. 「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藉著基督」指基督乃是神人之間的中保，神藉著祂才能悅納人（參彼前 2.5），人

藉著祂才能親近神（羅 5.1,11）。 

iv. 「又將勸人與祂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上一句是說神願人與祂和好的心意，本句是說為著達到祂的心意，就呼召一些

人並將勸說的使命託付給他們。 

b. v.19「「「「這就是神在基督裏這就是神在基督裏這就是神在基督裏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並且將這和好並且將這和好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的道理託付了我們的道理託付了我們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i. 「過犯：」越界，滑出去。 

ii. 「道理」：話，言語，道。 

iii. 「託付」；派定，安放，設立。 

c. v.20「「「「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我們作基督的使者我們作基督的使者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 

i. 「基督的使者」：直譯是「為基督作使者的」。 

ii.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者」指代表基督，如同長者向人諄諄勸導。 

iii. 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與神和好」這是和好的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乃是從

不信的罪人成為信徒，從遠離神變成親近神（參 19 節）；第二個階段則是從屬肉體變成屬靈（參羅 8.5-8），從愛世

界變成愛神（約壹 2.15；雅 4.4）。 

iv. 保羅在這裏用兩個不同的字來表達他盡這職事的方法：「勸」和「求」，他為著達成神所託付的責任，實在是放下他的

身段，低微地遷就人。使者就是為主人帶來口訊的人，在希羅社會，常是用來指該撒的代表。 

d. v.21「「「「神使那無罪神使那無罪神使那無罪神使那無罪（（（（無罪無罪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原文是不知罪原文是不知罪原文是不知罪））））的的的的，，，，替我們成為罪替我們成為罪替我們成為罪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義義義。。。。」」」」 

i. 「無罪的」不知罪的。 

ii. 「成為」作出，成就（第一個）；變成，發生（第二個字）。 

iii. 「神使那無罪的，」按原文「無罪」應作「不知罪」；道成肉身的耶穌，不僅祂的裏面是聖潔無罪的，並且祂從來沒有

罪的經歷。（參約 8.46；來 4.15；7.26；彼前 2.22）。 

iv. 「替我們成為罪，」「替我們」指站在我們罪人的地位上；「成為罪」指祂為著在神面前擔當我們的罪，不僅成為罪身

的形狀（羅 8.3），並且成為罪，但這並不是說祂裏面的性質是有罪的，乃是說祂在十字架上受神的審判時，承擔了我

們一切的罪，在神的眼光中如同成為罪，因此被神離棄（太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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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為神的義，」「在祂裏面」比站在祂的地位上更深入，乃是進到基督的裏面，與祂有了復活生命

的聯合（羅 6.5）。「成為神的義」不是成為「義人」，不是道德上的，乃是成為「神的義」。神的義本是基督自己，

因著相信祂，神就使基督成為我們的義（林前 1.30），又使我們在祂裏面成為神的義。 

vi. 加爾文：「奇妙的交換」。 

e. v.1「「「「我們與神同工的我們與神同工的我們與神同工的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i. 「同工」：一同作工，配合運作。留心 v.4 保羅解釋說這一同作工的關係是他「自己是神的用人」。 

1. 【補充說明：林前 3.9：「神的同工」≠「我們與上帝同工」（Lit. God’s we are, being fellow workers; God’s field, 

God’s building, you are.「同工」：帖前 3:2; 林後 1:24; 8:23; 腓 2:25; 4:3; 西 4:11; 門 1, 24】 

ii. 「徒受」：徒然領受，虛空接受，白白收納。 

iii. 「我們與神同工的，」「與神同工」表示是與神一同作工的；保羅不但是受神託付，作勸人與神和好的工（5.18-

20），和神配合運作。 

iv. 「也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神的恩典並不是叫我們在神之外享受一些事物，神的恩典乃是叫我們經歷祂自己作我

們一切的供應，因此祂的恩典總是把我們帶回歸祂自己。「不可徒受祂的恩典」意即不可離開神自己，也不可處於不能

被神悅納或收納（v.2, 17）的光景中。 

f. v.2「「「「因為他說因為他說因為他說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在悅納的時候在悅納的時候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我應允了你我應允了你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在拯救的日子在拯救的日子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我搭救了你我搭救了你我搭救了你。。。。看哪看哪看哪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現在正是拯救的現在正是拯救的現在正是拯救的

日子日子日子日子。。。。」」」」 

i. 「在悅納……了你」：賽 49.8，表明神的救恩時期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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