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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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論使徒事奉的性質（七 2-4）保羅再接回 6.13節的話，他指出，他不認為哥林多教會有甚麼實質的事可指控他，因為他並

沒有作過任何有損於他們的事。他對他們所說的一切不是批評他們，只是以愛心叮囑和規勸他們罷了。即使現在，他也願意

為他們而死。 

 

3.4.4使者的資格（6.3-10） 

a. 保羅時怎樣作這個復和的使者？ 

b. v.3「「「「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i. 「妨礙」（proskophvn）：或譯成「碰倒人」，與「絆腳石」同義（羅 14.13; 16.17）。 

ii. 「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這職分」指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5.18），亦即新約的職事（3.8-9; 4.1）；「被人毀

謗」意指被人挑剔。 

iii. 我們無論甚麼事，都不可有不近情理或虧負別人的情形，以免成為別人信主的攔阻，或叫別人有攻擊和毀謗的把柄。服

事神的人除了在工作必須盡責以外，更要留心自己生活上的見證，必須生活沒有破口，工作的果效才能彰顯，若在生活

上有缺陷，難免叫主的工作受虧損。服事主的人，必須在生活上沒有漏洞；這比他的地位、知識重要得多。若在生活上

叫人絆跌，就難免在主的工作上被人指責。 

c. v.4「「「「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就如在許多的忍耐就如在許多的忍耐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患難患難患難、、、、窮乏窮乏窮乏窮乏、、、、困苦困苦困苦困苦、、、、」」」」 

i. 「在各樣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作為神的用人，在各樣事上推薦自己」。保羅曾說不在乎自薦（3.1; 4.2; 

5.12），他是否自相茅盾？留意他所列出的，並非人所願意誇口的，卻是別人看為失敗的。若說他是推薦自己，倒不如

說他是推薦他背後的神。 

ii. 「忍耐」：面對逆境，堅強而不發怨言；不是容忍不公義的現實，也不僅僅是忍受痛苦，而是在苦難的世界中有一份堅

持和執著，繼續實踐信念與原則，有能力忍受而不被擊垮。「患難、窮乏、困苦」正是他所「忍耐」的內容。 

iii. 「患難」：指環境所帶來的實際難處；神真實的用人不但能經歷患難而不喪志（4.8），並且還有能力去安慰別人

（1.6）。 

iv. 「窮乏」：可以指物質方面的缺乏，面臨幾乎不能維生的窘迫，仍能不失去信靠神的心。「窮乏」亦也可以是急需抒援

解決的極度痛苦。 

v. 「困苦」：指處理事情左右為難、進退維谷，有如身處陷阱的困獸；神的工人雖四面沒有出路，但神是他們的出路。 

vi. 「患難、窮乏、困苦」原文都是複數，表達多次發生。神的用人在一切處境中，消極方面能忍受、應付並適應各種惡劣

的情況，積極方面更能把握境況所帶來的各種機會，完成神所交付他們的使命。 

vii. vv.4b-10的「經歷表」有如下的結構： 

1. vv.4.b-5：九項他所忍受著的苦難（外在的） 

A. 一般性的苦楚（「患難、窮乏、困苦」） 

B. 特別的苦楚（「鞭打、監禁、擾亂」） 

C. 自願受的苦楚（「勤勞、儆醒、不食」） 

2. vv.6-7a：內在的持守 

A. 「廉潔、知識、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神的大能。」 

3. vv.7b-8a：保羅藉此來事奉的 



哥林多後書 6.3-7.4             August 06, 2006 

 2 

A. 「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廉潔、知識、恆忍、恩慈」 

4. vv.8b-10： 七對正反詞來揭露真相（「似乎…卻是」） 

A. 「誘惑人…誠實」 

B. 「不為人所知…人所共知」 

C. 「死，…活」 

D. 「受責罰…不至喪命」 

E. 「憂愁…常常快樂」 

F. 「貧窮…富足」 

G. 「一無所有…樣樣都有。」 

viii. 這一切的經歷，能成了「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的證據，正因為這顯示受此職分的人為了彰顯神的大愛而甘願受盡了人

所能想象的一切苦難。不是抬舉自己，卻是反照對方的「不願」和「自以為是」。 

d. v.5「「「「鞭打鞭打鞭打鞭打、、、、監禁監禁監禁監禁、、、、擾亂擾亂擾亂擾亂、、、、勤勞勤勞勤勞勤勞、、、、儆醒儆醒儆醒儆醒、、、、不食不食不食不食、、、、」」」」 

i. 「鞭打、監禁、擾亂」：特別的苦楚。上節的「患難、窮乏、困苦」指一般性的苦難，本節的「鞭打、監禁、擾亂」是

特定的苦難。 

ii. 保羅常受「鞭打」（11.23-24）卻無怨言，常被「監禁」卻能唱詩讚美神（徒 16.23-40），遭遇擾亂（暴亂）卻不畏

怯（徒 13.50; 14.5; 14.19; 16.22; 17.5; 17.13; 18.12; 19.23-41; 21.27-36）。 

iii. 「勤勞、儆醒、不食」：這三樣不同前面的，乃自願性質的；「勤勞」指不止息地工作的狀態（傳道？織帳棚？）；

「儆醒」指不眠或無眠的狀態（不眠常為了儆醒禱告：弗 6.18; 來 13.17）；「不食」指饑餓的狀態（11.27），是錯

過吃飯，或者是禁食禱告的操練。 

iv. 在很多被動的境遇中，保羅卻能把它們轉化為主動的美德。 

e. v.6「「「「廉潔廉潔廉潔廉潔、、、、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恆忍恆忍恆忍恆忍、、、、恩慈恩慈恩慈恩慈、、、、聖靈的感化聖靈的感化聖靈的感化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無偽的愛心無偽的愛心無偽的愛心、」、」、」、」 

i. vv.6-7a是他內在道德上的持守。 

ii. 「廉潔、知識」：「廉潔」指正直、無偽、誠信；「知識」指對基督代死救贖工作的了解，明白復和的道理。卻絕對不

是諾斯底式的奧秘、特殊的知識，是特別的身份和條件才有的。 

iii. 「恆忍、恩慈」：「恆忍」與「忍耐」（6:4）不同，指對愚昧和頑固的人的「容忍」。連同「恩慈」就可解作是「有

行動的恩慈」（羅 2.4; 林前 13.4; 加 5.22）。 

iv. 廉潔與我們的良心有關；知識與我們的心思有關；恆忍與我們的意志有關；恩慈與我們的情感有關。 

v. 「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聖靈的感化」原文單作「聖靈」，大概指聖靈的恩賜。愛若作為聖靈的果子，就叫人

不會「假冒為善」，亦即「無偽」。 

vi. 「無偽的愛心」：是真實的愛或誠心的愛（約貳 1；約參 1） 

1.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 3.18）； 

2. 我們信徒真實的愛乃表現在「為真理的緣故而愛」（約貳 2）上，只按真理而愛，不喜歡不義。 

vii. 保羅將「無偽的愛心」和「真實的道理」（v.7）連在一起提說，非常富有意義。人的愛心常會「過」或「不及」，若

不是不用愛心說真理（弗 4.15），便是有愛心而不顧真理，兩者都不正常。 

f. v.7「「「「真實的道理真實的道理真實的道理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 

i. 「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在林前 1.18，保羅清楚說明十字架的道理也是與神的能力相連的。 

ii. 由 vv.7b開始至 8a，保羅換了「藉著／透過」（dia;）的前置詞來描述他怎樣事奉、傳福音、作使徒。 
iii. 「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仁義」原文只有「義」（或作「正義」）字。「兵器」指爭戰中的利器（弗 6.13-17）。

指以義行對抗任何毀謗，卻不是用兵器來維持正義。 

iv. 「在左在右」右手中的兵器，如劍，是攻擊的；左手中的兵器，如盾牌，是防禦的。 

g. v.8「「「「榮耀榮耀榮耀榮耀、、、、羞辱羞辱羞辱羞辱，，，，惡名惡名惡名惡名、、、、美名美名美名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似乎是誘惑人的似乎是誘惑人的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卻是卻是卻是誠實的誠實的誠實的誠實的；；；；」」」」 

i. 用上仁義的兵器就無往而不利嗎？那就要留心看保羅是用甚麼標準看。 

ii. 「榮耀、羞辱」：「榮耀」指被人恭敬，來自神和愛神的人；「羞辱」指被人為難，來自魔鬼和牠的跟從者（羅

3.8）。 

iii. 「惡名、美名」：「惡名」指被人說壞話，來自反對者和逼迫者（帖前 2.2; 林後 11.23-33）；「美名」指被人說好

話，來自信徒和接受神僕所傳、所教導真理的人（加 4.14）。 

iv.  「似乎……卻是」（wJß…kai;）：vv.8b-10前半代表世界上的眼光，後半代表神的眼光。保羅用了七對正反詞來揭露真
相。（但藉得留意的，是保羅並不純作教內、教外作對比，因為很多問題上，帶給他痛苦的不單來自教外人，也是教會

的信徒！） 

v.  「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似乎是誘惑人的」指說話似乎是在討人的喜歡，似乎是迷惑人的（12.16-

18），他也曾為此解釋（羅 9.1-2; 林後 11.31; 加 1.20）；「卻是誠實的」指動機出於至誠，為要叫人得益處，是他忠

心完成主所託付他的。 

h. v.9「「「「似乎不為人所知似乎不為人所知似乎不為人所知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卻是人所共知的卻是人所共知的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似乎要死似乎要死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卻是活著的卻是活著的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似乎受責罰似乎受責罰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卻是不至喪命的卻是不至喪命的卻是不至喪命的；；；；」」」」 

i. 「似乎不為人所知」：保羅不可能「不為人所知」（不論同工或仇敵），卻是指他作使徒的資格不為人所認識、承認用

屬靈的眼光看事物的主題。 

ii. 「卻是人所共知的」：「人」是《和合本》為行文清晰而加上的。但比較可能和合理的翻譯為「卻是神完全知道的」，

這更配合在此的描述。 

iii. 「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來自詩篇 118.17-18（＝LXX117）。「似乎要死」指遭遇逼迫、面臨死亡的威脅（1.8-

10; 4.11; 林前 15.30-32）；「卻是活著的」指經歷神的拯救和主復活的生命（1.9-10; 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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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卻是活著的」：《和合本》省略了原文「但看哪，卻是活著的！」（ijdou;）的興奮和勝利的雀躍。 
v. 「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似乎受責罰」指按反對者膚淺的認識，似乎是受懲治；「卻是不至喪命的」指在

神主宰的看顧下，直到如今仍舊活著。 

i. v.10「「「「似乎憂愁似乎憂愁似乎憂愁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卻是常常快樂的卻是常常快樂的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似乎貧窮似乎貧窮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似乎一無所有似乎一無所有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卻是樣樣都有的卻是樣樣都有的卻是樣樣都有的。。。。」」」」 

i.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憂愁」指因神而有的憂傷哀痛，包括：對於信徒的冷淡退後，對於教會的分裂

荒涼，對於世界的邪惡敗壞，對於世人的剛硬不信，在在都覺得憂傷哀痛（太 5.4）；「卻是常常快樂的」指靠主常常

喜樂（腓 4.4）。 

ii. 「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貧窮」指在物質享受上，並不富裕（羅 8.35; 林前 4.11-12a; 林後 11.27;  

腓 4.11-12）；「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不是指他所傳的能叫人發財，或現代人的所謂「成功神學」，而是在屬靈的豐

富上，卻能供應多人的需要（弗 3.8）。 

iii.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似乎一無所有」是好像在地上虛空無有所得（林前 7.30）；「卻是樣樣都有

的」指從屬靈的眼光看來，卻都積存在天上（太 6.20; 19.21; 西 1.5; 彼前 1.4）。以保羅的價值觀來看，他看為值得

的，他樣樣也有，在神的豐盛上，他是富足的。在世人看為值得擁有的事物上，他就一無所有。 

iv. 信靠神的人，雖然自己貧窮無有，卻還能夠隨時靠神把僅有的給人，叫人富足；且又藉著信心的禱告，可以得著神合時

的供給，故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3.4.5哥林多人哪！向我們的寬宏（6.11-13） 

a. 保羅進一步求哥林多人與他和好。 

b. v.11「「「「哥林多人哪哥林多人哪哥林多人哪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我們向你們我們向你們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口是張開的口是張開的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心是寬宏的心是寬宏的心是寬宏的。。。。」」」」 

i. 「哥林多人哪」：加 3.1及腓 4.15並這裡的用法，作用是強調親密的關係並要求讀者特別留心他的說話。 

ii. 「口是張開的」：指說話坦白。 

iii. 「心是寬宏的」：指心胸廣闊。 

iv. 「張開的…寬宏的」：原文都是完成式，表示從以前到如今都是如此。    

v. 神的用人若要將信徒帶回與神和好，需要有張開的口與寬宏的心。張開的口是為神的心意說話，寬宏的心是包容所有屬

神的人。信徒團契的原則乃在乎彼此擁有顆寬宏的心。只要沒有違背真理，或與罪惡無關的人與事，都要用寬宏的心容

納；所有事奉主的人，應當能夠包容別人的狹窄，饒恕別人的冒犯。 

c. v.12「「「「你們狹窄你們狹窄你們狹窄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原不在乎我們原不在乎我們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i.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狹窄」在 4.8曾譯作「四面受敵」；是指哥林多信徒不能容人的光景，並不是由於保

羅和他的同工錯誤的教導，或錯誤的行為導致他們如此。 

d. v.13「「「「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i.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照樣」是指保羅向著他們心是寬宏的榜樣（v.11）；「報答」意指回應。 

ii. 保羅在指正他們時，像父親對孩子說話一樣（11.2; 12.14-15; 林前 3.1-2; 4.14-15）。 

 
3.4.6分別出來的呼籲（6.14-7.1） 

a. 這段經文引起甚多的討論。重複保羅與哥林多教會之間的書信來往，我們知道： 

i. 「先前的信」： 林前 5:9 ，保羅提到這封信的內容是勸誡他們「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一般認為此信已經遺失。 

ii. 「你們的信」： 林前 7:1 ，保羅回答哥林多教會來信中所詢問（包括男女嫁娶事宜）。 

iii. 「哥林多前書」。 

i. 「流淚的信」（或稱「嚴厲的信」）—已失去？在林後 2.3-4; 7.8,12提及，是保羅知道教會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寫的那

封信。 

iv. 「哥林多後書」：有學者認為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最後一封信是林後一到九章，稱之為和好的信，而林後十到十三章

的內容則是前項「嚴厲的信」。 

b. 鑒於 6.13和 7.2是一氣呵成的（寬大地接納保羅），再加上關於 vv.6.14-7.1的討論（信徒與非信徒的關係）並不切合上下

文，而且這段正好與我們了解的「先前的信」內容相似，因此有人認為此信的內容保留（或部份內容殘留）於林後 6:14-7:1 

之中。 

c. 但問題是誰加進去的？為何要加上去？容讓我們先了解經文的內容後，才作討論。 

d. v.14「「「「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不要同負一軛不要同負一軛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i.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文法是現在命令式（「不要捲入」），暗示哥林多信徒未必已經與不信的同負一軛，卻是

防範的警告。 

ii. 「不要同負一軛」：摩西律法（申 19.19; 22:10 ）禁止人用牛與驢同負一軛耕地，參考上下文可以知道，這裏是用來

提醒信徒不可與異教者妥協，與他們結為親密夥伴，以致一起拜偶像、作惡及行淫。「義」：指聖潔的行為。 

iii.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裏並沒有一個意思是基督徒不能與世人交接來往，聖經也不禁止這一類平常的關係（林前

5.10；提前 3.7；彼前 2.12），從申 19.19禁止人用牛與驢同負一軛耕地，似乎是指配偶、配種而言。 

iv. 林前也有相同的說法：林前 5.9; 6.1-6; 7.39, 10.21。從以上經文我們看以作一撮要，「同負一軛」雖不是僅指婚姻關

係，它卻必然包括此一關係。「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既是一個命令，其實也是一個結果。 

v.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這一句是總綱，根據這一個總綱，就在下面列出五個問題，來解釋為甚麼不

相配和不要同負一軛 

vi. 「義和不義」： 直譯是「義和犯罪的」，是身份上、本質上已經不再一樣，而不是自以為高人一等。 

vii. 「相交」：結為夥伴。「相通」：聯合分享，像水與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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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15「「「「基督和彼列基督和彼列基督和彼列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有甚麼相和呢有甚麼相和呢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 

i. 「彼列」：無價值的、魔鬼的別稱。 

ii. 「相和」：和諧，一致，協調； 

iii. 「相干」共同擁有，同分，該得的份。 

iv. 「信的和不信的有甚麼相干呢？」：此處原文沒有「主」字，一個是有信心的人，一個是沒有信心的；一個認識神，一

個不認識神；一個倚靠神，一個倚靠自己。信的是說，一切都在神的手裏；不信的是說，一切都在人自己手裏。行為的

不同，就是因為信心、信念，並所信的對象都不同。 

f. v.16「「「「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就如神曾說就如神曾說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在他們中間來往在他們中間來往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我要作我要作我要作

他們的神他們的神他們的神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i. 保羅引用 利 26.12及 結 37.27 兩段經文都是上帝重複祂與以色列的立約。現在神藉基督住在信徒心內，信徒已經成為

神的殿。所以，信徒便不能拜偶像。「相同」是指「共識」、「共同立場」。 

ii. 拜偶像不只是說明實物的，和想象的神祗，更常是與因拜偶像而落入的敗壞生活連繫上來（帖前 1.9; 林前 5.10-11; 6.9; 

加 5.20） 

iii. 另參 出 25.8; 29.45-46; 利 16.12。 

iv. 「永生神的殿」：是信徒群體，是個別（林前 6.19），也是整體（林前 3.16）。 

v.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從舊約到新約，「離開偶像歸向神」仍是未有改變過的立約條件。這是此段

的第一個應許。 

g. v.17「「「「又說又說又說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與他們分別與他們分別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不要沾不潔淨的物不要沾不潔淨的物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就收納你們我就收納你們我就收納你們。。。。」」」」 

i. 「又說」（dio;）：應作「所以」。引自賽 52.11及結 20.34的話，表明作神兒女的人必須分別為聖，不沾污穢。 

ii.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保羅在此有意呼籲哥林多信徒要離棄偶像（及連繫著的一切敗壞生活），

與他們分別。要留意，保羅不是要求哥林多信徒以聖潔生活來賺取救恩（那時的猶太派信徒正是如此）。不！救恩在基

督裡經已確立，我們需要作的是活出這個新的身份。我們是為主而活，是因基督的愛的激勵（5.14）。 

iii. 「我就收納你們」：這是此段的第二個應許。 

h. v.18「「「「我要作你們的父我要作你們的父我要作你們的父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你們要作我的兒女你們要作我的兒女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這是全能的主這是全能的主這是全能的主說的說的說的說的。。。。」」」」 

i. 「你們要作我的兒女」：新約中提到「神的兒女」在原文都是「神的孩子（children of God）」，並沒有分性別，惟獨

此處是「兒子和女兒」，明文提到女兒，乃因為這裏所提的事，絕無懷疑地，保羅看男人與女人在屬靈的事上是平等的

（加 3.28）。這是此段的第三個應許。 

ii. 為神脫離世界，若因此而受苦、有所損失的時候，要知道，神卻收納了你，作你的父親。如果你是弟兄，神收納你作兒

子；如果你是姊妹，神收納你作女兒。作父親和作兒女，乃是生命的事；比作神和作神的子民（v.16）關係更深。 

iii. 「這是全能的主說的，」「全能的神」這個詞除了在《啟示錄》提到之外，全部新約中，只有這裏有。「全能」

（Almighty）在希伯來原文裏含意是指母親的胸或奶，供應嬰兒一切的需要。在此強調祂的可信和能力。 

i. v.1「「「「親愛的弟兄啊親愛的弟兄啊親愛的弟兄啊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我們既有這等應許我們既有這等應許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就當潔淨自己就當潔淨自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除去身體除去身體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靈魂一切的污穢靈魂一切的污穢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得以成聖得以成聖得以成聖得以成聖。。。。」」」」 

i. 「親愛的弟兄啊」：原文作「所以親愛的啊」；這指明本節乃是 6.14-18勸勉的結語。 

ii. 「我們既有這等應許」：這裏所提神的「應許」就是先前所說，我們若離開偶像，祂就作我們的神、就收納我們、就要

作我們的父，我們要作祂的兒女。 

iii. 「就當潔淨自己」：原文為主動式語氣，表明潔淨乃出於信徒主動的意願，並且身體力行，全因有這應許。 

iv.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本句是說明「潔淨自己」，潔淨意即除去污穢。身體的污穢，指玷污自己身子的事，

例如姦淫（參林前六 18）；靈（原文沒有魂字）的污穢，指心靈不潔的接觸，例如拜偶像（徒 15.20）。 

v. 「得以成聖」：《新譯本》「存著敬畏神的心，達到成聖的地步」。信徒在蒙恩得救時，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已經得

著了客觀地位上的成聖（來 10.10），因此哥林多信徒雖然靈命幼稚（林前 3.1），但保羅仍稱呼他們是「在基督耶穌

裏成聖的聖徒」（林前 1.2）。然而，信徒仍須在得救以後，靠著聖靈在生活行為上結出成聖的果子（羅 6.22），也就

是本節所說的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這種成聖稱作主觀經歷上的成聖（＝弗 4.1「與蒙召的恩相

稱」）。 

vi. 我們的行為必須配得上我們的身分，方合乎聖徒的體統（弗 5.2-3）；我們的「所作」必須配得上我們的「所是」。 

j. vv.6.14-7.1的討論是誰加進去的？為何要加上去？ 

i. 我們需承認這段經文與上下文有著很明顯的不同。但這不等於說保羅討論一些觸動他的題目時不可以爆發一段與上文似

是完全無關的說話（參 羅 11.33-36）。我們不需要用別人強加（或補加）的進路作解釋。「是保羅自己加上去」仍然

是最自然的解釋。 

ii. 再說，這段經文正是保羅希望哥林多信徒要與他和好。但若我們對哥林多城的了解是正確的（世俗的歪風極盛），並信

徒所面對的「超級使徒」的誤導，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他們正是按世上的標準和眼光來決定接納保羅與否，而不是神的

眼光（6.8b-10）。因此，問題便從單單的「收納我們」，變成信徒必先「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

成聖」（7.1）。如此亦可較合理地解釋「為何要加上去？」的問題。 

 
3.5 後話：鼓勵之言（7.2-4） 

a. v.2「「「「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我們未曾虧負誰我們未曾虧負誰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敗壞誰未曾敗壞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未曾佔誰的便宜未曾佔誰的便宜未曾佔誰的便宜。」。」。」。」 

i.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本節乃接續 6.11-13，中間插進六 14~七 1勸勉分別為聖的話。 

ii. 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虧負」指行為上不公平的對待，或道義上虧待別人；「敗壞」指

引誘或導致別人在道德上敗壞，結局毀掉了他的一生；「佔便宜」指作出損人利己的事，特別是貪圖別人的財物

（12.17-18）。這極可能是敵對者攻擊保羅的捏詞（收取捐獻以圖利？），都是過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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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v.3「「「「我說這話我說這話我說這話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不是要定你們的罪不是要定你們的罪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我已經說過說過說過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裏你們常在我們心裏你們常在我們心裏你們常在我們心裏，，，，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i. 「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這話」是指上節三個「未曾」的表白，暗示當時在哥林多信徒中間似乎曾有人散

播中傷保羅的謠言；「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意指不是要責備你們（參 林前 4.14; 6.5; 15.34）。 

c. v.4「「「「我大大的放膽我大大的放膽我大大的放膽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向你們說話向你們說話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滿得安慰滿得安慰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 

i. 保羅積極表明他信任哥林多信徒，並在別人面前誇耀他們（7.14; 9:2），甚至在一切患難中（4.10）仍感快樂。 

ii. 「我大大……說話」：比較好的譯法是「我對你們大有信心」。 

iii. 「滿得安慰」：「安慰」原文在前面有定冠詞，可直譯「那安慰」，意指提多所帶來的安慰（v.6），亦即指哥林多信

徒接受保羅那封書信的勸告而悔改說的。 

iv. 注意本節裏的四個意思相近的詞：「大大的」、「多多」、「滿得」、「分外的」，表明保羅此刻的心境非同尋常、情

緒相當高昂。 

v.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不信主的人，患難越重就越憂愁。基督徒卻相反，越在患難中就越快樂。因為我們

有主住在裏面，祂能使我們在患難中充滿快樂。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vi. 「這一切的表白，都是盼望哥林多人能明白保羅的內心，使他們能排除偏見，重新接納他，與他和好。」（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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