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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約讀經講義，哥林多後書 6-11 章 

王文堂牧師 

 

新約讀經講義配合每週的讀經進度，一週五章，講解每章的重點。另有投影片，除了講義的內

容，有時還會配上一些圖片或地圖。 

 

哥林多後書 

 

一、辯白 Self Defense, 1-7 章 

 

9. 我們做基督的使者，勸人與神和好，5:11-6:10 

 

如何看神的僕人？ 

 

對每一位基督徒而言，辨識能力很重要，特別是會辨識神的僕人。有這個能力的人不但自己蒙

福，他的教會也蒙福，沒這個能力的人或教會則正好相反。哥林多教會就是一個例子，保羅來到

哥林多傳福音，領他們信主又牧養他們一年半，離開之後有假使徒進來，他們居然無法分辨誰才

是神的僕人！何以如此？因為他們只看到表象，沒看到實情，以至於判斷錯誤。 

 

「似乎」和「卻是」，表象和實情，林後 6:8-10 

 

1) 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的：如何看神的僕人？要看此人是否誠實，也就是真誠

（genuine）。他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否真的愛主？真的有呼召？真的事奉神？最重要的

是要有一顆真心，其他的可以彌補，可以改進，唯有真心不行。你是否能看到真心？ 

2)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原文沒有「人」字，可翻譯為：似乎不被知道，卻被

深深知道。甚麼意思？第一，神的僕人似乎沒沒無聞，沒人知道，卻被神所深深知道。第

二，神的僕人似乎默默無聞，沒人知道，卻被一些人所深深知道。真的僕人未享大名，但

卻深為神知，深為人知。你是否知人？ 

3) 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神的僕人內憂外患，屢受打擊，奄奄一息，似乎要死，但卻有頑

強的生命力。保羅曾被暴民用石頭打，以為打死了，拖到城外，結果又站起來走了。不但

身體如此，內心更是如此。神的僕人經得起考驗，打倒了又起來，因為有主的生命。你是

否能看到內在的生命？ 

4) 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 誰都會受到挫折，受到打擊，有人受到打擊過多，從此一

蹶不振。神的僕人卻不如此，被打擊，卻打不死，總能夠站起來，不改初心，繼續事奉

主。你是否能看到有生命的事奉？ 

5)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一個人是否喜樂，未必能從表面看出來。他未必總是精神煥

發，面帶微笑，有時看起來似乎很憂愁，但是內心卻有喜樂。神僕人的喜樂是建立在主的

身上，就算表面上為許多事憂愁，心靈深處卻有喜樂。你是否能看到憂愁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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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和繁榮福音所宣傳的正好相反，信主的人未必個個都很

富足，特別是神的僕人。雖不富足，但卻使人的心靈富足，生命富足，因他傳揚耶穌，傳

講神的話語。你是否能認出使人富足的人？ 

7)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耶穌在世上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似乎一無所有，但卻

樣樣都有。同樣的，神使他的僕人豐盛，未必按照世俗的方式，但卻都有預備，一無所

缺。你是否能看到在基督裡的「樣樣都有」？ 

 

保羅要哥林多人好好看他，看出他真是神的僕人，相信他所傳的福音，聽從他的教導，為的是要

造就他們。哥林多人不會看人，把假使徒當作真使徒，真使徒當作假使徒，以至於教會混亂，問

題層出不窮。保羅所提出的「似乎…卻是」的辨識特點，不但是神僕人的，也是神兒女的，每個

信徒都一樣。 

 

10. 我們以寬宏的心腸，對自己的孩子說話，6:11-7:4 

 

如何與神的僕人相處？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

自己的心腸狹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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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後 6:11-13）  

 教會與牧師的關係至關重要，這個關係若好，教會就健康和諧，事工就發展進步；這個關

係若不好，教會就混亂不安，事工就停滯退步。很不幸，許多教會和牧師的關係出了問

題，經常換牧師，聖工受到影響。如何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教會與牧師的關係？這是一個大

問題，有多方面的考慮。根據這段經文，若能做到兩件事，將會大有助益： 

 

1. 口是張開的：保羅說：「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口是溝通的工

具，教會和牧師之間若保持良好的溝通，可減少誤會，增長關係。根據統計，美國

的教會百分之八十以上屬於中小型，許多牧師單獨工作，沒有同工。牧師多數是內

向型，本來話就不多，再加上沒有同工，缺少溝通的對象，悶上加悶。會眾只有星

期日聽牧師講道，平時沒人搭理牧師，找牧師都是出問題的時候，雙方缺少溝通，

很容易發生誤會。多數牧師的任期不滿三年，不歡而散。如何改進這個情況？說起

來很簡單，做起來不簡單，就是「口是張開的」。最好是自然溝通，牧師主動和教

會溝通，教會主動和牧師溝通。問題是，誰是「教會」？你說教會應該多和牧師溝

通，大家都點頭，半年過去了，還是沒人跟牧師講話，情況毫無改善。所謂「一人

挑水有水喝，十人挑水沒水喝」。Everybody 的事，就是 nobody 的事。比較實際

的做法，是建立起某種機制，好比說，教會的長執每月與牧師聚餐，甚至每週與牧

師團契，保持良好的溝通。 

 

2. 心是寬宏的：有口無心是不夠的，除了「口是張開的」，還要「心是寬宏的」，有

口又有心，方能奏效。保羅對哥林多人說：「我對你們的心是寬宏的，你們也要用

寬宏的心報答我。」心若狹窄，就有許多批評，有許多不滿，有許多猜疑。我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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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誠實，就必須承認，教會中有不少心胸狹窄的人。一有人挑剔批評，極易引起共

鳴；一說些閒言閒語，極易使人相信。反過來，若有些稱讚誇獎，反而使人懷疑你

有甚麼目的。牧師因為大多內向孤獨，也易於趨向狹窄，心不寬宏。保羅的作法，

是他的心先向哥林多人寬宏，然後要求哥林多人也向他寬宏。牧師先寬宏，但他並

不沉默，好像自己很有風度，自己很有修養。他公開表明自己是寬宏的，並要求教

會用同樣的態度對他。這是最好的作法，先由牧師起頭，再由教會響應。 

 

聖潔的原則：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

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什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神的殿和偶

像有什麼相同呢？（林後 6:14-16） 

 

這段經文不是在講婚姻，而是在講生活。生活的範圍大於婚姻，在生活中，門徒要保持聖潔。最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拜偶像。不但不要去廟裡拜偶像，而且不要在生活中和拜偶像的人打成

一片。甚麼是偶像？不但是木頭和石頭，更是精神和理念所追隨的對象，是思想和意識。甚麼是

打成一片？就是生活中的親密關係。保羅一連用五句對比式的反問，來解釋「不要同負一軛」的

觀念： 

 

1. 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 

2.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3.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什麼相和呢？ 

4.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 

5.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 

 

「神的殿」是指信徒：你這個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你為何和偶像同負一軛呢？這五個

問句：相交（partnership，以下都是 NASB 譯文）、相通（fellowship）、相和（harmony）、相干

（in common）、相同（agreement），是指生活上的親密關係。不是普通關係，不是點頭之交，

而是 partnership, fellowship, harmony, in common and in agreement，換句話說，是親密關係。信主

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可以有普通關係，見面打招呼，生活上有交集，但不能有親密關係，特別是心

靈方面。門徒的心靈是聖潔的，只有一位主。你和不信主的人打成一片，不知不覺地，他們的信

念進入你的心靈。你用裝著主的心靈去裝偶像，聖潔的主不能和汙穢同居，他只好離開。你以為

心裡裝幾個偶像沒關係，卻不知不是主和偶像一同住在你心中，而是主離開，偶像留下。 

 

聖潔的神，不能和汙穢同居。正如先知以西結所見到的異象：耶和華的榮耀緩緩上升，依依不捨

地離開寶座。來到殿的門檻，停留片刻；又來到殿的東門口，停留片刻；終至完全離開。耶和華

為何離開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在聖殿製造可憎可厭的偶像，使殿汙穢，聖潔的神不能與汙穢同

居，導致神的榮耀離開以色列。基督徒在心中拜偶像，追隨與神不和的思想和理念，結局也是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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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因聽到有關你們的好消息，心中得了安慰，7:5-16 

 

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

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叫我更加歡喜。（林後 7:6-

7） 

 

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你看，

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或

作：自責）。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林後 7:10-11）  

 

二、鼓勵：8-9 章 

 

屬靈經濟學四律 

 

生活中最實際的東西無過於錢財了，林後八、九兩章的重點就是錢財。猶太地區遭遇飢荒，保羅

鼓勵哥林多人捐款賑災，並趁機教導他們有關錢財的屬靈真理。茲根據這兩章聖經，歸納出以下

「屬靈經濟學四律」： 

 

1. 貧富律（Law of Rich and Poor）：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

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林後 8:9） 

 神是萬有之主，他本來富足，也樂意見到自己的兒女富足。首先，他要使那些不是

兒女的成為兒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耶穌基督來到了人間。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生於馬槽，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在世上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最後死在十字架上。至高

的神成為人，並且為人而死，這是從至富足變為至貧窮。 

 凡信耶穌的人，神就給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使父的豐盛，成為兒女的豐盛。

神兒女的豐盛不但靈命的，也是物質的；不但是今生的，也是未來的。 

 神兒女得到靈命的祝福，使他的生命豐盛，滿有愛、智慧、勇氣、生命力。不但如

此，神兒女還得到物質上的祝福，生活不虞匱乏（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神兒女不但今生豐盛，未來更加豐盛。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 

 

2. 收成律（Law of Harvest）：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加 6:7）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林後 9:6） 

 有兩個收成率，非常明顯，一說就懂。這兩個律在自然界是如此，在人生也是如

此：第一，同質律。第二，同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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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收成率，同質律：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所收的和所種的，必定在性質

上相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瓜的不會得豆，種豆的不會得瓜，收的和種的必

定同質。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情慾

不會收割永生，聖靈不會收割敗壞。若有人種的是豆，卻指望得瓜，這人是個傻

子。若有人種的是情慾，卻指望得豐盛的生命，這人也是個傻子。你所收的和你所

種的，不可能是不同質的東西。 

 第二收成率，同量律：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所收的和所種的，必定在數量上

成正比。種一畝地，得一畝的收成；種百畝地，得百畝的收成。人生也是一樣。每

個人都有兩個選擇：慷慨或吝嗇。慷慨的人多給，多給的多收。吝嗇的人少給，少

給的少收。慷慨是一個選擇，和貧富無關。有錢人不一定慷慨，貧窮人不一定吝

嗇。財主可能捨不得錢財，寡婦可能給出僅有的兩個小錢。慷慨不一定是在錢財方

面，有些人在批評上很慷慨，在稱讚上很吝嗇；有些人在攻擊上很慷慨，在鼓勵上

很吝嗇。有些人則相反，他們慷慨給予稱讚、鼓勵、恩慈、財物，他們給的多，收

的也多，人生很豐富、很喜樂。 

 感謝神，他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和美好的機會，各人在自己的人生撒種，並且收

成。雖然有時候會遇到意外，撒了許多好種卻遇到荒年，並未得著預期的收成；但

從總體來看，人生毫無例外地是服從了收成律：你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少

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 

 

3. 分享律（Law of Sharing）：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

8:15） 

 分享律也稱為均平律（Law of Equality），所根據的經文如下：「我原不是要別人

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

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

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 8:13-15）  

 神的賜予是豐盛的，足夠所有的兒女享用，若發生缺乏，問題不是出在供應，而是

出在分配。有些人得到很多，有些人得到很少，甚至連生活都發生問題。在現代的

社會，這個問題主要是由政府來解決。政府藉著所得到的稅收，以全國的力量，拿

出一部分來幫助窮苦的百姓，符合了聖經「以有餘補不足」的慈善原則。古代的政

府不管這些事，教會就承擔起責任，照顧他們中間的窮人。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

有許多人賣了田產房舍，用所得的錢來周濟窮人。保羅在哥林多收捐款，用來周濟

猶太的弟兄姊妹，也是根據同樣的原則：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他

們的富餘，將來可以補你們的不足。 

 均平的原則，可用之處並非僅限於財物。你可以分享的有許多，如鼓勵、讚美、溫

暖、神的愛、福音…。世界上有許多人，非常缺乏鼓勵，非常缺乏溫情，你若有多

餘的，可以和他分享，使神的恩典得以均平分配。 

 

4. 多給律（Law of Generosity）：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

足，能多行各樣善事。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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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林

後 9:8,10-11） 

 將自己所有的與人分享，有時不免擔心：我分給了別人，自己豈非不夠用嗎？不必

擔心！神是慷慨的，你多給別人，他就多多給你。你分給了別人，自己不但不會減

少，反而會增多，因為神對慷慨的人慷慨，他補充與人分享的人。 

 我們與人分享的，是神賜給我們，而別人卻缺乏之物。除了財物，還有愛、恩慈、

溫情、鼓勵、安慰、勸勉、支持…。在美國這個高度競爭並且物質豐富的社會，許

多人缺少的不是財物，而是鼓勵和溫情。你多多給人，神就多多給你。 

 多給律以種田為比喻：你所撒的種子，是神所賜的；你所吃的糧食，是神給的；神

多多給你，不是要你囤積糧食，而是增加你種地的種子，增添你仁義的果子。你多

與人分享，神就多給你；神多給你，你就有更多糧食與人分享，多行各樣善事。  

 多給律就是慷慨律，建立在對神的信心之上。相信我們的神是豐富的神，是慷慨的

神，樂於見到他的兒女與人分享恩典。我們的一切所有，都是神的賜予。你越與人

分享，神就越多賜給你。 

 多給律的基本信念是「用不盡的恩典」，概念是豐富，不是貧窮；作法是慷慨，不

是吝嗇。一切都是恩典，恩典是用來分享的，恩典是用不完的。你分享出去，神就

更多地給你補足。他使你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使感謝歸於神！ 

 

除了「屬靈經濟學四律」，在實際作法上要注意兩個原則： 

1. 光明的原則：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這樣。（林後

8:21） 

 凡牽涉到財務，必須行事光明。不可一個人處理錢財的事，要避免嫌疑。保羅除了

派提多去處理捐款，另外還派了兩位弟兄和他同去（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

同為你們勞碌的。論到那兩位兄弟，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是基督的榮耀。林後

8:23） 

 教會的財務必須二人以上處理，每週公布紀錄，並接受理事會和會員的監督。傳道

人不要碰財務，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不要去打聽誰奉獻的多，誰奉獻的少，

更不要去碰錢。有些教會忽略了光明的原則，財務秘密作業，引人犯罪。有些傳道

人去碰錢財，經不起誘惑，身敗名裂。若從一開始就嚴格執行光明的原則，不給魔

鬼留餘地，可免除許多犯罪的機會。 

 

2. 感恩的原則：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 9:15） 

 基督徒當有感恩的心，時常感謝神的賜予。說到底，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們應當

感恩。感恩的人不但榮耀神，而且自己喜樂，又因與人分享神的恩典，使喜樂增

多，感恩增多！ 

 

三、警告：10-13 章 

 

1. 我已經預備好了，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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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僕人的兵器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4-5） 

 

神僕人的權柄 

主賜給我們權柄，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要敗壞你們；我就是為這權柄稍微誇口，也不至於慚

愧。（林後 10:8） 

 神的僕人有權柄嗎？有，這權柄從主而來，為要造就教會。主有權柄，僕人沒有權柄；主

的話有權柄，僕人的話沒有權柄。僕人若順服主，遵行主的旨意，他就有權柄。僕人若傳

講主的話語，不講自己的話，不講世界的話，他就有權柄。僕人的權柄不是要榮耀自己，

而是要造就教會，成就神在教會上的旨意。 

 具體來講，這個權柄是甚麼？可以處罰人嗎？可以把人關起來嗎？不行。那些是該撒的權

柄，是政府的權柄，神的僕人沒有那種權柄。神僕人的權柄就是奉主的名教導，奉主的名

責備，奉主的名祝福，奉主的名將人交給撒但（就是你們聚會的時候，我的心也同在。奉

我們主耶穌的名，並用我們主耶穌的權能，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林前 5:4-5）。 

 有些人認為，教會是老闆，牧師是雇工，做不好就把他 fire 掉，換一個人來做。有些牧師

也認為，教會是老闆，自己是雇工，他做事，教會給錢。存著這樣的心態的教會，時常換

牧師；存著這樣心態的牧師，時常換教會。結果是教會虧損，牧師也虧損。 

 

2. 我如此自誇，乃是被你們逼的，11-12 章 

 

神僕人的憤恨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

女，獻給基督。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

了夏娃一樣。（林後 11:2-3） 

 

撒但的差役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

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林後

11:13-15）  

 

神僕人的自誇 

既有基督的誠實在我裡面，就無人能在亞該亞一帶地方阻擋我這自誇。（林後 11:10） 

既有好些人憑著血氣自誇，我也要自誇了。（林後 11:18）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林後 11:30）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林後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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