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后书 第 10 章
依靠神的属灵战争
背景说明
从第十章起的最后四章，主要提到保罗为其使徒身分的自辩。
哥林多人似乎不能领略保罗的温柔与谦卑，他们把他的谦卑看作是不敢冒犯他们的表示。当他们犯罪跌倒时，
保罗勇敢耿直的劝责，他们又以为他是威吓他们。反之，他们对那些假使徒的自夸倒似乎颇为欣赏。他们对于
什么是谦卑，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属灵，什么是属血气；什么是自夸，什么是忠实的见证，都混淆不清。本章
中保罗用充满爱心的见证和真理的开导，向哥林多人劝解。
分段
一、依靠神的属灵争战（10:1-5)：
1. 保罗的宣告（10:1）
2. 对攻击的回应（10:2）
3. 战争的本质（10:3-4 前）
4. 战争的目的（10:4 后-5）
二、保罗怎样运用权柄（10:6-11）：
1. 要信徒跟他同心时才运用（10:6-7）
2. 权柄为造就信徒而运用（10:8）
3. 在需要时运用权柄不空言威吓（10:9-11）
三、界限及称许都来自神(12~18 节)：
1. 跟那些“自荐的人”不同列(10:12)
2. “界限”是神所量给的（10:13-14）
3. 属神国土的扩张（10:15-16）
4. 称许应是从神来的（10:17-18）

一．依靠神的属灵争战（10:1-5)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何地?

哥林多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安慰，责备，劝勉，敦促，鼓励哥林多人

解释

10:1 保罗的宣告


NIV 版本中“谦卑”用的是“timid”， 问题 1.“谦卑”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真的“谦 徒二十 20

是什么意思

应该更容易帮助我们认识原文的意 卑”？

What?

思。真谦卑绝不是懦弱或胆怯。在

为什么这样

灵性上真正谦卑的人，就是敬畏神，

Why?

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卑微的人，却

有什么影响

常常能靠着主在真理方面勇敢。

Wherefore?

备注/参考

字词原义、说



NIV 版本中“勇敢”用的是“bold”。基 问题 2.“勇敢”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真的“勇 徒二十 20

明背景、上下

督徒的勇敢，不是没有智慧地凭着 敢”？

文思路、因果

血气行事。勇敢并不需要暴燥，也

关系、模拟和

不是不能自制；勇敢是凭着爱心， 思想&分享：

对比。

为着神的真道，是凡与人有益的， 骄傲和胆怯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问题。我们
没有一样避讳不说。


是否靠着主有谦卑并勇敢的心呢?

神的工，是通过他拣选的仆人来完 问题 3.为什么保罗要藉著基督的温柔、和平 马太 11：29
成的，但工作的能力和权柄是神赐 来劝诫哥林多的信徒们？
予的。所以牧养的工作既是人的工
作，更是神的工作。 所以服侍中要
记得，“藉著基督的温柔、和平”。



参林后 10:10。从字面上看，保罗似 问题 4.当保罗说“我保罗，就是…”，他是在 请比较
乎认同了他们的污蔑。但仔细品味，肯定哥林多人么？他真正目的是什么？

林前 2:3－5

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哥林多的人，

和林后 10:10

虽然看似他在不同时期的态度有明
显变化，但保罗爱他们的心不变。
目的也不变――造就他们。


我们看到三个阶段

(1) 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问题 5.在第一节中，我们看到保罗在不同时
期对哥林多会众的教导，有那些方法和态

从罪人到初信时期──以谦卑的态度劝化他 度？
们。
(2)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 思想&分享：
偏离真道时期──以勇敢的态度劝诫他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
(3) 如今亲自藉著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谁是我的“保罗”，我又是谁的“保罗”呢？当
悔改转回真道时期──以基督的温柔、和平 我们偏离真道时，是否能顺服“保罗”的劝
劝勉他们。

勉？我们是否能像保罗一样，藉著基督的温
柔、和平来劝导弟兄姐妹？有什么难处？
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难处？

10:2 对攻击的回应


假使徒诽谤保罗按着世俗的方法， 问题 6.“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是什
粗鲁地处理事情。



么意思？

这里的“勇敢”是指神所给予使徒的 问题 7.这里的“勇敢”又是什么意思?
权柄，可在教会中作严厉的惩治。
思想&分享：
污蔑和诽谤是对基督徒攻击的常见方法。我
们如何能够分辨敌人的歪曲，不伤害弟兄姐
妹？要说建造人的话。

10:3-4 前，战争的本质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意思是 问题 8.“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
在血肉的身体中做人，当然照一般 凭著血气争战。”中的两个“血气”有什么不
人那样生活行事。下句“却不凭着血 同的意义？
气争战”，意思是不按属血气之世人
的手段或方法处理属神的事。

弗 6：12



“战争”在此指属灵的争战，争战的 问题 9.为什么说“不凭着血气争战”？
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人，乃是那躲在
人背后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
撒但和牠的从者，因此我们不能凭

罗 7：23

着血气争战。

林前 8：1－2

10:4 后-5，战争的目的


强调的是时刻在神里面，不远离神。问题 10.“在神面前有能力”强调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是依靠神来做工服侍的。



人的心意，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 问题 11.“坚固营垒”是指什么？
事



“各样计谋”指魔鬼陷害人的各样诡 问题 12.“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
计，包括魔鬼给人的各种属世聪明，那些自高之事”是指什么？
罪中之乐，假冒神的宗教和异端，
及教内外各种迷惑人的邪说。“自高 思想&分享：
之事”指让人骄傲远离神的成就，以 基督徒最后要对付的，往往就是“属灵的骄
人为中心的学说与主义,甚至是自 傲”。
以为“灵命好”，“和神关系好”而显
出来高人一等的态度。



这是多么美的宣告！保罗清晰明了 问题 13. 根据“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
地将主地心意显明给我们――这战 都顺服基督，”我们争战的对象和最终目的
争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救赎。 是什么？

归纳综合 哥林多教会和保罗之间的难处，是基督徒经常遇到的问题。基督徒在信主得救之后，会受到各样的攻击，
对神、对己、 有时我们不能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权柄，又不顺服牧者的规劝和管教。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时
对人、对事物 候，他没有凭着自己的血气，而是“藉著基督的温柔、和平劝”诫，“在神面前有能力”。因为保罗真知道，

这不是属血气的争战，乃是属灵的争战。保罗更清楚地知道他是为神做工，神最终的目的是“又将人所
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战场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应用

本段教导我们应顺服从神而来的权柄，也让我们学习如何依靠神，得着神所赐的能力，藉著基督的温柔、
和平劝勉弟兄姐妹。好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从这纷扰的世界夺回，完全顺服基督。邀请组员分享自
己正面对的争战，有那些事物正在夺取我们的心，叫我们与主耶稣疏远？叫我们满心骄傲？叫我们不愿
顺服主的心意？我们如何来赢得这些争战？小组可以如何帮助我们？

二．保罗怎样运用权柄（10:6-11）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何地?

哥林多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保罗安慰，责备，劝勉，鼓励哥林多教会

备注/参考

解释

10：6－7 要信徒跟他同心时才运用权柄


保罗有属灵的权柄，可以责备不顺 问题 1. 为什么保罗要等哥林多信徒十分顺 林后 2：9

是什么意思

服的信徒。但是他并不愿意随便运 服的时候，才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What?

用权柄来责备人。他要等到哥林多

为什么这样

教会的信徒都十分顺服的时候，才

Why?

责备那些剩下不顺服的人。换句话

有什么影响

说，保罗要那些信徒能够跟他同心，

Wherefore?

和他站在一边，然后才用他使徒的

字词原义、说

权柄来对付那些不顺从的人。因为

明背景、上下

他劝诫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乃是

文思路、因果

为了拯救。

关系、模拟和
对比。



你们只凭眼睛所能见的外表判别事 问题 2．为什么保罗这样问“你们是看眼前 林后 5：12
情么？不会进一步思考么？保罗向 的吗”？

撒上 16：7

哥林多人指明他们被假传道，通过

太 23：27

外表上装属灵，装爱心，又善于逢
迎阿谀所欺骗。


保罗的意思是，最低限度他跟他的 问题 3.“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 罗 15：7
反对者是同等的 ― ―同属基督。 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 的。”为什么保罗如此说？
因为属基督的必须接纳属基督的，
如同基督接纳他们一样。而事实是，
那班人不仅不接纳保罗，甚至攻击 思想&分享：
他；那班人也缺乏属基督的人所应 我们服侍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们在基督
有的表现。保罗在这里是劝勉哥会 里合一，顺服主。这才是主所喜悦的。
的信徒能够“再想想”，顺服基督的 不要因为那些自高之事，反成了合一的阻拦
权柄，和保罗站在一面。

和障碍。

10：8 权柄为造就信徒而运用


可能哥林多教会中有人以为保罗运 问题 4.“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 林前 5:5
用使徒的权柄是要“败坏”他们。因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解释
前书中保罗曾说要用使徒的权柄， 呢？
败坏那不肯悔改犯罪的人。爱不等
於不管教。



因这权柄是从神来的。且保罗对他 问题 5.为什么说“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
所拥有的使徒权柄，自信运用得非 口，也不至于惭愧。”？
常恰当，他配得过神把这样的权柄
交给他。所以他为这权柄稍微夸口，思想&分享：
也不至于良心有愧。因“为这权柄” 保罗不会随便使用使徒的权柄败坏他们。他 参林后 13：10，
是神所加给他的。

要对付那些犯罪的人，其实也是叫他们受造 林前 14：3
就。所以做神仆人的，在服侍中若受委屈，
被顶撞的时候。要记得，服侍的目的是要使
人受造就，而不是自己得夸奖得益处。

10：9-11 必要时运用权柄，不空言威吓


显然在哥林多教会中，还有一些不 问题 6.通过 9－11 节保罗想传达什么信息给
顺从保罗的人，自以为保罗只不过 哥林多教会？
是信写得严厉，并不一定会照着行。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这等人，他“信上 思想&分享：
的言语如何，见面……也必如何”。爱不代表迁就。一定要在需要的时候勇敢地
他绝不是威吓他们，在必须运用权 使用从神来的权柄。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勇
柄的时候，他绝不会不敢运用。对 气。阳光和风雨都是神给的，这难道不都是
照第 2 节经文，一个“求”字体现了 神为了造就我们而给的吗？
保罗的爱心。不是不敢，乃是不愿。

归纳综合 从以上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权柄，但他并不凭着血气去使用。他在运用属灵权
对神、对己、 柄时遵行三条原则：
对人、对事物 1.要信徒跟他同心时才运用（基督内的合一）

2.权柄为造就信徒而运用
3.在需要时运用权柄，不空言威吓
应用

虽然神将某些权柄赐给我们，但在使用之前，我们一定要多想想，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而使用吗？如此
使用，是合神的心意么？当能确定是神心意的时候，则要有勇气去行，并不只是一味迁就，或仅仅威胁
警告。在爱心中说诚实话，也是使用神所赐的权柄。根据本段所给三条运用属灵权柄的原则，我们该如
何向弟兄姐妹们说诚实话？请举例说明。

三．界限及称许都来自神(12~18 节)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何地?

哥林多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保罗安慰，责备，劝勉，鼓励哥林多教会

解释

10：12 跟那些“自荐的人”不同列


是指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毁谤保罗的 问题 1.那些“自荐的人”是谁？

是 什么意 思

假使徒。他们自己举荐自己，要争取

What?

哥林多信徒的佩服。

为 什么这 样

备注/参考



林后 3:1

因为保罗真知道这是场属灵的争战，问题 2.保罗为什么“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 林 后

Why?

权柄能力都是神给的。就连最终的称 同列相比”？

有 什么影 响

许，也是要从神来。

10:5,

10:17－18

Wherefore?
字词原义、



以自己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结果 问题 3.“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

说明背景、

自己百分之百的合格。就算别人坚持 己，乃是不通达的。”是什么意思？

上下文思

的是真理，那也不会合格。这种完全

路、因果关

主观的衡量法，丝毫没有客观的眼 思想&分享：

系、模拟和

光，乃是不通情达理的。这是偷换概 我们是否经常把自己当作一把尺子，来量别

对比。

念的方法，即假使徒偷换了评判的标 人，来要求别人？很多人因认同某一项真理、
准。

林前 1：10－13

做法或属灵伟人等，而结合在一起，自成一个
组织体系。他们一面高举自己的旗帜，一面鄙

视其它不认同他们观念的基督徒，结果造成了
排外的小圈子，分化了基督教会。当谨记基督 罗 12：3
才是一切的中心和标准。
10:13-14“界限”是神所量给的


意指说超过自己程度的话。保罗不愿 问题 4.“分外夸口”是什么指什么说的？

罗 12：3

意过度地夸口，因为如此作就是“看
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保罗在此所提的“界限”，绝无“势力 问题 5.何谓“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范围”和“工作地盘”的意思。该经文
的主要用意，是在表明保罗乃是按照 思想&分享：
神所分给他的福音负担，将福音传到 神的旨意是我们做工的指导，神照祂的心意，
哥林多，而不是分享别人劳苦工作的 所分配给各人的工作负担大小不等，场所也不 例子见：
成果。

同。各人只要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不挑三拣四，徒 18：5－11
便是神忠心的仆人。在服侍中，我们是否会抱
怨弟兄姐妹心太硬，服侍的工作太低微，而想
换个地方？不要过了界限，“看自己过于所当
看的”。



保罗提醒哥会，他与同工们不是现在 问题 6.“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购不 罗 15：20
才到哥林多传道，他们早已在那里开 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 太 28:19-20
始工作，把福音传给他们。本节很强 督的福音。”是在说什么？

可 16：15

烈的暗示，当时有些别具野心的人，
想趁保罗不在哥林多的机会，混水摸
鱼，把哥林多教会变成他们的。
10:15-16 属神国土的扩张


保罗并不把别人现成的工作，归并到 问题 7.15－16 这两句经文中的重要信息是什
自己的工作里；而是希望他所建立的 么？
教会，信徒的信心有长进，生命成熟，
然后把福音的工作再往外开展。从 思想&分享：
此，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和那些假师傅 主在升天以前，给我们留下的大使命是什么？ 太 28:19-20
的区别。

我们对福音的传播有多大的负担呢？我们整
天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这物质的世界
里，真过的非常“喜乐”吗？誇口的当指着主誇
口，而不是誇自己的聪明、勇力或财物。

林前 1：31

10：17-18 称许应是从神来的


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成就，我们 问题 8.“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是什么意思？ 林前 4：5
应该把功劳归给主。反之，不把荣耀
归给主，只归给自己，都可能是别有
居心。暗指假使徒。



事奉神的人，是否蒙神喜悦，并不在 问题 9. 为什么说“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
乎他自己或别人的称赞，而单单在乎 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主的称赞。

归纳综合 为神做工的仆人，是要遵照神旨意的。在神量给的界限里做工，而不是自己举荐自己，自己高台自己，
对神、对己、硬把别人工作的果效当作是自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夸奖，而要以扩张神的国土为念。因为属神的人，
对人、对事 只追求神的称许。
物

应用

我们心中是否有一把尺子，经常拿出来量一量弟兄姐妹，以显示自己“属灵”呢？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或是偶发热心时，是否也会过了神给予的界限呢？我们是否以扩张神的国土为念？
我们当如何与小组中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扩张神的国土？如何彼此配搭，而不是彼此挑错，或互争功劳？

总结经训
属灵能力的秘诀，在攻破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将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这正是保罗的写照。他凡事
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他作工的界限是神设定的。他不跨越到别人的界限之内。神将哥林多城标明出来给他，
他到了他们那里做主工，并且盼望继续前进。神果然将他的界限延伸出去，远超过了哥林多。他的整个事工是
遵照主的意见、主的想法、和用主的标准来衡量。

引题 (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人、事或物当作问题，来引起组员对查考本课的兴趣或连想到本课的主题)
当有弟兄或姐妹来规劝我的时候，我通常的反应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