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第 5 章： 福音使者的人生观
背景
使徒保罗在艰难的环境中用福音生下了哥林多教会（徒 18:1-18）,因此他与该教会之间,有着父母与子女一般亲
密的关系。正因这个原故,当保罗听到哥林多教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合真道、及不合圣徒体统的事,他不但写信,
又长途跋涉来到哥林多（他第二次的造访）,指出他们在信仰上、生活上与真道分歧的地方。因着保罗的义正严
词, 哥林多教会里有许多人悔改了,也责罚了那些离经叛道的人(林后 2:6-8)。提多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在马其顿的
保罗,但也带来一些叫他难过忧愁的讯息, 於是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在第一章里,保罗见证他以神所差派使徒的
身分,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也蒙基督的拯救与安慰。这是为了叫哥城及散在各地的教会一同得安慰,因为他们为保
罗的祷告,蒙神垂听了。接着他严肃的说明,正如神的道不是似是而非的,保罗的行程也非摇摆不定。他暂时不再
去哥林多,乃是宽容那边的信徒,希望他们能全然悔改,并彼此赦免。可惜在当时哥林多教会中,有从外地来的人,拿
着别人的推薦信妄称自己是使徒,企图搅扰众信徒,叫他们怀疑保罗使徒的身分,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怀疑他
的教导。
在第二章后半,保罗继续讲述从神来的呼召使他作使徒,承当了新约的执事,满有神同在,在各地靠主得胜。他所传
讲的信息,是神话语的精意,会叫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从神得到新生命,并能与神面对面,自由瞻仰主的荣光,逐渐长
成神儿子的形象（第三章）。既然领受了神的差遣,保罗就忠於使徒的职分,传讲福音的真理,又成为服侍众教会
的仆人。保罗把自己比作是那无佳形美容的瓦器,却有神这个宝贝在其中；且因着愿意为主的缘故受逼迫,主复活
拯救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彰显,叫看见这见证的哥林多教会,归荣耀给神,就得到神更多的恩惠 (第四章)。
从第四章十六节开始,保罗讲到作为福音的执事（使者）,他的人生观可分为三个方面：1)对自己这瓦器般身体
（或在世上生命）的看法 – 外体虽日渐毁坏,内在属神的生命却一天又一天被更新（16 节）；2）对在世间为主
受苦的看法 – 这一生的苦难都将过去,主在永世里存有无比的荣耀（17 节）；3）对心中所应顾念之事的看法 不注重眼前那些暂时的事,乃重视那在永世里,恒有价值的事（18 节）。第五章更祥细阐述作福音执事（使者）而
应有的新的人生观,因为每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主都赐下为主而活的使命,和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作福音的
执事（使者）。

第五章主题: 福音使者(执事)的人生观
分段
1.

为基督而活的盼望（v1-5）
1.1 帐篷与房屋 (v1)

林后 5:1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
必得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1.2 房屋与衣服 (v2-3)
林后 5:2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林后 5:3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1.3 脱下与穿上 (v4)
林后 5:4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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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1.4 圣灵的凭据 (v5)
林后 5:5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

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原文作质〕

2.

为主而活的人生观 (v6-13)
2.1 凭信心不凭眼见 (v6-7)

林后 5:6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林后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2.2 愿意与主同在 (v8)
林后 5:8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2.3 立志讨主喜悦 (v9)
林后 5:9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2.4 预备在基督台前显露 (v10)
林后 5: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2.5 敬畏主 (v11a)
林后 5:11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
2.6 赤露敞开 (v11b)
但我们在 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2.7 凡事求神荣耀 (v12)
林后 5:12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2.8 小结 - 颠狂与谨守 (v13)
林后 5:13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

神．

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3.

为主而活的理由 (v14-17)
3.1 主爱的联结 (v14-15)

林后 5: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林后 5:15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3.2 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v16-17)
林后 5: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作肉体本节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林后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4.

为主而活的使命 (v18-21)
4.1 使人和好的职分 (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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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5:18 一切都是出于

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4.2 使人和好的道理 (v19)
林后 5:19 这就是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4.3 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 (v20)
林后 5:20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

神和好。

4.4 使人与神和好的根据 (v21)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1. 为基督而活的盼望（v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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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地?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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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参考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解释

1.1 帐篷与房屋 (v1)
「帐棚」是比喻我们血肉的身体。「天上 1.「帐篷」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是 什 么 意 思 永存的房屋」是指着将来复活荣耀的身
What?
体。
「帐棚」这讲法有旧约的背景。信心
之父亚伯拉罕答应了神的呼召，离开本
为什么这样
乡，在异地支搭帐棚，等候承受神所应许
Why?
的迦南地业。从此「帐棚」成了亚伯拉罕
有什么影响
等候神为他所预备的家乡时的一个暂时的
Wherefore?
居所。他因顺服神的呼召而过寄居的生
2．新约圣经中还有什么地方提到帐篷？
活，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因此在新约圣
与本处所讲的帐篷和房屋有什么关联？
字词原义、
说明背景、 经中，就用「帐棚」来比喻我们今生的生
上下文思
活，就是住在肉身里的生活。
「属地的帐
路、因果关
棚」是暂时的，惟有天上的房屋──复活
系、模拟和
的身体，才是永久的。既然这样，我们不
对比。
是只为肉身活着，更是为盼望荣耀的复活
而活着了。

来 11:15-16
彼后 1:13-15

1.2 房屋与衣服 (v2-3)
「天上的房屋」和「衣服」是一同用来比
喻将来复活的身体。这复活的身体不只是
「房屋」
，也是「衣服」。房屋是永久的，
帐棚是暂时的；
「衣服」则要成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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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能遮盖羞耻，又能表现荣美。
「叹息」指人在肉身活着时，因肉身的各
种需要和各种软弱而有的烦恼，或各种力
不从心的限制。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人类
就要汗流满面才得餬口，劳苦叹息成为在
肉身活着的人的普通现象。基督徒在身体
还没有得赎的今天，虽然心灵可享安息，
身体仍不能摆脱人所共有的「叹息」
。但
我们在这帐棚里不是徒然叹息的，这样的
叹息，是教导我们更深切渴慕得到那天上
的房屋。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袍，祂遮盖我们罪恶
的羞耻。同时穿这件义袍的人也一定能够
得到复活荣耀的身体，叫我们能够在神的
面前站立得住，可以活在永世里，不觉得
羞愧。人如果没有这荣耀的身体，就根本
不能够活在神那边，因为没有复活身体的
就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所以荣耀的身体，
不只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是我们活在天上
的基本条件。林前 15:39-42 记载：复活的
身体各有不同的荣光, 显明各人荣耀的大小
不一样。

3.基督徒不是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吗？为什
么保罗说「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

加 5:22-23

4.请举例说明人生中一些叫人叹息的事？
这些叹息能指引我们目光朝上吗？为什
么？

5.将来在永世里,我们会穿上什么样的衣
服？

彼 1:14
林前 15:39-42

1.3 脱下与穿上 (v4)
神让我们活在肉身里，遇到各样的困难，
各样的劳苦，不是叫我们过一个悲观的生
活，乃是叫我们更羡慕那天上复活荣耀的
身体。我们既然有血肉之躯而经历人生的
各种烦恼痛苦，也就能够体会，这必死的
身体改变成为复活之身体的美妙了。我们
肉身虽然是必死的，但因在肉身活着的时
候已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必死的肉身
所经历到各种悲观和令人叹息的事，反而
更增加对复活生命的渴慕，并且可以在这
肉身的各种限制和烦恼中，预先体验那复
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能力，使我们胜过
这必死身体中各种痛苦。叫这必死的被生
命吞灭。

6.保罗在第四节里所描写的人生观是悲观
的还是乐观的？为什么？
7. 基督徒对今生的事物和对将来的盼望看
法不同,如何把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看法,融
会成基督徒该有的人生观？

1.4 圣灵的凭据 (v5)
8.「必死的被生命吞灭」这句话怎么解
为着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这个目
释？
的，神把祂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加以培
植。这生命起初好像是一粒种子包在外壳
里，种子(生命)受到外壳(肉身)的限制；但
到了时候，这种子就会冲破外壳(外壳是死
的)而发芽，要长出新生命的形状来，那就
是我们将来复活要得到的荣耀身体，那时
候神永生的生命就会完全表露出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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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住在肉身里面，就好像这种子还包
在外壳里面，死还没有完全被生命吞灭。 9.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荣耀的复活， 弗 1:13-14
但我们是已经有这种生命的，因为神赐圣 必死的身体一定会被生命吞灭，而进到荣
灵给我们，就是我们必定能够复活的凭
耀的复活里呢？
据。
归纳综合

作为基督使者的保罗（我们每个基督徒也
都是基督的使者），对人的生死有着不同
于世人的看法。我们的肉身（好像帐篷）,
是会朽坏的，但在永世里，神会赐给我们
不朽坏、荣耀的身体（好像房屋）。我们
这一生，又好像穿脱衣服一般，不断在学
习脱下不合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行为、
举止,穿上合神心意的义袍（就是基督的义
和他的救赎），并活出新生命的形状来。
这一生虽然有劳苦叹息，我们却有神所赐
的圣灵作凭据,将来必定能够复活。

对神、对
己、
对人、对事
物

应用

1. 若有了以上对生死和复活的观念,请每
位组员选择一件目前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事,
使用这个观念重新来横量一下, 到底这件
事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们该如何来修正对
这件事的处理？

2. 为主而活的人生观 (v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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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地?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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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What?
为什么这样
Why?
有什么影响
Wherefore?
字词原义、
说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关
系、模拟和
对比。

备注/参考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2.1 凭信心不凭眼见 (v6-7)
我们应向神常存无愧的良心。如果有任何 1．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使者，怎样才能
向神时常坦然无惧？
亏心之处，就不能向主坦然无惧了。
「时
常坦然无惧」表示良心常清洁无罪，这是
为主活的人应该有的存心。当我们还活在
肉身之中时，身体成了一种阻隔，使我们
不能全然与主同在，却是叫我们学习「行
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2．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大原则是什么？请
举生活上的例子，来说明怎样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虽然没有跟主面对面相见，但我们相
3．你见过只求神迹的「宗教徒」吗？如
果他所求的神迹奇事没有应验，他会如何
是新约信徒行事为人的原则。林前 1 章告
来看待他的「信仰」？这是信仰吗？
林前 1:22
诉我们，犹太人要神迹(光凭眼见)，希利
信祂的信实，借着信心经历祂的同在, 这

尼人是求智慧（光讲理智、讲逻辑，要通 4．你见过只讲理智、逻辑和分析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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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吗？如果他只相信他所能理解的
「神」，删除一切圣经中他不理解的、和
原则，都是要凭人的观感和才智来考验神
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包括耶稣基督从死里
的存在，不是凭信心来认识神的作为。
复活的事实），他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呢？
对今天的信徒来说, 不凭眼见而凭信心有
得过理智的才信）
。这两样都不是信心的

两方面重要的意义：
1. 在行事上，不可只凭眼睛看见的超然神
迹或凭据，需凭信心，并用神的话（神所

5．对今天的信徒来说, 不凭眼见而凭信心 弗 6:17
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有那些重要的意义？

赐下的宝剑）来察验所见到的，依靠圣灵
的引导，学习认识那不可见的神。
2. 在今世的事上不可凭眼前所见的得失祸
福，而与世人争逐名利、只求满足肉欲。
应凭信心，遵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行事为
人，信赖神的公义，盼望神的保守和现今
及将来神所赐下的福气。
2.2 愿意与主同在 (v8)
第 6 节提过一次「坦然无惧」
，乃是因为
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凭
据。本节继续上文的意思，虽然今天我们
住在身内，是与主相离，不能像在荣耀里
跟主同在那么好；可是我们还能坦然无
惧，因为我们活着是凭信心，不是凭眼
见。保罗在这里再一次表现他的心愿，虽
然活在身内是凭信心，与主相离，可是他 6．保罗既然很想到主那里去，为什么又
那么积极地工作？
更愿意离开身体，就是「脱下这个，穿上

腓 1:23

那个」而与主同在。这思想与他在腓 1:23
所说的相同：「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
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
真正爱主的人，必想望与主同在，因为爱
必使我们想念所爱的人。保罗在他的书信
中常常流露出思慕主的爱，可见他能够样
不顾命地劳苦传道，不是受事业心的驱
策，而是受主的爱的驱策，对主爱的回
应。
2.3 立志讨主喜悦 (v9)

7．我们是否愿意凡事讨主的喜悦？愿意
这样立志吗？有什么事拦阻我们这样的立
与主相离，却凭着信心行事为人。另一种 志，或叫我们惧怕的？小组可以把这些事
是更愿意离开这身体，与主同住。这两种 或惧怕以祷告一同带到主的宝座前，求主
加添信心及勇气，来克服这些拦阻，鉴察
意愿都是在向神坦然无惧的态度中产生
6-8 节讲到两种意愿：一种是住在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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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愿，并赐下他的平安。

的。因此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立定了心
志，只要能凡事讨主的喜欢，无论是生是
死，都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要讨主喜欢，
很可能无法得人喜欢，也要舍弃自己的喜
好和偏见，专心遵行神的旨意。
2.4 预备在基督台前显露 (v10)
「我们众人」，特指信徒。按林前 4:5 的
意思，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祂要显明人
心的意念，叫凡服事祂的人，从祂那里得
着称赞。祂要判断我们各人所做的事。所
以这里所说的「基督台前」，是指基督再
来的时候，在信徒中间所行的审判。罗
14:10 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神的台前」
显然是对信徒说的，整段话都是教训信徒
将来怎样向神交账。但在神的台前或基督
台前，跟启示录中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参
启 20:11-15）不同，那是名字不在生命册
上之人的审判，是对灭亡的人正式判决。

8．按这里的第 10 节，林前 4:5 和罗
14:10，我们众信徒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交什
么帐？可以沾别人的光吗？会受别人的牵
累吗？

林前 4:5
「所以时候未到，
甚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祂要照
出暗中的隐情，显
明人心的意念，那
时各人要从神那里
得着称赞。」

罗 14:10
「你这个人，为甚
么论断弟兄呢？又
为甚么轻看弟兄
呢？因我们都要站
在神的台前。
」

2.5 敬畏主 (v11a)
2.6 赤露敞开 (v11b)
主不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祂愿意在
现今赦免人的罪，也要在将来审判死人活
人。使徒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要劝人
归信基督，又劝服信徒遵从神的旨意，忠
心事奉祂。这不但出于爱心，也出于敬畏

9．保罗在这里不但向神坦然，也仅量寻
求人的了解。为什么他也寻求人的了解
因为他们随便批评神的仆人，重看这个轻 呢？他的出发点是为自己？为哥林多人？
看那个。保罗提醒哥林多人，在事奉神的 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神的心。这话是特别针对哥林多人说的，

工作上，不可狂妄自大，随意批评。任何
人与事，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没有什
么遮掩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服事主的
路上，凡事光明磊落，真诚无私，是神所
完全知道认识的。他们盼望这样在神面前
光明磊落的服侍，在哥林多人的良心中，
也被认为是光明的。换言之，他希望哥林
多人的良心，也能够明了他们的事奉是清
洁真纯的。
本节描写神仆两方面的生活：一方面在神
面前对神良心无愧，另一方面在人面前让
人了解我们侍奉主的真诚心志。我们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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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心光明清洁地事奉神，也要尽可能避
免人的误会，开解人心中的猜疑。
2.7 凡事求神荣耀 (v12)
保罗这样的表白不是在「举荐自己」
，也
不是为自己宣传，而是为信徒的益处，叫
他们因着使徒和他的同工们有这样美好的
见证（可夸之处）
，就可以回答那些不信

10．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是谁？

而毁谤他们的人。虽然保罗对哥林多信徒
说了好些责备的话，但他始终把他们看作 11．有时我们不得不说一些责备人的话。
如何说，叫人得帮助，常常是个难事。从
是自家人来责备，跟那些毁谤保罗的假使
保罗责备哥林多信徒中，我们学到些什
徒们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虽然责备哥林多 么？
人，却始终是站在哥林多信徒一边的。凡
事为神的益处，不意气用事。
2.8 小结 - 颠狂与谨守 (v13)
「颠狂」原意是惊奇或神智失常，这字在
新约中共享十七次，和合本译作「惊奇」
十一次，
「希奇」两次，「惊讶」两次，
「颠狂」两次，除本处外，另一次是在可
3:21。英文有译作 amazed, astonished,
wondered 或 bewitched（惊奇而困惑）
。也
有译作 is beside himself，本节则译作 be
beside ourselves（意即忘形），或 go crazy
（即神态失常）
。
「颠狂」在这节经文里有两种可能的意
思：
1. 指保罗在神面前那种亲密的交通，渴慕
认识神的经验，包括他在林前 14 章所讲在
神面前说方言的经验和应用。意思就是他
个人在神面前虽然可以非常自由、亲切的
跟神交通，甚至会使不了解的人惊奇以为
他是颠狂了（忘形或失态），虽然如此，
他在哥林多人面前还是要谨守。因为别的
信徒不一定有保罗这种属灵的经历，因而

林前 14 章
11．保罗为神可以颠狂，为人却要谨守。 林后 12:1-5
4）
、为了众人的益处（林前 14：6），保罗 为什么他为人的原故，愿意「牺牲」自己
，或不在众人面前使用神给他
不但自己谨守（本节）
，而且劝人更多羡 的「自由」
慕（林前 14：1）、寻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 某些的恩赐，或不以自己的经历夸口？
以为怪。而且为了造就教会（林前 14：

赐（林前 14：12）
。不但如此，教会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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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神，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林前 14：40） 。
2. 指保罗和他的同工受神恩典激发，为神
工作大发热心，为救人灵魂不顾一切的情
形，在人看来彷佛是颠狂了。
（按可 3:21
这字也用在耶稣救人灵魂的热心上，甚至
祂的家人以为他「颠狂」了。
）
归纳综合

保罗与同工们立了志向，行事为人都要讨
主的喜悦。既认识将来每位信徒都要在主
的宝座前交帐，就极力劝人与神合好，服
侍神、服侍人，也盼望哥林多的信徒们，
在良心里看清他们光明清洁地侍奉，不至
受人的挑拨离间，甚至弃绝保罗他们所传
的真道。

对神、对
己、
对人、对事
物

应用

1. 为什么保罗如此苦口婆心的劝诫众人，
又为他使徒职分的服侍尽力申辩？是为挽
回他个人的名誉声望吗？是为保持他在教
会中的权力地位吗？
2. 如果我们在服侍的当中被人误会，甚至 罗 12:19
被中伤，我们要用什么原则来分辨，什么 来 10:30
时候需要极力辩解？什么是神加给我们的
功课，需要等候，听凭主怒的？

3. 为主而活的理由 (v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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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地?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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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解释

3.1 主爱的联结 (v14-15)
「激励」原文是受压迫、紧迫、团结一起
是 什 么 意 思 的意思。基督一人替我们众人死，使我们
What?
众人都在祂里面一同死了。我们这许多人
同蒙救赎，被神的爱圈在他爱子的国度
为什么这样
里，理当受祂爱的激励，使我们不再为自
Why?
己活，只为祂而活了。14 节说明基督的爱
有什么影响
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为我们死。16 节说
Wherefore?
明主为我们死的目的──是叫我们不再为
字词原义、 自己活，乃是为那曾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
说明背景、 活。既然这样，为基督而活就是每个信徒
上下文思
理所当然的人生观了。
路、因果关
系、模拟和

2 Cor 5

1. 基督的爱怎样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呢？怎
样激励我们爱祂呢？

2. 为什么为基督而活是每个信徒理所当然
的人生观？

请注意「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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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这里有两种「活」
：一是主为我们的罪而
死，又从死里复活的「活」，如今他在天

3. 基督现在已活在天上，为什么要地上的 太 28:18-20 (大
上掌权；另一种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目 人要为他而活？我们这些要为他而活的
使命)
前在地上为主而活的「活」，为要使地上 人，有什么使命需要完成？
林后 5:18-20
的人，可以借着我们认识天上主的慈爱和
荣美，而称基督是主。
3.2 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v16-17)
新造的人，对人对事应有新的价值观和新
的观察力。为证明新造的人的确有新的眼
光，保罗用自己为例。虽然他曾凭着外貌
认过基督，就是他未悔改前，只凭成见与

4．保罗什么时候凭外貌认过基督？哥林 徒 7:58; 9:1-2
多人曾怎样凭外貌认识保罗？他们失败过 林后 10:10
外表肤浅的认识来判断人。这里提到「不 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教训？
雅 2:1
传闻，就逼害基督的教会。现在他不再凭

凭着外貌认人」
，与上文 12 节有关系：
「好
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
答。
」可见当时哥林多人中有凭外貌批评
保罗，又凭外貌佩服一些另有居心的人
（3:1）。这显然是哥林多人灵性上的幼稚
肤浅，所以保罗特别用自己的见证，来提
醒哥林多人不要凭外貌看人。
「新造的人」在这里可能有三层意义：
1. 所有未在基督里的人，都还在旧造里面
（指在亚当里）
，唯有在基督里的人，在
神眼中是新造的人。

5．在基督里的人为什么被称为「新造的
人」？「都变成新的」包括什么范围？

2. 在哥林多教会里的人，未必都是新造的
人，惟有在基督里的人，才是新造的人。
保罗不是说在哥林多教会里的人，都是新
造的人，而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
3.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都该丢弃旧事
作新人，有新眼光，过新生活，不再凭肉
体的喜好行事。
归纳综合
对神、对
己、
对人、对事
物

2 Cor 5

因为神的爱，基督为我们死，完成了救赎
的大工。凡一切接受基督为救主，又承认
他是自己生命的主的人，就同蒙救赎，被
神的爱联结在基督里。旧的、有罪性的人
已死，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
人应有新的人生观，有新眼光，过新生
活，不再凭肉体的喜好行事。而且为了回
应神的爱，我们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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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岂不是是理所当然的?
应用

1.既然为基督而活是每个信徒理所当然的
人生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实行为主而活？
在行事、为人、处事、理财上，我们跟未
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

4.为主而活的使命 (v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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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地?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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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参考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4.1 使人和好的职分 (v18)

17 节提到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已经成了 1．人如何与神和好？
新造的人。本节说明在基督里的人，都领 （福音的设立奉差遣去传福音的使者，
受一种职分，先是自己与神和好，然后劝 改变人心的神愿意接受福音的人）
为 什 么 这 样 人与神和好。虽然在这里保罗比较偏重说
明使徒或传道人的职分，是一种劝人与神
Why?
和好的职分。但劝人和睦是八福之一，劝
太 5:9
有什么影响
人与神和好是个蒙福的职分，也是所有被
Wherefore?
称为神儿子之人的天职。
是什么意思
What?

字词原义、
说明背景、
上下文思
路、因果关
系、模拟和
对比。

4.2 使人和好的道理 (v19)
本节有三项重要的事实：
1. 神主动要人与祂和好。
2. 神主动地为人预备了可以跟祂和好的救
法。
3. 神主动地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祂的仆人
们，差他们去劝人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的道理，
「就是神在基督里，叫

2．甚么是使人与神和好的道理？

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
们身上」的道理。人类犯罪以后，就以神
为仇敌。人的罪使人与公义的神对立，只
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使人得着神
的赦罪而与神和好。
本节虽然只讲到人与神的和好，没有提到
人与人的和好，但人与人的关系不和，完 3．为什么说当人与神不和好，人与人的
之间的关系也会不和？
全是由于人与神的不和好而起。所有的罪
都使人与神不和，也使人与人不和。例如
「贪心」的罪，不但得罪了神，也必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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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叫人受亏损。所以当人与神和好后，
能够胜过罪恶，也必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4.3 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 (v20)
18 节所注重的是职分，本节所注重的是
人。保罗说他自己是基督的使者，好像一
个传达的器皿，让神借着他向人说话。另
一方面保罗这个器皿很能体会神的心肠，
他恳求人与神和好。「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与神和好。」这句话描写保罗当初到哥林
多传福音，他那恳切的态度，好像是在求
哥林多人来信耶稣，来跟神和好。他为基
督的福音和人的灵魂，情愿尽一切力量。
这句话同样也可以应用在犯了罪的哥林多
信徒身上，保罗站在基督使者的立场，劝
他们要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

4．从保罗以恳切的态度，先是请求哥林
多人信耶稣，后来劝他们与神恢复正常关
系的事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为什么他
情愿尽一切力量来求人与神和好？

4.4 使人与神和好的根据 (v21)
本节说出救恩的根本原理。我们怎样才能
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就是基督替我们成
为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好
叫我们可以得救。
「成为罪」是很特别的 5．神怎样叫我们可以藉耶稣称义？（请
讲法，指基督为我们成了该受咒诅的。按 注意本句用词：不是「成为罪人」而是
照加 3:13：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成为罪」。）
（参申 21:23）
。基督在十字架上时，为我
们受了咒诅，被神离弃（太 27:46）。
归纳综合
对神、对
己、
对人、对事
物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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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13
申 21:23
太 27:46

神子耶稣亲自来到世间，为人的罪钉死在
十架上，并且复活。他一次也永远解决了
人因有罪，无法凭己力与神和好的难题。
我们既靠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又得享
他所赐新的生命，我们理当为他而活，顺
服他的指令，劝世人与神和好。保罗不但
顺命，传讲福音，建立教会；更恳求教会
中的人，若因自己的过犯、或被人误导以
至得罪神、远离神，要快快悔改，恢复与
神亲密的关系。保罗这样的诚恳，这样爱
护神的儿女们，与他们同走第二里路，实
在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求主鉴察我们爱
主、爱人的心与行动，并更多加添爱心和
信心。
1. 请将本段与雅 5:19-20 一起对照来读，这 雅 5:19-20
对我们面对小组、团契中一些信心软弱、
犯过、犯罪、跌倒、或远离神的人的态度
有什么影响？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
愿意为他代祷，并且陪他多走一里人生的
道路吗？

12 of 13

2009.05.01

哥林多后书
总结经训
基督徒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就是当人结束这世上的生命后，将来还会像主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会有一
个比现在更美的复活身体。虽然这应许尚未发生，神却将圣灵赐给每位信徒，作为将要发生荣耀复活的凭据，
并成为现今生活的引导。我们这些被主赎回来的人，旧我已与他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活在基
督里的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理所当然是应该为主而活，拥有新的人生观，以基督所教导的原则来行事、为
人。在人生的遭遇里，我们锻炼凭信心、不凭眼见，羡慕、喜悦与主同在。知道我们一切所行，将来都要在主
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就应凡事要求神的荣耀，并顺服主的差遣，成为福音的使者， 极力
劝人与神和好。

引题 (引發 思考 本 课主 題 )
还没 有 成为 基 督徒 之 前， 你认 为 人 是 从 那儿 来 的？ 最终 要 往那 里 去？ 现 在 你 怎么 认 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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