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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大段中，看到使徒保罗的心胸是多么地宽大恢宏  教会里有人抵挡他，他不计较，
教
有
挡 ，
计较，
反过来，他安慰、劝勉信徒
 他的安慰、喜乐，是与信徒属灵光景紧紧连系在一起
七2-4 是承上启下的，保罗在主里终于得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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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看到那个受安慰的人的心 保罗就是那个受安慰的人 从信徒
保罗就是那个受安慰的人，从信徒、
从神、从他的同工，他都得着了安慰。
为什么他得着安慰呢？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诚心劝勉人、安慰人的人，
就像七1 他以神的荣耀为念、以弟兄们的长进为念…
他以神的荣耀为念 以弟兄们的长进为念
七1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 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因为他看重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
自己是一个诚心安慰别人的人，因此也受别人的安慰
 他是一个真心的爱弟兄的人，
从来不占任何信徒的便宜，情愿和信徒同生、同死


在查考这一卷当中，我们不断地讲保罗的服事观 为基督、为他人。

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说这话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我大大地放胆，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地快乐。

六11-12 哥林多人哪，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

你们狭窄 原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
七2a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这句话的表面好像是一个要求…
 接下去的话语，他十分强烈地表明：
我们没有 负你们 所以不单单是 个 求
我们没有亏负你们，所以不单单是一个要求，
而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心态的表明



七2b 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三句话原文都是：
「我们没有亏负任何人 没有占任何人的便宜」
「我们没有亏负任何人、没有占任何人的便宜」，
 保罗很强烈地否定教会里有些人对他的控诉
 他没有说是谁在毁谤他 –
可能是哥林多人、或影响哥林多信徒的那群人
其中应该是后面这个 也就是影响到哥林多信徒的
其中应该是后面这个，也就是影响到哥林多信徒的
那一群假教师，他们来控诉保罗！

七3a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

保罗的口气又再回复了缓和
保罗的口气又再回复了缓和，
 面对攻击他的人，他必须要站稳立场、表明他的心态
 对弟兄姐妹，他说：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对弟兄姐妹 他说 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你们很清楚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是怎么样对你们的
七3b 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你们常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这些话都不是第一次说、信徒也不是第一次听，
但是保罗还是不得不要把这一切讲出来，
但是保罗还是不得不要把这一切讲出来
要这么样强烈地来表达这个意思，
是因为他非常看重和哥林多人的关系，
是因为他非常看重和哥林多人的关系
 特别到了 林后十一 保罗对哥林多人有深深的一种情感，
看见哥林多人远离神、与主疏离、甚至于犯罪，
他心中有一种愤恨 - 是一种非常强烈感情的表达
 这个地方，保罗还是先讲到他受安慰、灵里有喜乐，
在一切患难中的喜乐是何等的美好！

当我们看到 6a 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也是赐下忍耐和安慰的神。
我们灵里立刻就会被激动 得着了安慰 鼓励
我们灵里立刻就会被激动、得着了安慰、鼓励原来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我们在世界、活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压力，
我们在世界
活在世上 有许许多多的压力
有的时候压力可能会把我们逼得喘不过气来，
永远我们灵性都在高峰 喜乐 这感谢主啊！
永远我们灵性都在高峰、喜乐，这感谢主啊！
但是也有经历有的时候会在低谷、会在低潮，
 需要有从人来的鼓励、安慰
 更美、更直接的是 - 从我们的主而来的安慰，
都
他永远都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当我们今天读到这节经文，
求主让我们都能够从新得力，
因为他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接下来可以看到从各个方面来的安慰，保罗在叙述着…
 从信徒来的安慰：信徒对主工人的关心，这是很宝贵的
从信徒来的安慰 信徒对主工人的关心 这是很宝贵的
 信徒本来有一些状况，现在回复、懊悔、悔改了，
牧者也觉得非常的得安慰 因为看见信徒生命的长进
牧者也觉得非常的得安慰，因为看见信徒生命的长进
 从神来的安慰，在 七5-6
 从同工来的安慰：就是提多回来了，
从同工来的安慰：就是提多回来了
安慰保罗，提多所带回来的消息，就是
教会信徒的状况，转变了、好了
教会信徒的状况，转变了、好了…
七5-7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
周围遭患难
外有争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
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七5 把我们拉回到
一3
3 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又提到马其顿，就又连到
二13 14 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二13-14
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
所以保罗从 一3 → 二13-14 → 七5-7
再度地、很具体地呈现着同 件事，
再度地、很具体地呈现着同一件事
中间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
但是还是连得上。
七5 提到身体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
这是他离开特罗亚的时候的心情，
他甚至是暂时放下了福音的工作，
因为他等不到提多回来、心中悬念提多，
也悬念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就离开了特罗亚、到了马其顿。

但是那个心情，并没有因为到了马其顿就有所改变，
 他仍然要面对因传福音遇到的逼迫，那是在外面环境的
他仍然要面对因传福音遇到的逼迫 那是在外面环境的
 还有提多没有回来，他心中挂记着– 提多怎么样呢？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提多又是怎么样呢？
信徒的光景是如何呢？
很多很多的事情 悬记 挂记在保罗的心里
很多很多的事情，悬记、挂记在保罗的心里
他说：外有争战、内有惧怕，没有掩饰他的感情。
害怕，是经历患难时候的
害怕
是经历患难时候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个自然的反应，
是生活的体验，和属不属灵没有什么关系。
 西方受到斯多亚哲学的影响，认为 智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只有理性，不应该有感情的
 但是圣经里有很多在描写情感的：
耶利米流泪的先知，诗篇更是有许多诗人心情的剖白，
基督徒当然不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
罗十二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还要与哀哭的人同哭。

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安慰」：
神借着提多回来 又带来了哥林多人的安慰
神借着提多回来，又带来了哥林多人的安慰，
不论是直接的、间接的，都安慰了保罗。
 提多的安慰来自于看到哥林多人
对保罗的反应 - 他们是为罪哀恸、懊悔，
是很实际的反应 愿意离开不义的生活
是很实际的反应，愿意离开不义的生活
 由此可见，保罗想见提多，
不只是因为是他的同工， 是因为提多是带着使命的
不只是因为是他的同工，而是因为提多是带着使命的
在时间上，哥林多前书、后书 大概距离超过一年，
也有人说可能是八个月，
不管如何，看到保罗在处理教会的问题上
的确花了很多的时间；
；
有一些问题不是马上就可以处理好的，
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能够得着安慰，
事情就一直悬在那里。

保罗透过他的生活体验，真实地带出了自己的心境 –
有害怕 有忧伤 也要接受安慰
有害怕、有忧伤，也要接受安慰，
这样的心境就随着、借着
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得着了转变。
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得着了转变
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
我相信今天他依然安慰着属他的儿女，
我相信今天他依然安慰着属他的儿女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
不是永远哀哭 好像所信的神不真实一样
不是永远哀哭，好像所信的神不真实
样
 但是也必须承认 –
有的时候我们会担 、害怕、流泪，
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害怕、流泪，
这是真性情、真感情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当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说话的时候，
他的安慰临到的时候，就不要再哀哭、再低沈了，
我
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就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靠着主的恩典，
来、 续 前走。
这是基督徒可以有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把握。

教会的问题、经历，
 不要以为每件事情我们一祷告，
不要以为每件事情我们 祷告
马上神作工，很快可以处理完成
 也不是像所谓的哲学 –
抛开感情的因素、纯理性来处理事情
这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这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至于处理事情的时间点，就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有些事情要快快处理、不能拖，
有些事情要快快处理 不能拖
一拖，问题就愈滚愈大
有些事情给它一点转圜的余地、
 有些事情给它
点转圜的余地、
等候的时间，是一个好办法
要怎么样的分辨呢？
哪些事情快快处理、哪些事情事缓则圆呢？
真是求主给我们在祷告当中赏赐下智慧和能力，
毕竟处理人的问题，都是不容易的！

我们看到保罗是神的仆人，
 这么样的有聪明、上帝给他智慧，
这么样的有聪明 上帝给他智慧
他也不是靠自己，他一直在靠主
 面对的问题好大，跟教会的张力也拉得很久
面对的问题好大 跟教会的张力也拉得很久
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认识他的真性情，
求主帮助我们 更深地认识他对弟兄姐妹的爱 –
求主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对弟兄姐妹的爱
若不是从神领受爱、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着，
他就不能够用从神来的爱，
忍耐宽容信徒对他许多的不合理的对待。
所以，不论是时间短的、很快地处理，
所以
不论是时间短的 很快地处理
或要等候一段时间处理，
 那只是一个方法，当然需要求主给智慧
那只是 个方法，当然需要求主给智慧
 更重要的，应该是里面的那一份爱，
没有那份爱，
不管时间短、长，怎么处理都会出问题！

七9-10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为自己打算的忧愁 结果带出来的是苦毒 自怜
为自己打算的忧愁，结果带出来的是苦毒、自怜。
太六25-34 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和
难
就
当我们思想到保罗他认为先前那封严厉的信，
不知道哥林多人的回应是什么？
现在他感受到他们的确是认识自己的亏欠、
愿意悔改 这样 个真实地懊悔
愿意悔改，这样一个真实地懊悔，
带出来的却是希望、带出来的却是生命，
所以保罗也放心了。
所以保罗也放心了

七8-11 看到有两种忧愁、带出了两种结果：

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
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
就生出了懊悔，叫人得救、生发热心、叫人洁净
 依着世俗的忧愁、动机是为着自己来打算，
依着世俗的忧愁 动机是为着自己来打算
结果就是苦毒、自怜、叫人死
是两个非常非常不 样的结局。
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结局


七8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保罗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叫提多送去以后，
保罗写了
封严厉的信 叫提多送去以后
觉得写太重了、有一点懊悔，让弟兄姐妹受伤、站不起来；
但是他现在看到好结果 所以他说：
但是他现在看到好结果，所以他说：
那个信叫你们忧愁，我现在知道了 - 是暂时的忧愁，
那个信很严厉，但是你们回头了，让我很高兴、得安慰。
但是依着世俗的意思来忧愁，就很糟了！

七12-16 看到弟兄姐妹的顺服、并且也接待了提多，

这是因为他们在爱心上也有长进了
这是因为他们在爱心上也有长进了。
七12a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到底谁是亏负人的、谁是被亏负的？好像没有明讲，
 被亏负的就是保罗自己
 亏负人的就是那一群假教师
七12b 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乃要在神面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保罗认为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
他这位基督的使徒、和哥林多的信徒是不能分开的，
当然要彼此互勉。
在教会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在教会有
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就是「彼此」的真理彼此顾念、彼此建立、彼此接纳、彼此饶恕，
不要彼此相恨、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七13a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

保罗得安慰，不仅因为哥林多人的悔改，
保罗得安慰
不仅因为哥林多人的悔改
再加上他们对提多的态度、
让提多也受到了鼓励。
让提多也受到了鼓励
七14a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
 一方面担心哥林多人的反应
方面担心哥林多人的反应
一方面对他们还是有点把握 - 不至于这么不受教吧？
 保罗在写那封信的时候是痛苦、流泪的
但又对提多称赞哥林多教会还不错，现在这句话成真了
我们就看见保罗为父的心肠：
好像有时候，我们一方面责备儿女，
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坏吧？
第七章、第二章 处理保罗不去哥林多作了解释，
事实上，也不说教会完全没有问题，
后续还会看到保罗在处理另外的一些事情。

祷告

谢谢主，
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受教，
在你的恩典中得安慰。
在你的恩典中得安慰
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