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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为人使徒的为人 林后十一

哥林多后书不断围绕着保罗与教会许多的事情，

发生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 –
一些假教师在教会所造成的扰乱。

十一章 在讲保罗情感背后、他关心的部分：

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分诉他的居心、为人，

 他向信徒的存心是清洁、没有私意的

 就好像他盼望信徒在主耶稣面前，

永远存着纯一、清洁的心

保罗不是格外要信徒看重他是什么样的人，

乃是当信徒质疑保罗使徒身分的时候，

最 们也同时质疑保罗所传宝贵的福音保罗最担心他们也同时质疑保罗所传宝贵的福音

我们很清楚了解保罗内心深处
着急他着急的原因是什么！

十一1-2 再次看到保罗牧人的心肠 - 在他灵里有一种愤恨，

其实那是出自于他里面纯 清洁的关爱 有两个原因其实那是出自于他里面纯一、清洁的关爱，有两个原因：

1. 信徒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

2 他竟然看到教会里面有 些人在另外传 个耶稣2. 他竟然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另外传一个耶稣，

信徒糊里糊涂的就跟了上去，

另受一个灵 另得一个福音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

十一2-3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 个丈夫

嫉妒、热爱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就好像何西阿书 丈夫对妻子的爱，容不下一点沙的，

保罗用的就是这样的爱，保罗用的就是这样的爱，

好像还不太能够完全的表达他丰富的意涵。

现代的解释，比较趋向于

保罗以父亲把美好的女儿许配给别人保罗以父亲把美好的女儿许配给别人，

完成了自己的责任、托付之后，

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这个关系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这个关系 -
也就是他自己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

这就好比我们对自己所开拓出来的教会这就好比我们对自己所开拓出来的教会
 很难放得下，看作是自己的心血

 这样的心意太强时 交给谁来牧养 这样的心意太强时，交给谁来牧养

你都不放心，这其实也是不好的

讲的好 我是为神来守望 看守教会讲的好，我是为神来守望、看守教会，

其实要小心，很多时候可能是把教会当作自己的产业了！

保罗的心态好像父亲对女儿一样保罗的心态好像父亲对女儿 样，

 他就能够抽离、没有很强的占有欲
 但是他很关爱这个孩子 但是他很关爱这个孩子

那个强烈的责任感，不容许有任何人破坏他。



现在保罗他不单是在讲理、也是在讲爱，而且是热爱！

他热爱这个教会 热爱这些信徒 他热爱这个教会、热爱这些信徒

 但在热爱当中，他竟然受到攻击，攻击他的人

竟然是在传所谓的另一种福音 保罗很心痛竟然是在传所谓的另一种福音，保罗很心痛

十一1a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
但是愈说愈着急的保罗 看到信徒竟然去接纳但是愈说愈着急的保罗，看到信徒竟然去接纳

另传一个耶稣、另传一个福音的所谓的传道者，

他觉得你们实在是太愚昧了！他觉得你们实在是太愚昧了！

十一4b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好像说 - 那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那就算了吧！

不是算了，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你们容让这样的人能够在教会兴风作浪、搅扰信徒，

那可真是好啊！
那是他很强烈的 语词 代表着他那 很心痛的情感那是他很强烈的一个语词 - 代表着他那个很心痛的情感。

十一4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或者你们另受 个灵 另得 个福音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

保罗的福音观：圣灵的印记是基督徒的标志、也是福音的内容，

「耶稣」这个名 在保罗的书信很少见「耶稣」这个名，在保罗的书信很少见，

 第四章 提过耶稣的死、耶稣的生，

因为他常常是「耶稣基督」连在 起说因为他常常是「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说

 十、十三章 也用超越、之上、过于这样的词汇，

来批判假教师 假使徒来批判假教师、假使徒

十一5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当然 传道人不需要彼此比较当然，传道人不需要彼此比较，

但是为着要挽回受迷惑的信徒的心，

保罗情愿冒着被讥讽为「他真是言语粗俗啊」，保罗情愿冒着被讥讽为「他真是言语粗俗啊」，

他仍然要让信徒看清楚一切…

十一6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十 6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粗俗」也用在 徒四13 当官长们观察到
彼得 约翰两位使徒没有受过正统教育彼得、约翰两位使徒没有受过正统教育，

就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意思就是 他们是那没有学问 粗俗的人意思就是- 他们是那没有学问、粗俗的人。

这地方讲到保罗的说话，

 形容保罗好像没有受过良好的修辞学训练 形容保罗好像没有受过良好的修辞学训练

 不要忘记，保罗是在迦玛列门下受教的，

这一方面他当然是有他的水准的这 方面他当然是有他的水准的

保罗不卖弄，反而说：就算我言语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指的是他对神的认识 不论是在知识上 经历上的 指的是他对神的认识，不论是在知识上、经历上的，

所谓认识耶和华的智慧
 保罗认为传道人在恩赐上会有不足的地方 保罗认为传道人在恩赐上会有不足的地方，

可能讲道的技巧、言语的表达…
但是对神的认识与经历，那不能少的，但是对神的认识与经历，那不能少的，

这是他对传道者最基本的要求

保罗很清楚 - 不会因为别人批评他
没有这样的恩赐 那样的恩赐没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

就觉得自己不能作传道人；

他很清楚知道 自己可能没有你们所说的恩赐他很清楚知道- 自己可能没有你们所说的恩赐，

但在别的地方是有能力的，

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 切相信的！

保罗刻意的不让人把他归类于很会讲话的「名嘴」，

 他不用高言大智来宣传神的奥秘 他不用高言大智来宣传神的奥秘

 反而定了主意：在信徒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有时我们不自觉的想显露一下

自己懂多少、自己的能力；自己懂多少、自己的能力；

但保罗约束他自己，

他很清楚知道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他很清楚知道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

他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有时技巧差一点、不代表没有知识；

传道人讲道的技巧差 点 不代表没有真理的认知 内涵传道人讲道的技巧差一点，不代表没有真理的认知、内涵。

 我们不能够以恩赐来评估一个人的优劣好坏

 哥林多人就认为 没有恩赐 你就没有水准 哥林多人就认为 - 没有恩赐，你就没有水准

所以保罗在这里处理这个错误的界定：

不应该用这种标准来界定使徒不应该用这种标准来界定使徒，

而是要用福音的本质 - 传的是不是真理？

人有没有因为听到你所传的福音有没有因为听到你所传的福音

而认罪、悔改、得着救恩，后面还带着生活的见证？

十一7-12 保罗自居卑微、虚心服事，十 7 12 保罗自居卑微、虚心服事，

显明他为人的谦卑还有爱心，在四个方面：

 甘心服事信徒

 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

 把从别的教会得来的供应、来为他们效力

 在钱财上的谨守，为的是不要落人的把柄

十7 这个话题忽然转到钱的问题上 –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

耶稣的教导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路十7)耶稣的教导，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路十7)

 林前九 有暗示 - 讲的是放下权利，包括得着该得的工价

 林后 保罗的争论 是在于拿谁的钱 拿谁给的工价 林后 保罗的争论，是在于拿谁的钱、拿谁给的工价，

而不是我拿不拿这个工价

对于拿不拿工价 不该用律法来限制 否则就违背了对于拿不拿工价，不该用律法来限制，否则就违背了

耶稣的教训 - 耶稣的话是给保罗拿工价的权利，
但是保罗有自由来放弃这个权利。但是保罗有自由来放弃这个权利。

 其实保罗也从腓立比教会得着供应的

 但是不拿哥林多教会给他的工价，但是不拿哥林多教会给他的 价，

他乃是实践上帝给他的恩典，

把这样的分享、这样的爱，

来给对他质疑的哥林多的信徒

福音是恩典、让人白白得着，

拿不拿工价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拿不拿工价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为什么哥林多人很气保罗、甚至误解保罗呢？

在当时有 些有钱人 常常会赞助哲学家旅费 在当时有一些有钱人，常常会赞助哲学家旅费，

就得着对方极大的恭敬、感谢

保罗拒绝教会的供应 对这个社会风气来讲是不 样的保罗拒绝教会的供应，对这个社会风气来讲是不一样的，

当时在教会也有江湖术士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所以保罗不拿工价 也是为着彰显自己所以保罗不拿工价，也是为着彰显自己

和这些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保罗最主要的是要表达保罗最主要的是要表达

福音就是恩典，传福音是爱的流露。

现在有些服事者不拿供给现在有些服事者不拿供给，

可能是为着不愿意受人支配、指使；

但是保罗是以信徒来作取向的，但是保罗是以信徒来作取向的，

他为着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从自身来作考量。

十一13-15 保罗很强烈的在批判这些假使徒…
这些假使徒纵然有基督使徒的模样，但是你们

不能看外貌、要从他们传讲的道理来分辨。
其实假使徒的结局是十分可怕的其实假使徒的结局是十分可怕的：

15b 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十 保罗有不得已的自夸 为他的勇敢 出身 职分夸口十一16-23 保罗有不得已的自夸：为他的勇敢、出身、职分夸口，

他的自夸不是含混其词、而是很具体的带出来，

用这个处境和假使徒来比较用这个处境和假使徒来比较，

他重复地使用他们 -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三个问题都与假使徒的夸耀有关

保罗的回应 - 我也是！保罗的回应 我也是！

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一点都不在那些假使徒之下，

为的是要叫教会能够认清假使徒和真使徒为的是要叫教会能够认清假使徒和真使徒，

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了。



十一16-23 看到它的后面，

真正影响人的判断的是身分 地位的问题真正影响人的判断的是身分、地位的问题。

这一段用的是充满讽刺的语言，

现代人看好像觉得 保罗 你这样的说词不太好吧？现代人看好像觉得 – 保罗，你这样的说词不太好吧？

但在当代的修辞学当中，

这样的用法其实也是很普遍的表达方式这样的用法其实也是很普遍的表达方式

保罗在讽刺和比较里面，仍然保持头脑的清醒，

虽然的确是有怒气虽然的确是有怒气，

但流露出来的是因为关心；

因为关心，所以气这些信徒：

23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因为关心，所以气这些信徒：

「你们怎么这么愚昧？怎么会上这一种当？」

23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

你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

我告诉你 我更是我告诉你们- 我更是！

但后面保罗拿来作例证、拿来作比较的，竟然是受苦！

接下来就是他的受苦清单接下来就是他的受苦清单，

 不是别人所看为重要的地位、声望、势力，

能不能行神迹 学历怎么样能不能行神迹、学历怎么样，

都不是保罗拿来当作说词，

这些全都是假教师用来夸口的范畴这些全都是假教师用来夸口的范畴
 由此可见，在保罗作比较的背后，

仍是受「十架神学」的控制，没有被怒气冲昏了头仍是受「十架神学」的控制，没有被怒气冲昏了头

今天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成败论英雄 – 看这传道人
带了多少人信主、建立多少教会、有没有行神迹，带了多少人信主、建立多少教会、有没有行神迹，

学历高的人奉献作传道，

好像要比一般人作传道要来得更受尊重…
这样的迷思今天仍然还是存在的，

如果要教会不受世俗的影响，

惟有用「十架神学」来平衡。

十一24-33 受苦清单，面对的是犹太人的逼迫，

绝对 是这 段经文保罗受苦绝对不只是这一段经文保罗受苦，

但保罗略略在这里提一下，我们就觉得不得了，

真的 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的！

24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25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25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26b 假弟兄的危险，外面就像基督徒，会祷告、假弟兄的危险，外面就像基督徒，会祷告、

会用很属灵的言词，教会界的事也都侃侃而谈，

但事实上没有真的重生得救。

27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28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保罗说：如果我要自夸，就夸我的软弱吧！

「与主同死同活」要怎么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呢？

首先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首先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
传福音是为着主、就是与主同活；

为主受苦 就是与主同死为主受苦、就是与主同死。

 十一32 在大马色逃命的经历，和当代的英勇事迹是相反的：

当时的英雄都是不怕死的、冲锋陷阵的；当时的英雄都是不怕死的、冲锋陷阵的；

但对保罗而言，证明他真是基督的仆人

 徒十六 保罗、西拉在腓立比的监狱被打得半死，徒十六 保罗、西拉在腓立比的监狱被打得半死，

他都没有亮出罗马公民的身分来脱身，

但当官府要他悄悄离开时，他却显露了他的身分，

目的不是为自己，是为着走了以后，那些信徒、那个教会！

所以逃不逃、为主死、为主活，，

决定全在于我们是不是清楚知道：

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神要你为他怎么做。

在这一章，看到非常丰富的内容，更进一步体会保罗牧者的心肠。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求主让我们

更深进入保罗的心境，更深进入保罗的心境，
更深看见

他如何愿意与主同死、同活，
活出荣美的见证。

求主坚固教会、坚固弟兄姐妹，
在这末后的世代

让我们可以为你打
美好的胜仗。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