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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 暂停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第廿五课第廿五课 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第廿五课第廿五课 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
哥林多后书十-十三

保罗在书信的语气转变成非常严厉，
几乎是「辩论」的语气

哥林多后 十 十

几乎是「辩论」的语气，

是要辩证自己服事的凭据。

回答别人的批评十1-十一15

引证过去的经历十一16-十二13引证过去的经历十 十二

为第三次访问
哥林多作准备十二14-十三10哥林多作准备十二14 十三10

第廿五课第廿五课 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第廿五课第廿五课 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
林后十三3 保罗花四章篇幅为其使徒职分辩解的原因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
因为 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林后十三3 保罗花四章篇幅为其使徒职分辩解的原因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不是所有哥林多人都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
他们大都与保罗同 阵线的他们大都与保罗同一阵线的，

很愿意在各方面支持保罗的工作。

「我如今欢喜 能在 事上为你们放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七16

煽动反对保罗的 都是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煽动反对保罗的，都是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 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十一4

这样的人渗透进入教会，企图引诱基督徒离开他们效忠的信仰

这些犹太教的煽动者，
尾随保罗横越亚洲进入欧洲，

攻击他的信息及人格。

这样的刺会引起教会内的问题，

在真理和救恩当中造成分裂



第一世纪教会刚建立时第 世纪教会刚建立时，

非常需要这种「护教」立场。

真假福音同时传播四方 领受的人会怀疑：真假福音同时传播四方，领受的人会怀疑：

谁是福音的真传道人？谁是假冒的？

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提供了答案

综览这四章圣经时综览这四章圣经时，
特别注意做为基督真正的见证人，

福音伟大的事 证

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

在福音伟大的事工上应有那些明证？

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服事的凭据与神够用的恩典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描述所领受的作使徒的呼召、
写这封信的原因写这封信的原因，

为他的使徒职份辩护。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1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十1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

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2 有人以为我是凭

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

里的时候 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3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

争战。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

破坚固的营垒，5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

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6 并且我已经预备

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不是凭血气行事 1-6

哥林多教会中有人认为哥林多教会中有人认为：

保罗写的信沉重严厉、刚强勇敢地责备人，

见面时柔弱谦卑 足畏惧 觉着信只是威吓罢了见面时柔弱谦卑、不足畏惧，觉着信只是威吓罢了，

其实言行不一致，是跟世俗人「凭血气行事」一样。

保罗劝他们要改过自新，

免 来免得他到来时得要刚硬地惩治不顺服的人。

更指出他行事为人绝不是采用世俗人的方法，

乃是靠神福音的大能，使人顺服基督。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不是凭血气行事 1-6

林后十3-5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林后十3 5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面对人的批评，，
保罗澄清自己行事、服事的原则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的确拥有使徒权柄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7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8 主赐给我们权柄，是

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 也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

不至于惭愧。9 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10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11 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

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要求哥林多人不看表面 眼前

保罗确实拥有使徒权柄

要求哥林多人不看表面、眼前，
明白神赐使徒权柄的目的

要知道保 没有使 责罚的权柄要知道保罗没有使用责罚的权柄
并不表示他没有使徒的权柄

对敌对者正会使用这权柄

警告语气，不希望使用这权柄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的夸口有所根据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敢将自 那自荐的 列相 自 度量十12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

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13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构到你们那里。14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构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

界限，好像构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

福音。15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

长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16 得以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16 得以

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

的事夸口。17 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18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

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的夸口有所根据

保罗是照神给他的使徒身份和「界限」保罗是照神给他的使徒身份和「界限」

─ 在未闻福音的地方建立教会。

在这原则下 开始在哥林多的工作在这原则下，开始在哥林多的工作，

并且盼望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使徒权柄辩护 夸不要把为使徒权柄辩护与夸口混为一谈，

「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构到你们那里」

保罗断不会将别人的成果归功于自己。

人不应自夸，而是要以神夸口。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首要关注的是

假使徒听闻哥林多教会有假使徒出现，

他们企图贬损保罗使徒的权柄，

以求在哥林多教会建立自己的权威。

教会所受的威胁是有一些人要向他们传他们传

「另一位耶稣，不是保罗传过的」「另 位耶稣，不是保罗传过的」

以致他们的心
「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 清洁的 」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的愤慨不无理由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一1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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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丈

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3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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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

另受 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 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

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5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

使徒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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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的愤慨不无理由

哥林多信徒在保罗带领之下归向了基督哥林多信徒在保罗带领之下归向了基督，

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了丈夫，

他们便应贞洁 纯他们便应贞洁、纯一，

好在主再来时可以将自己献给主。

有些信徒轻易受一些假使徒的迷惑，

有撇弃福音真道，离开主的倾向。有 弃 音真 ，离开 。

作为哥林多教会属灵领袖的保罗，

有充分作使徒的条件、丰富的属灵知识，有充分作使徒的条件、丰富的属灵知识，

所夸口的都是上帝所成就的恩典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请自行阅读 列经文后 左 角 继续课程

保罗传道不谋己利

十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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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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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9 我在你们

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

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10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11

为甚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么？这有神知道。12 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为甚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么？这有神知道。12 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

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13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役 若装作仁义的差役 也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15 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

不算希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传道不谋己利
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时，不要当地信徒供养他，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时，不要当地信徒供养他，

是靠自己刻苦养活自己，或倚靠马其顿教会的馈赠。

当时希腊哲学教师开班授课、按学生资格收费，当时希腊哲学教师开班授课、按学生资格收费，

对比于此，保罗坚持不收分文。

高升保罗声明他的做法为叫信徒「高升」

─ 不花钱而得属灵的福气，

经济上不因保罗的服事受牵累

这一切乃是出于爱心。

他要继续持守这原则，以致与假使徒有所分别。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真假钞票」的类比

自有真钞以来 就 直有假钞的问题自有真钞以来，就一直有假钞的问题。
会研究清楚真的钞票
以致 看假钞就知道以致一看假钞就知道，

因与真的不一样

保罗没有多花篇幅指责假使徒，
相对提到许多真使徒 ─

真理、福音、服事中之明证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为自己辩护：

决意不效法那些自称为「超等使徒」的方法决意不效法那些自称为「超等使徒」的方法

但也不让假使徒在某些

「显示他真诚事奉的事情上」向保罗来夸耀「显示他真诚事奉的事情上」向保罗来夸耀
保罗提醒读者，他夸口只限于「那关乎他软弱的事」

以愚妄的人自居，细诉自己的经历，

自夸虽是愚妄的行径，

但甘愿用这样的方法，

为使信徒能分辨
「真使徒」与「假使徒」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 16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 叫十一16 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
我可以略略自夸。17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18 既有
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19 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20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 或侵吞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侮慢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20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21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
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22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
以色列人吗？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 23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23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
是屡次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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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26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头打了 次，遇着船坏三次， 昼 夜在深海里。26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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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
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30 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
弱的事便了。31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32 在大马士革亚哩
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33 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
上被人缒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在诉诸自己的经历时，
重点是在他所受过的苦 以人看为软弱的事来夸口重点是在他所受过的苦，以人看为软弱的事来夸口。

列出受患难的清单，是真服事的明证 ─
「因为受过这些患难 证明我是耶稣差遣的真使徒」「因为受过这些患难，证明我是耶稣差遣的真使徒」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异象和启示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2 我认

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3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

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4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5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4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5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6 我就是

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 在我身 所 见所听见的 恐怕我因所得的启 甚大 就过 自高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8 为

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这事，我 次求过 ，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

力覆庇我。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甚么时候软弱 甚么时候就刚强了因我甚么时候软弱，甚么时候就刚强了。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异象和启示

保罗非常含蓄的讲述自己得救的启示，保罗非常含蓄的讲述自己得救的启示，
「认识一个人在十四年前…」

强调自己的软弱，藉此衬托出基督的刚强。强调自己的软弱，藉此衬托出基督的刚强。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免得我过于自高」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十二9

上帝没有照保罗所求的应允，所给的是够用的恩典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夸口的总结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1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甚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12 我

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奇事 异能 显出使徒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

的凭据来。13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甚么事不

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 ‧为探访之预备

夸口的总结

哥林多人如果肯为保罗辩护哥林多人如果肯为保罗辩护，

他便毋须用愚妄人的方式，

写出夸口的语句写出夸口的语句。

至终保罗夸口基督的恩典，

在他的软弱当中显得刚强在他的软弱当中显得刚强。

保罗是神学家的神学家保罗是神学家的神学家，

修辞语句中，没有苦毒、批评、指责，

在表白中转向神的恩典在表白中转向神的恩典，

使收信人不只受责备、也被激励。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为探访之预备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4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

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15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

们的爱吗？16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

用心计牢笼你们。17 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

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你们的便宜吗？18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或作：圣灵）吗？

不同是一个脚踪吗？19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

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20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

的；又怕有纷争 嫉妒 恼怒 结党 毁谤 谗言 狂傲 混乱的事 21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21

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

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为探访之预备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1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2

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3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3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

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

面是有大能的。4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

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

心里吗？6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7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

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

被弃绝的吧！8 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9 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

强 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作完全人 10 所以 我不在你们那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作完全人。10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

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

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为探访之预备

保罗计划第三次往哥林多去

表达对他们的爱与关怀 十二14-18

担心哥林多人仍继续犯罪，

令他失望忧愁 十二19-21

警告那些犯罪者及受假使徒怂恿的警告那些犯罪者及受假使徒怂恿的，

他确实有主的权柄，

中会在他们中间施行惩罚 十三1-4

劝勉他们不要作恶事，

乃要作完全人 十三5-10



‧真服事的权柄与认证 ‧真假使徒 ‧真服事的明证‧为探访之预备

以父母对儿女的心来比喻他对哥林多人的爱
坚守分文不取的原则 非常愿意为他们付出自己坚守分文不取的原则，非常愿意为他们付出自己
愿意在基督里软弱，不应被看作懦弱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十三5「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十三5

结束时加上一个严厉的警告 十三10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

保罗深信真理必然得胜，因为主所赐他的使徒权柄

结语 十三11-14 概括所有要强调的勉励结语 十三11-14 概括所有要强调的勉励

愿弟兄们都喜乐。
作完全人 受安慰 同心合意 彼此和睦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结束的一句话是新约圣经中最优美的祝福语结束的 句话是新约圣经中最优美的祝福语，
反映出三位一体神的特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耶稣使我们成为何等的人谢谢耶稣使我们成为何等的人，

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显明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有勇敢诚实的心，

能够用健康的态度能够用健康的态度

来面对生命中的挑战、软弱，

在软弱当中有你的刚强来覆蔽我们在软弱当中有你的刚强来覆蔽我们

求你引导我们的生命不求丰富发达、光宗耀祖，
但求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上是显明的，使你得着荣耀。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面对有人批评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他如何回答？ 十3-5

保罗提出了哪两方面真使徒服事的明证？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面对有人批评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

他如何回答？ 十3-5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保罗提出了哪两方面真使徒服事的明证？
一. 作使徒所受的患难
二. 所领受的异象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