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保羅使徒的職事 

 

一. 福音的光（1-6） 

1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喪膽，2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

不謬講神的道理，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3如果我們的

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4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

督榮耀福音的光照着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5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

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6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

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林後四 1】 

「我們」是複數詞，而「這職分」是單數詞，指唯一的職事；這表示在新約裡的信徒，都

從事於同一原則和性質的工作──藉著「死亡」供應「生命」，藉著「自己身體」的受苦

與毀壞，建造「基督的身體」。 

本章用的「我們」與 3:18 的「我們眾人」不同，指的是「我們使徒」（參林前 4:9），

特別指保羅自己。交託給保羅的使命十分尊貴，因執行這職分而受到的苦難便算不得甚

麼。他因此一點也不害怕，知道神的大能必能幫助他取得最終的勝利。他接上講這職分的

苦與樂、羞辱與尊榮；到 16 節時再回到「喪膽」的題目上。 

 

「憐憫」特指人在不配蒙受神的恩典的情形下，神的憐憫卻臨及了他，使他得著原不該得

的；「這職分」指新約的執事所負的職任，亦即新約的職事(參 3:5~9)。 

「就不喪膽，」意指不輕看自己，也不自暴自棄，反而勇敢地負起職責，大膽講說(參

3:12)。 

 

【林後四 2】 

保羅說他不像那些假教師「為利混亂」真道（2:17），他也不討人的喜歡（加 1:10）他

決不謬講神所交付的信息，而是敞開自己，口是張開的（6:11），坦白放膽傳講

（3:12）。他忠心誠懇，毫不隱諱，他敢訴諸信徒的良心，知道他是誠實傳講真理的人；

也可訴諸神，見證他的真誠。 

 

「暗昧可恥的事」就是卑鄙、見不得人的事，不能光明正大地行在人面前的事。 

 

「不行詭詐，不謬講神的道理，」「謬講」原文有酒裡摻水的意思。「行詭詐…謬講」在

此特別指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羅 16:18)，叫人誤信以為是神純真的話語，而

中其圈套。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意指:(1)忠實地傳講真理，既不擅自加添甚麼，也不刪減甚麼

(參啟 22:18~19)，只將正意陳明出來；(2)將那位內住的基督活出來，因基督就是真理

(約 14:6)，祂是一切屬靈事物的實際，所以活出基督也就是活出屬靈的實際，也就是表

明真理。 



「薦與各人的良心」意指讓各人憑是非之心來加以判斷(參羅 2:15)，所講的話是否合乎

真理，所作所為是否出自那是真理的基督。 

 

 【林後四 3-4】 

有人指責保羅矇蔽真理。他回答說，對某些人這真理確是矇蔽的，因為他們心上的帕子沒

有除去（3:15），以致看不見，也不能欣賞。這些人是不信者，心眼給撒但弄瞎了。 

 

「如果我們的福音矇蔽，」意指我們忠實地傳講神福音的真理，如果聽者仍然不肯接受的

話，責任不在我們，乃在他們的心眼被矇蔽，叫他們不能看見、不能明白福音真理。 

 

「就是矇蔽在滅亡的人身上，」這等人的心眼被矇蔽，結果導致他們趨向滅亡，最後成了

滅亡的人(參林前 1:18；林後 2:15)。 

 

「此等不信之人」即指上節的「滅亡之人」。「這世界的神」即指魔鬼撒但；撒但利用神

所創造的世界，將它組織成一個系統，包括各樣的人、事、物，和各種的主義、哲理和宗

教，以吸引人心，使之背向神；而這種吸引人心的世界組織體系，隨時代潮流而千變萬

化，每一世代均在演變中，故其背後的操控者撒但又稱為「這世代的神」(原文)。「弄瞎

了心眼」按原文意指使人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 1:21)，對有關神的事

懵懂愚拙。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人的心意乃是神與鬼爭戰的主戰場，傳福音就是要

奪回人的心意，使之歸順基督(參 10:5)；但撒但的計謀乃是弄瞎不信之人的心眼，使基

督福音的光照不進他們的心裡，以致不肯接受基督。 

 

「基督本是神的像，」指基督乃是神本體的真像(來 1:3；參腓 2:6；西 1:15)，神本性一

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西 2:9)；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耶穌基督將

祂表明出來(約 1:18)。 

 

【林後四 5】 

主基督是福音信息的主體。傳的人傳的是基督，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製作出來的信息。

使徒只是聽福音之人的僕人，把基督的福音傳達。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傳自己」意指宣揚自己，使自己在別人的心目中佔有一份的地

位，從而崇敬自己。 

 

「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主」指統管萬有的主宰，萬有都是因著祂而存在，也都是為

著祂而存在；故傳基督耶穌為主，就是使人歸服祂，以祂為今後存活的意義和目的。 

 



「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因耶穌」指因耶穌的緣故；「作你們的僕人」注意

這裡不是說作主的僕人，而是說作你們的僕人，即指作眾人的僕人(參林前 9:19)；在保

羅的心裡，傳道人並不是高高在上、受人擁戴、敬仰的人物，而是卑微、低下，以服事眾

人為己任的奴僕(參林前 3:22；太 20:26~28)。 

 

【林後四 6】 

那創造天地的主，叫光照耀黑暗的神，現在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在信的人心裡，可以驅

走罪的黑暗，讓信者成為新造的人（5:17）。保羅心中有神榮耀的光照耀，這是從神那裡

來的主基督臉上所顯現的榮光，也是當日在大馬色的路上叫他眼睛不能看見的長存的光。

保羅指出信徒不只像鏡子反映主的形狀；主且住在人的心裡，讓人被這光照亮。 

 

「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神所有的工作乃是從光照開始(參創一 3~4)；我們

可以說，若沒有光，就沒有神的工作。因為祂就是光，祂在那裡，那裡就有光(詩卅六

9)。 

 

「已經照在我們心裡，」這話表示不僅保羅自己已經看見了真光，連我們這些信主的人，

也是因著心眼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徒廿六 18)。 

 

 光「照在我們心裡」，不同於光照在摩西的面上(參三 7)；這使我們看見，福音職事的榮

光不同於律法職事的榮光。前者照在人的心裡，與裡面的生命有關；後者照在人的面上，

與外面的生活有關。新約的榮光，是有深度的，是叫人的生命起變化的；舊約的榮光，是

表面浮淺的，是叫人的生活(行為)受拘束的。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這句話表示，神在新約時代光照的第

一步工作，乃是叫人看見且認識耶穌基督，祂乃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來 1:3)，祂彰顯神

的榮耀。 

 

• 保羅如何領受他的職分(1,6 節)?他領受職分的方式，如何影響他的事奉（2-5節）？ 

• 從保羅身上，你學習到應該如何傳福音與分享神的話語（1-6節）？ 

• 當我們傳福音，受到拒絕時，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3-6節）？ 

• 你信主時，耶穌基督福音的光如何照進你的裡面？ 

 

二. 寶貝放在瓦器裏 

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8 我們四面

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致失望； 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

亡。10 身上常帶着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11 因為我們這活着的人是

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12 這樣看來，死是在

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13 但我們既有信心，正如經上記着說:「我因信，



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 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

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15 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

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 

 

【林後四 7】 

古時常用瓦器煉金，金煉好後就打碎瓦器取出金子。從前中東富有的人，因社會治安不

良，常常把他們的寶貝放在瓦器裡埋藏在地底下。這裡借用來作為一種比喻的講法，說明

基督住在信徒的心靈裡面，如同瓦器裡的寶貝。 

 

「這寶貝」就是基督榮耀福音的光、是內在的基督。「瓦器」指使徒或信徒。在哥林多的

市場上，用陶土製的瓦燈十分便宜，也容易打破，但只要能透光便用得著。是那光讓卑微

的器皿成為有用；是福音改變人的能力，使無用的使徒成為有用。神的能力在軟弱的人身

上顯得完全。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這莫大的能力」意指超絶不凡的能

力；內住的基督，具有超絶不凡的能力，是信徒應付難處的力量。「是出於神，不是出於

我們」指不是出自我們肉身的生命，乃是出自神的作為。 

 

【林後四 8-11】 

本段一再強調器皿的無用和脆弱，使徒的軟弱和卑微，來證明神福音的大能不受人的軟弱

影響，一樣能貫徹。保羅在這裡將自己作使徒所受的苦難和他得到的神大能的保守作比

較；許多在人眼中看來不幸的遭際，靠著神的憐憫，一一變為勝利的歡呼。雖然天天為基

督的緣故生活在危險與死亡邊緣（1:5；羅 8:17；腓 3:10；西 1:24），但靠著住在人裡

頭賜生命光照的靈，這脆弱和必朽壞的身體，卻能在今生就經驗到耶穌從死裡復活的大

能。 

 

【林後四 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意指四面受壓，卻仍留有迴旋的餘地；亦即我們所遭受

的難處，不會過於我們所能忍受的(參林前 10:13)。 

 

「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意指似乎無路可走，卻不至絶無出路；亦即在人所不能的

事，在神卻能(路 18:27)。 

 

【林後四 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意指雖被人(仇敵)追趕，卻不被神撇棄；亦即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擋我們呢(羅八 31)？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意指雖然表面上似乎失敗了，卻不至於完全失敗；亦即基督的

恩典──復活生命的能力，要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參 12:9)。注意，本句不能解釋作

「基督徒的肉身絶不至於死亡」。 

 

8，9 這兩節中的四個「卻」字，說出了基督徒裡面生命的奧秘；因我們的裡面有基督復

活的生命，所以能在艱難的逆境中，仍然為主站住。 

 

【林後四 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耶穌的死」指主耶穌所經歷十字架上受死的光景；「身上帶

著耶穌的死」是指我們信徒背十字架跟從主(太 16:24)，為主在自己身上有十字架治死的

光景。 

 

 我們為著主的緣故所遭受的一切苦難，也可以視如在我們身上帶著耶穌的死，也正如下

一節所說:「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參 11 節)。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耶穌的生」指祂復活的生命；這復活的生命原是藏

在我們的裡面，得不著彰顯，必須藉著死而復活的原則，才能顯明在我們身上(參羅

6:4~5)。 

 

有些人誤解了「耶穌的死」，而把基督徒所遭受的一切病痛、災害、損失和難處都包括在

內。但基督徒的苦難有兩種:一種是因自己的疏忽、錯誤、罪過和天然因素所引起的苦

難，此類的苦難與一般世人的苦難並無差異，不能算作十字架的苦難；另一種是為著主耶

穌(太五 11)、為著基督的身體(西一 24)、為著神的國(啟一 9)所遭受的苦難，此類苦難

才能視為在肉身上帶著「耶穌的死」。 

 

【林後四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我們這活著的人」指一切仍生存在

世的信徒；「被交於死地」指所面臨的困境不是自找的，乃是被動的──包括撒但的激

動、人的逼害、神的容許與安排－－但其真正原因卻是「為耶穌」。請注意這裡的「常」

字，表明這種苦難並不罕見，乃是經常發生的。 

 

「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耶穌的生」請參閱 10 節註解；「這必

死的身」指會朽壞的肉身(參林前 16:42，50，53)，乃強調我們的肉身必會死。 

 

【林後四 12】 

受苦的經歷是信徒都會有的，但保羅為基督的緣故受的分外多。他寧可天天面對死亡，因

為越肯為基督受苦，福音工作便越興旺，教會和信徒也越蒙福昌盛（參 1:6）「發動」運

行，運作，活動，發出效能。 

 



「這樣看來，」表明本節乃是 7~11 節這一段聖經的總結。 

 

「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指死亡在人的肉身上發生作用，令當事人感受到死亡的效力與

痛苦，也就是指我們經歷在十字架受死的工作。「我們」在此可指任何以供應基督生命為

己任的信徒。 

 

「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你們」指接受前者服事與供應的信徒；在十字架受死的工作

時，受服事者卻能感應到基督復活生命的工作與能力，正在源源不斷的傳輸過來。這種現

象，就是所謂藉死亡供應生命。 

 

【林後四 13-14】 

保羅援引《詩篇》的話來證明他也是憑著信心說這些話。神既能叫耶穌從死裡復活，那復

活的大能在今生能叫我們不懼苦難，在末日也可叫他和眾信徒一同復活。是這信心令他能

始終不懈，捨生忘死傳福旨。 

 

【林後四 13】「 

「既有」按原文可譯為「既得」；我們的信心，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 2:8)。 

 

「信心」按原文直譯是:「這同樣的信心之靈」；指與本節所引用的經文具有同樣的信心

之靈，而這「靈」並不單指聖靈，乃是內住的聖靈與我們人的靈合一的表現(參羅 8:16 原

文)──信徒的靈響應內住之聖靈的感動，一同發出信心的見證。 

 

「正如經上記著說，」下面的經文出自詩 116:10:「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指詩人雖

曾落在危難中，卻因信靠神必施拯救，故宣告他自己必要在神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指使徒保羅也與詩人一樣，因著信靠神，不但說了上面的一

段話(參 7~12 節)，而且也憑信心繼續說下面的一段話(參 14~18 節)。 

 

【林後四 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自己知道」原文只有「知道」而無「自己」；「那

叫主耶穌復活的」即指父神(羅 8:11)。 

 

「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此處的「復活」有二解:(1)指肉身死了之後的復活(參

林前 15:52)；因為有此復活的盼望，所以願意天天冒死傳揚耶穌(參林前 15:30~32)；

(2)指靈性的復活(參弗 2:5~6)；這話也暗示使徒保羅自認在患難中實在經歷了死亡的滋

味(參 1:9)，但同時也滿心相信神必叫他與耶穌一同復活。 

 



「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祂面前，」「我們」指保羅和他的同工；「你們」指哥林多

信徒，也泛指所有的信徒；「一同」意即所有的信徒都不例外；「站」字即指復活，死人

是躺著的。 

 

【林後四 15】 

使徒甘願受苦傳揚福音，是為了教會和信徒的益處，好讓神臨到保羅身上的恩典能臨到越

來越多的人；他們的感謝隨之增加，叫神因此得榮耀。 

 

「凡事都是為你們，」「凡事」指保羅所遭遇的一切事，此處特指為傳福音服事主而被交

於死地(參 11 節)；「為你們」指為信徒們的益處。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恩惠」即恩典，指信徒對於寶貝──內住基督──生命

和能力的享受與經歷；「因人多越發加增」意指人數越多，所享受與經歷的總合也越多。 

 

「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恩典的享受帶來對神的感謝，享恩越多感謝也越顯

多；而感謝神即歸榮耀給神。 

 

本節說明使徒保羅冒死盡職的理由:(1)他所面臨的境遇是為著信徒們的益處；(2)更多人

能因他的服事而得以享受神的恩典；(3)神的恩典也因人多而加增；(4)更多的恩典帶來更

多向神的感謝；(5)最終叫神得著榮耀。 

 

事奉的目的是為了叫父神得榮耀，這是主工人的最高情操；只要能叫更多的人享受神的恩

典，好使感謝和讚美不住的湧向神的寶座，自己寧願進入死地，以彰顯祂的生命。 

 

• 你認為你是神使用的器皿嗎？如果是，是哪一種器皿？瓦器？銀器？金器？ 

• 保羅的事奉有很多爭戰與挫折，在這些爭戰與挫折中，神的能力和耶穌基督的復活生

命如何彰顯？ 

• 「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這句話對你有什麼意義？有沒有例子

可以分享？ 

 

三. 暫時的與永遠的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

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

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四 16-17】 

保羅回到本章 1 節的話題。他為福音受苦難，外體日壞，但賜生命的聖靈卻讓他內在的我

日日更新。這個內在的我是新造的人，到復活的日子，會成為那永不朽壞的（5:1，



17）。既有這極大的盼望，何用為眼前短暫的苦楚擔心喪膽。將來的榮耀是今天受苦的成

就；今天付出的極少，將來的收穫卻大得無法比較。 

 

【林後四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不喪膽」指對於盡職時所遭遇的難處(參 1 節)。 

 

「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內心」原文為裡面的人，包括重生的靈和更新變化過的魂生

命；「一天新似一天」指日漸更新變化成主的形象，且榮上加榮(參 3:18)。 

 

【林後四 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這話是指今世所遭受的一切苦難，就其時間長短而言，不過

極其短暫；就其輕重程度而言，不過極其輕微。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要為我們成就」意指我們所受的苦楚不是白

受的，是會產生出某些結果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是與前句的苦楚作一對比:我們

所付出苦楚的代價是至暫至輕的，但所換來給我們的榮耀，就其輕重程度而言，是極重無

比的；就其時間長短而言，是永遠的。 

 

【林後四 18】 

人在世間所受的苦難和日漸毀壞的外體，都是看得見的，是暫時的物質界的事物。若把眼

光放在這些東西上面，難保不失望、喪膽。若能注視內在的我所屬的永遠且不能毀壞的屬

天的居所，今生的苦楚便算不得甚麼（5:1；西 3:1-4）。。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所見的」指人的感官所能感受的一

切屬地和屬物質的事物，在此特指外體的毀壞和所忍受的苦楚(參 16~17 節)；「所不見

的」指人外面的感官所感受不到，但在信心的靈(參 13 節原文)裡卻能知道(參 14 節)的一

切屬天和屬靈的事物，在此特指內心的更新和將得的榮耀(參 16~17 節)。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一切屬地和屬物質的事物，肉身和屬魂的

享受或苦楚，都不過是暫時的；一切屬天和屬靈的事物，卻要永遠存留。 

 

• 什麼真理讓保羅在苦難中，仍舊不退縮地為主傳福音？為什麼神允許這些苦難臨到保

羅身上？ 

• 7-12 節與 16-18節能不能幫助你面對現階段的焦慮與困境？ 

• 為什麼在傳福音的過程中，使自己成為他人的僕人是很重要的？你有什麼馬上可以做

的事，來服事你所關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