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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5:1  5:1  5:1  5:1 –––– 6:2 6:2 6:2 6:2    5/6/20195/6/20195/6/20195/6/2019    
1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原原原原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這這這這 地地地地 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 帳帳帳帳 棚棚棚棚 若若若若 拆拆拆拆 毀毀毀毀 了了了了 ，，，， 必必必必 得得得得 神神神神 所所所所 造造造造 ，，，，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人人人人 手手手手 所所所所 造造造造 ，，，， 在在在在 天天天天 上上上上 

永永永永 存存存存 的的的的 房房房房 屋屋屋屋 。。。。 2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這這這這 帳帳帳帳 棚棚棚棚 裡裡裡裡 歎歎歎歎 息息息息 ，，，， 深深深深 想想想想 得得得得 那那那那 從從從從 天天天天 上上上上 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 房房房房 屋屋屋屋 ，，，， 好好好好 像像像像 穿穿穿穿 上上上上 衣衣衣衣 

服服服服 ；；；； 3 倘倘倘倘 若若若若 穿穿穿穿 上上上上 ，，，， 被被被被 遇遇遇遇 見見見見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就就就就 不不不不 至至至至 於於於於 赤赤赤赤 身身身身 了了了了 。。。。 4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這這這這 帳帳帳帳 棚棚棚棚 裡裡裡裡 歎歎歎歎 息息息息 勞勞勞勞 苦苦苦苦 ，，，， 並並並並 非非非非 

願願願願 意意意意 脫脫脫脫 下下下下 這這這這 個個個個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願願願願 意意意意 穿穿穿穿 上上上上 那那那那 個個個個 ，，，， 好好好好 叫叫叫叫 這這這這 必必必必 死死死死 的的的的 被被被被 生生生生 命命命命 吞吞吞吞 滅滅滅滅 了了了了 。。。。 5 為為為為 此此此此 ，，，， 培培培培 植植植植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 他他他他 又又又又 賜賜賜賜 給給給給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作作作作 憑憑憑憑 據據據據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是是是是 質質質質 ）））） 。。。。 

• “地地地地 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 帳帳帳帳 棚棚棚棚” vs. “天天天天 上上上上 永永永永 存存存存 的的的的 房房房房 屋屋屋屋”: 信神的人在地上必死的生命結束之後, 就得到神早已為我

們預備的在天上永恆的生命. 

• 約翰福音 14:2-3 “ 2 在在在在 我我我我 父父父父 的的的的 家家家家 裡裡裡裡 有有有有 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 住住住住 處處處處 ；；；； 若若若若 是是是是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 我我我我 就就就就 早早早早 已已已已 告告告告 訴訴訴訴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了了了了 。。。。  

我我我我 去去去去 原原原原 是是是是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預預預預 備備備備 地地地地 方方方方 去去去去 。。。。  3 我我我我 若若若若 去去去去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預預預預 備備備備 了了了了 地地地地 方方方方 ，，，， 就就就就 必必必必 再再再再 來來來來 接接接接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到到到到 我我我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去去去去 ，，，， 我我我我 在在在在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 叫叫叫叫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也也也也 在在在在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 

• 我們在地上嘆息,因為我們的肉體軟弱,”我我我我 也也也也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在在在在 我我我我 裡裡裡裡 頭頭頭頭 ，，，，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肉肉肉肉 體體體體 之之之之 中中中中 ，，，，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良良良良  

善善善善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 立立立立 志志志志 為為為為 善善善善 由由由由 得得得得 我我我我 ，，，， 只只只只 是是是是 行行行行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由由由由 不不不不 得得得得 我我我我 。。。。” (羅馬書 7:18). 

• 羅馬書 7:21-24 “21 我我我我 覺覺覺覺 得得得得 有有有有 個個個個 律律律律 ，，，，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願願願願 意意意意 為為為為 善善善善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便便便便 有有有有 惡惡惡惡 與與與與 我我我我 同同同同 在在在在 。。。。 22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按按按按 著著著著 我我我我 裡裡裡裡 面面面面 的的的的 意意意意 思思思思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是是是是 人人人人 ）））） ，，，， 我我我我 是是是是 喜喜喜喜 歡歡歡歡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律律律律 ；；；； 23 但但但但 我我我我 覺覺覺覺 得得得得 肢肢肢肢 體體體體 中中中中 另另另另 有有有有 個個個個 

律律律律 和和和和 我我我我 心心心心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律律律律 交交交交 戰戰戰戰 ，，，， 把把把把 我我我我 擄擄擄擄 去去去去 ，，，， 叫叫叫叫 我我我我 附附附附 從從從從 那那那那 肢肢肢肢 體體體體 中中中中 犯犯犯犯 罪罪罪罪 的的的的 律律律律 。。。。 24 我我我我 真真真真 是是是是 苦苦苦苦 阿阿阿阿 ！！！！ 

誰誰誰誰 能能能能 救救救救 我我我我 脫脫脫脫 離離離離 這這這這 取取取取 死死死死 的的的的 身身身身 體體體體 呢呢呢呢 ？？？？”. 

• 始祖犯罪之後,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的,就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創世紀 3;7-8).靠著主耶穌成就的救

恩, 我們的罪得赦免, 得與神和好, 不必躲避 神, 就像穿上衣服, 不至於赤身了. 

• 我們現今在地上勞苦嘆息,因為我們不願意脫下(這個)地上的帳篷,成為赤身,想要穿上(那個)”永存

的房屋”,讓那永恆的生命取代我們必死的肉體. 

• 是神為我們預備了這永存的房屋,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祂現在賜我們聖靈為憑據(deposit, 保證金), 保

證將來要賜給我們天上永存的房屋. 

• 以弗所書 1:13-14”  13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既既既既 聽聽聽聽 見見見見 真真真真 理理理理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那那那那 叫叫叫叫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得得得得 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 也也也也 信信信信 了了了了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 既既既既 然然然然 信信信信 他他他他 ，，，， 就就就就 受受受受 了了了了 所所所所 應應應應 許許許許 的的的的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為為為為 印印印印 記記記記 。。。。 14 這這這這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得得得得 基基基基 業業業業 的的的的 憑憑憑憑 據據據據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作作作作 ：：：： 質質質質 ）））），，，，直直直直 等等等等 到到到到 神神神神 之之之之 民民民民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作作作作 ：：：： 產產產產 業業業業 ）））） 被被被被 贖贖贖贖 ，，，， 使使使使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榮榮榮榮 耀耀耀耀 得得得得 著著著著 稱稱稱稱 讚讚讚讚 。。。。”. 

• 以弗所書 4:30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叫叫叫叫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擔擔擔擔 憂憂憂憂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原原原原 是是是是 受受受受 了了了了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印印印印 記記記記 ，，，， 等等等等 候候候候 得得得得 贖贖贖贖 的的的的 日日日日 子子子子 來來來來  

到到到到 。。。。”. 

討論問題: 
• 我們如何確認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為我們預備? 

• 我們靠甚麼憑據能夠承受永生的基業? 

 

6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時時時時 常常常常 坦坦坦坦 然然然然 無無無無 懼懼懼懼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曉曉曉曉 得得得得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住住住住 在在在在 身身身身 內內內內 ，，，， 便便便便 與與與與 主主主主 相相相相 離離離離 。。。。 7 因因因因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行行行行 事事事事 為為為為 

人人人人 是是是是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信信信信 心心心心 ，，，，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眼眼眼眼 見見見見 。。。。 8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坦坦坦坦 然然然然 無無無無 懼懼懼懼 ，，，， 是是是是 更更更更 願願願願 意意意意 離離離離 開開開開 身身身身 體體體體 與與與與 主主主主 同同同同 住住住住 。。。。 9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 無無無無 論論論論 是是是是 住住住住 在在在在 身身身身 內內內內 ，，，， 離離離離 開開開開 身身身身 外外外外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立立立立 了了了了 志志志志 向向向向 ，，，， 要要要要 得得得得 主主主主 的的的的 喜喜喜喜 悅悅悅悅 。。。。 10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必必必必 要要要要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臺臺臺臺 前前前前 顯顯顯顯 露露露露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 叫叫叫叫 各各各各 人人人人 按按按按 著著著著 本本本本 身身身身 所所所所 行行行行 的的的的 ，，，， 或或或或 善善善善 或或或或 惡惡惡惡 受受受受 報報報報 。。。。    

• 有聖靈內住,作為憑據,保證有天上的房屋為我們存留,我們就無所懼怕,我們暫時住在地上的帳棚,不

在天上的房屋,似乎與主相離,但是我們相信神的應許,不是靠著眼見.林後 4:18 “ 原原原原 來來來來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顧顧顧顧 念念念念 所所所所 見見見見 的的的的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顧顧顧顧 念念念念 所所所所 不不不不 見見見見 的的的的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所所所所 見見見見 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 暫暫暫暫 時時時時 的的的的 ，，，， 所所所所 不不不不 見見見見 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 永永永永 遠遠遠遠 的的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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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都有天上的房屋為我們預備,但是神對每個人有不同的計劃,我們必須立定志向,行事為人要

按照神的心意,討神的喜悅,因為我們將來都要在基督台前,為我們所行的一切受報. 

討論問題: 
• 第六節和第八節都有” 坦坦坦坦 然然然然 無無無無 懼懼懼懼”,  基督徒靠著甚麼能夠坦然無懼? 

 11111111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既既既既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主主主主    是是是是    可可可可    畏畏畏畏    的的的的    ，，，，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勸勸勸勸    人人人人    。。。。    但但但但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是是是是    顯顯顯顯    明明明明    的的的的    ，，，，    盼盼盼盼    

望望望望    在在在在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良良良良    心心心心    裡裡裡裡    也也也也    是是是是    顯顯顯顯    明明明明    的的的的    。。。。    12121212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向向向向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再再再再    舉舉舉舉    薦薦薦薦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因因因因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有有有有    可可可可    誇誇誇誇    之之之之    處處處處    ，，，，    好好好好    對對對對    那那那那    憑憑憑憑    外外外外    貌貌貌貌    不不不不    憑憑憑憑    內內內內    心心心心    誇誇誇誇    口口口口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有有有有    言言言言    可可可可    

答答答答    。。。。    13131313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若若若若    果果果果    顛顛顛顛    狂狂狂狂    ，，，，    是是是是    為為為為    神神神神    ；；；；    若若若若    果果果果    謹謹謹謹    守守守守    ，，，，    是是是是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14141414    原原原原    來來來來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的的的的    愛愛愛愛    

激激激激    勵勵勵勵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    因因因因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想想想想    ，，，，    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    既既既既    替替替替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死死死死    ，，，，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就就就就    都都都都    死死死死    了了了了    ；；；；    15151515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他他他他    替替替替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死死死死    ，，，，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那那那那    些些些些    活活活活    著著著著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不不不不    再再再再    為為為為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活活活活    ，，，，    乃乃乃乃    為為為為    替替替替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死死死死    而而而而    復復復復    活活活活    的的的的    主主主主    

活活活活    。。。。    

• 我們的神是公義的,是大而可畏的, 尼希米記 1:5 “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 天天天天 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 ，，，， 大大大大 而而而而 可可可可 畏畏畏畏 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 啊啊啊啊 ，，，， 

你你你你 向向向向 愛愛愛愛 你你你你 、、、、 守守守守 你你你你 誡誡誡誡 命命命命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守守守守 約約約約 施施施施 慈慈慈慈 愛愛愛愛 。。。。”, 神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 那鴻書 1:3 “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不不不不 輕輕輕輕 易易易易 發發發發 怒怒怒怒 ，，，， 大大大大 有有有有 能能能能 力力力力 ，，，， 萬萬萬萬 不不不不 以以以以 有有有有 罪罪罪罪 的的的的 為為為為 無無無無 罪罪罪罪 。。。。 他他他他 乘乘乘乘 旋旋旋旋 風風風風 和和和和 暴暴暴暴 

風風風風 而而而而 來來來來 ，，，， 雲雲雲雲 彩彩彩彩 為為為為 他他他他 腳腳腳腳 下下下下 的的的的 塵塵塵塵 土土土土 。。。。”.民數記 14:18” 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不不不不 輕輕輕輕 易易易易 發發發發 怒怒怒怒 ，，，， 並並並並 有有有有 豐豐豐豐 盛盛盛盛 的的的的 慈慈慈慈 
愛愛愛愛 ，，，， 赦赦赦赦 免免免免 罪罪罪罪 孽孽孽孽 和和和和 過過過過 犯犯犯犯 ；；；； 萬萬萬萬 不不不不 以以以以 有有有有 罪罪罪罪 的的的的 為為為為 無無無無 罪罪罪罪 ，，，， 必必必必 追追追追 討討討討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罪罪罪罪 ，，，， 自自自自 父父父父 及及及及 子子子子 ，，，， 直直直直 到到到到 

三三三三 、、、、 四四四四 代代代代 。。。。”. 

• 神無所不知,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無可隱藏的,希伯來書 4:13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被被被被 造造造造 的的的的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一一一一 樣樣樣樣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不不不不 顯顯顯顯 然然然然 的的的的 ；；；； 原原原原 來來來來 萬萬萬萬 物物物物 在在在在 那那那那 與與與與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有有有有 關關關關 係係係係 的的的的 主主主主 眼眼眼眼 前前前前 ，，，， 都都都都 是是是是 赤赤赤赤 露露露露 敞敞敞敞 開開開開 的的的的 。。。。”.保羅行事光

明,不只在神面前無可隱藏,他也盼望在收信人的良心中也是完全敞開的. 
• 保羅把自己對神的忠心服事向哥林多教會表明,並非舉薦(誇獎)自己,乃是因為有人只憑外貌貶抑保

羅的地位,而不得不做說明. 

• “顛顛顛顛 狂狂狂狂” (out of our mind),“謹謹謹謹 守守守守”(in our right mind) 是從當時人能了解和能接受的標準而作的判斷. 保

羅全力為神做工的時候, 有時進入忘我的境界, 就顯為癲狂. 但是在勸勉個人的時候, 就顯得謹守合乎

禮數. 

• 耶穌一人替眾人死,擔當了眾人的罪,付了犯罪的代價,(“罪的工價乃是死”),使眾人得到了新的生命.成

為新造的人. 

討論問題: 

• 耶穌一人替眾人死,擔當了眾人的罪,使眾人免了死亡,為何又說 “眾眾眾眾人人人人就就就就都都都都死死死死了了了了”? “那那那那些些些些活活活活著著著著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就是

前面所說的 “眾眾眾眾人人人人”嗎?   
16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從從從從 今今今今 以以以以 後後後後 ，，，， 不不不不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外外外外 貌貌貌貌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是是是是 肉肉肉肉 體體體體 ；；；； 本本本本 節節節節 同同同同 ）））） 認認認認 人人人人 了了了了 。。。。 雖雖雖雖 然然然然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外外外外 

貌貌貌貌 認認認認 過過過過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 如如如如 今今今今 卻卻卻卻 不不不不 再再再再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認認認認 他他他他 了了了了 。。。。 17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裡裡裡裡 ，，，， 他他他他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新新新新 造造造造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舊舊舊舊 事事事事 

已已已已 過過過過 ，，，， 都都都都 變變變變 成成成成 新新新新 的的的的 了了了了 。。。。 18 一一一一 切切切切 都都都都 是是是是 出出出出 於於於於 神神神神 ；；；； 他他他他 藉藉藉藉 著著著著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使使使使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與與與與 他他他他 和和和和 好好好好 ，，，， 又又又又 將將將將 勸勸勸勸 人人人人 

與與與與 他他他他 和和和和 好好好好 的的的的 職職職職 分分分分 賜賜賜賜 給給給給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 19 這這這這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裡裡裡裡 ，，，， 叫叫叫叫 世世世世 人人人人 與與與與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和和和和 好好好好 ，，，， 不不不不 將將將將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過過過過 犯犯犯犯 歸歸歸歸 到到到到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將將將將 這這這這 和和和和 好好好好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理理理理 託託託託 付付付付 了了了了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 20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作作作作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的的的的 使使使使 

者者者者 ，，，， 就就就就 好好好好 像像像像 神神神神 藉藉藉藉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勸勸勸勸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替替替替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求求求求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與與與與 神神神神 和和和和 好好好好 。。。。 21 神神神神 使使使使 那那那那 無無無無 罪罪罪罪 （（（（ 無無無無 

罪罪罪罪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是是是是 不不不不 知知知知 罪罪罪罪 ）））） 的的的的 ，，，， 替替替替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成成成成 為為為為 罪罪罪罪 ，，，， 好好好好 叫叫叫叫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裡裡裡裡 面面面面 成成成成 為為為為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義義義義 。。。。    

• 撒母耳記上 16:7 “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卻卻卻卻 對對對對 撒撒撒撒 母母母母 耳耳耳耳 說說說說 ：：：：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看看看看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外外外外 貌貌貌貌 和和和和 他他他他 身身身身 材材材材 高高高高 大大大大 ，，，， 我我我我 不不不不 揀揀揀揀 選選選選 

他他他他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 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不不不不 像像像像 人人人人 看看看看 人人人人 ：：：： 人人人人 是是是是 看看看看 外外外外 貌貌貌貌 ；；；； 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是是是是 看看看看 內內內內 心心心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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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基督裡, 有了新的生命,成了新造的人,也要學習不以外貌認人. 

• 我們藉著基督的救恩與神和好,也承受了這樣的職分,要去傳福音,勸人信耶穌,與神和好.我們都成了基

督福音的使者, 這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 馬可福音 16:15-16 “15 他他他他 又又又又 對對對對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說說說說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往往往往 普普普普 天天天天 下下下下 去去去去 ，，，， 傳傳傳傳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給給給給 萬萬萬萬 民民民民 （（（（ 萬萬萬萬 民民民民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是是是是 凡凡凡凡 受受受受 造造造造 的的的的 ）））） 聽聽聽聽 。。。。  16 信信信信 而而而而 受受受受 洗洗洗洗 的的的的 ，，，， 必必必必 然然然然 得得得得 救救救救 ；；；； 不不不不 信信信信 的的的的 ，，，， 必必必必 被被被被 定定定定 罪罪罪罪 。。。。”. 

討論問題 

• 肉眼看不到人的內心,我們要如何才能不以外貌認人? 如何從人的生活言行上來觀察認識一個人?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6666    1111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與與與與    神神神神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的的的的    ，，，，    也也也也    勸勸勸勸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不不不不    可可可可    徒徒徒徒    受受受受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典典典典    。。。。2222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他他他他    說說說說    ：：：：    在在在在    悅悅悅悅    納納納納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我我我我    應應應應    允允允允    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    ；；；；    在在在在    拯拯拯拯    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    日日日日    子子子子    ，，，，    我我我我    搭搭搭搭    救救救救    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    。。。。    看看看看    哪哪哪哪    ！！！！    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    正正正正    是是是是    悅悅悅悅    

納納納納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    正正正正    是是是是    拯拯拯拯    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    日日日日    子子子子    。。。。    

• 與神同工就是做神的僕人.保羅以身作則,勸勉哥林多教會不可徒受恩典,要為主做工, 將自己全然獻

上.羅馬書 12:1-2“1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 我我我我 以以以以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慈慈慈慈 悲悲悲悲 勸勸勸勸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將將將將 身身身身 體體體體 獻獻獻獻 上上上上 ，，，， 當當當當 作作作作 活活活活 祭祭祭祭 ，，，，  

是是是是 聖聖聖聖 潔潔潔潔 的的的的 ，，，，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所所所所 喜喜喜喜 悅悅悅悅 的的的的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如如如如 此此此此 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理理理理 所所所所 當當當當 然然然然 的的的的 。。。。  2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效效效效 法法法法 這這這這 個個個個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 只只只只 要要要要 心心心心 意意意意 更更更更 新新新新 而而而而 變變變變 化化化化 ，，，， 叫叫叫叫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察察察察 驗驗驗驗 何何何何 為為為為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善善善善 良良良良 、、、、 純純純純 全全全全 、、、、 可可可可 喜喜喜喜 悅悅悅悅 的的的的 旨旨旨旨 意意意意 。。。。”. 

• 與神同工.是保羅的主要教導之一;基督徒服事神,事實上,是神給我們機會和祂一起完成使命,不是我

們能做甚麼,是神引領賜能力,完成祂的旨意. 

• 第二節保羅引用了以賽亞書 49:8 對主耶穌的預言:“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如如如如 此此此此 說說說說 ：：：： 在在在在 悅悅悅悅 納納納納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我我我我 應應應應 

允允允允 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 ；；；； 在在在在 拯拯拯拯 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 日日日日 子子子子 ，，，， 我我我我 濟濟濟濟 助助助助 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 。。。。…”. 

• 主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完成了救恩,應驗了以賽亞書對

祂的預言,所以保羅說“看看看看 哪哪哪哪 ！！！！ 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 正正正正 是是是是 悅悅悅悅 納納納納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 正正正正 是是是是 拯拯拯拯 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 日日日日 子子子子 。。。。”. 

• 路加福音 24:44 “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 對對對對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說說說說 ：：：： 這這這這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從從從從 前前前前 與與與與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同同同同 在在在在 之之之之 時時時時 所所所所 告告告告 訴訴訴訴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  

說說說說 ：：：： 摩摩摩摩 西西西西 的的的的 律律律律 法法法法 、、、、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的的的的 書書書書 ，，，， 和和和和 詩詩詩詩 篇篇篇篇 上上上上 所所所所 記記記記 的的的的 ，，，， 凡凡凡凡 指指指指 著著著著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 都都都都 必必必必 須須須須 應應應應 驗驗驗驗 。。。。”. 

討論問題 

• 我們蒙了神的恩典,行事為人應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在教會服事,靈命成長,以及傳福音上要如何長進

來回報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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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5555    1111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知知知知道道道道，，，，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的的的的帳帳帳帳棚棚棚棚拆拆拆拆毀毀毀毀

了了了了，，，，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必必必必得得得得著著著著從從從從    神神神神而而而而來來來來的的的的居居居居所所所所。。。。那那那那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人人人人手手手手所所所所造造造造的的的的，，，，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天天天天上上上上永永永永存存存存的的的的房房房房

屋屋屋屋。。。。 2222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現現現現今今今今在在在在這這這這帳帳帳帳棚棚棚棚裡裡裡裡面面面面歎歎歎歎息息息息，，，，渴渴渴渴望望望望

遷遷遷遷到到到到那那那那天天天天上上上上的的的的住住住住處處處處，，，，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換換換換上上上上新新新新的的的的衣衣衣衣

服服服服；；；； 3333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穿穿穿穿上上上上了了了了，，，，就就就就不不不不會會會會赤赤赤赤身身身身出出出出現現現現

了了了了。。。。 4444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這這這這些些些些在在在在帳帳帳帳棚棚棚棚裡裡裡裡面面面面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勞勞勞勞苦苦苦苦歎歎歎歎

息息息息，，，，是是是是由由由由於於於於不不不不願願願願意意意意脫脫脫脫去去去去這這這這個個個個，，，，卻卻卻卻願願願願意意意意穿穿穿穿上上上上

那那那那個個個個，，，，使使使使這這這這必必必必死死死死的的的的被被被被生生生生命命命命吞吞吞吞滅滅滅滅。。。。 5555 那那那那在在在在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身身身身上上上上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了了了了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使使使使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達達達達成成成成這這這這目目目目標標標標

的的的的，，，，就就就就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他他他他已已已已經經經經把把把把聖聖聖聖靈靈靈靈賜賜賜賜給給給給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作作作作

憑憑憑憑據據據據。。。。    6666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既既既既然然然然一一一一向向向向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坦坦坦坦然然然然無無無無懼懼懼懼的的的的，，，，又又又又知知知知道道道道

住住住住在在在在身身身身內內內內就就就就是是是是與與與與主主主主分分分分開開開開 7777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我我我我們們們們行行行行事事事事

是是是是憑憑憑憑著著著著信信信信心心心心，，，，不不不不是是是是憑憑憑憑著著著著眼眼眼眼見見見見）））），，，， 8888 現現現現在在在在還還還還

是是是是坦坦坦坦然然然然無無無無懼懼懼懼，，，，寧寧寧寧願願願願與與與與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分分分分開開開開，，，，與與與與主主主主同同同同

住住住住。。。。 9999 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立立立立定定定定志志志志向向向向，，，，無無無無論論論論住住住住在在在在身身身身

內內內內或或或或是是是是與與與與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分分分分開開開開，，，，都都都都要要要要討討討討主主主主的的的的喜喜喜喜

悅悅悅悅。。。。 10101010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眾眾眾眾人人人人都都都都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的的的的審審審審判判判判

臺臺臺臺前前前前顯顯顯顯露露露露出出出出來來來來，，，，使使使使各各各各人人人人按按按按著著著著本本本本身身身身所所所所行行行行的的的的，，，，

或或或或善善善善或或或或惡惡惡惡，，，，受受受受到到到到報報報報應應應應。。。。    11111111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既既既既然然然然知知知知道道道道主主主主是是是是可可可可畏畏畏畏的的的的，，，，就就就就劝劝劝劝勉勉勉勉众众众众

人人人人。。。。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面面面面前前前前是是是是显显显显明明明明的的的的，，，，我我我我盼盼盼盼望望望望在在在在

你你你你们们们们的的的的良良良良心心心心里里里里也也也也是是是是显显显显明明明明的的的的。。。。    12121212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不不不不是是是是

又又又又再再再再向向向向你你你你们们们们推推推推荐荐荐荐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而而而而是是是是给给给给你你你你们们们们机机机机会会会会以以以以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为为为为乐乐乐乐，，，，使使使使你你你你们们们们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应应应应付付付付那那那那些些些些只只只只夸夸夸夸外外外外貌貌貌貌

不不不不夸夸夸夸内内内内心心心心的的的的人人人人。。。。    13131313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疯疯疯疯狂狂狂狂，，，，那那那那是是是是

2 Corinthians 5 

1 For we know that if k the tent that is l our earthly home is 

destroyed, we have a building from God, m a house not 

made with hands, eternal in the heavens. 2 For in this 

tent n we groan, longing to o put on our heavenly 

dwelling, 3 if indeed by putting it on 1 we may not be found 

naked. 4 For while we are still in this tent, we groan, being 

burdened - not that we would be unclothed, but that we 

would be further clothed, so that what is mortal p may be 

swallowed up by life. 5 He who has prepared us for this very 

thing is God, q who has given us the Spirit as a guarantee. 

6 So we are always of good courage. We know that r while 

we are at home in the body we are away from the 

Lord, 7 for s we walk by faith, not t by sight. 8 Yes, we are of 

good courage, and we u would rather be away from the 

body and at home with the Lord. 9 So whether we are at 

home or away, we make it our aim to v please 

him. 10 For w we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x so that each one may receive what is due for what 

he has done in the body, whether good or evil. 

11 Therefore, knowing y the fear of the Lord, we persuade 

others. But zwhat we are is known to God, and I hope it is 

known also to your conscience. 12 a We are not commending 

ourselves to you again but bgiving you cause to boast about 

us, so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answer those who boast 

about outward appearance and not about what is in the 

heart. 13 For if we c are beside ourselves, it is for God; if we 

are in our right mind, it is for you. 14 For the lo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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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为为了了了了    神神神神；；；；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清清清清醒醒醒醒，，，，那那那那是是是是为为为为了了了了你你你你

们们们们。。。。    14141414    原原原原来来来来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的的的的爱爱爱爱催催催催逼逼逼逼着着着着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因因因因为为为为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断断断断定定定定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人人人人替替替替众众众众人人人人死死死死了了了了，，，，众众众众人人人人就就就就都都都都死死死死

了了了了。。。。    15151515    他他他他替替替替众众众众人人人人死死死死了了了了，，，，为为为为的的的的是是是是要要要要使使使使活活活活着着着着

的的的的人人人人不不不不再再再再为为为为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活活活活着着着着，，，，却却却却为为为为那那那那替替替替他他他他们们们们死死死死而而而而

复复复复活活活活的的的的主主主主而而而而活活活活。。。。    16161616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从从从从今今今今以以以以后后后后，，，，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不不不不再再再再按按按按照照照照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看看看看

法法法法认认认认识识识识人人人人；；；；虽虽虽虽然然然然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曾曾曾曾经经经经按按按按照照照照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看看看看法法法法认认认认

识识识识基基基基督督督督，，，，但但但但现现现现在在在在不不不不再再再再这这这这样样样样了了了了。。。。    17171717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里里里里，，，，他他他他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新新新新造造造造的的的的人人人人，，，，旧旧旧旧事事事事已已已已经经经经

过过过过去去去去，，，，你你你你看看看看，，，，都都都都变变变变成成成成新新新新的的的的了了了了！！！！    18181818    这这这这一一一一切切切切

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出出出出于于于于    神神神神，，，，他他他他借借借借着着着着基基基基督督督督使使使使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与与与与他他他他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和和和和好好好好，，，，并并并并且且且且把把把把这这这这和和和和好好好好的的的的职职职职分分分分赐赐赐赐给给给给我我我我们们们们，，，，19191919    就就就就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里里里里使使使使世世世世人人人人与与与与他他他他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和和和和

好好好好，，，，不不不不再再再再追追追追究究究究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的的的过过过过犯犯犯犯，，，，并并并并且且且且把把把把和和和和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理理理理托托托托付付付付了了了了我我我我们们们们。。。。    20202020    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就就就就是是是是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的的的的使使使使者者者者，，，，    神神神神借借借借着着着着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劝劝劝劝告告告告世世世世人人人人。。。。我我我我们们们们

代代代代替替替替基基基基督督督督请请请请求求求求你你你你们们们们：：：：跟跟跟跟    神神神神和和和和好好好好

吧吧吧吧！！！！    21212121        神神神神使使使使那那那那无无无无罪罪罪罪的的的的替替替替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成成成成为为为为有有有有罪罪罪罪

的的的的，，，，使使使使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在在在在他他他他里里里里面面面面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义义义义。。。。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6666    1111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這這這這些些些些與與與與    神神神神同同同同工工工工的的的的，，，，也也也也勸勸勸勸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不不不不要要要要

白白白白受受受受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恩恩恩恩典典典典。。。。    2222 因因因因为为为为他他他他说说说说：：：：““““在在在在悦悦悦悦纳纳纳纳的的的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我我我我应应应应允允允允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在在在在拯拯拯拯救救救救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我我我我帮帮帮帮助助助助了了了了你你你你。。。。””””看看看看

哪哪哪哪！！！！现现现现在在在在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悦悦悦悦纳纳纳纳的的的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现现现现在在在在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拯拯拯拯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 

Christ d controls us, because we have concluded this: 

that e one has died for all, therefore all have died; 15 and he 

died for all, f that those who live might no longer live for 

themselves but g for him who for their sake died and was 

raised. 

16 From now on, therefore, h we regard no on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Even though we once regarded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flesh, we regard him thus no longer. 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 in Christ, he is j a new creation. 2 k The old has 

passed away; behold, the new has come. 18 All this is from 

God, l who through Christ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and gave 

us m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19 that is, in Christ God 

was reconciling 3 the world to himself, n not counting their 

trespasses against them, and entrusting to us m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20Therefore, o 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p God making his appeal through us. We implore 

you on behalf of Christ, be reconciled to God.21 q For our 

sake he made him to be sin r who knew no sin, so that in 

him we might become 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2 Corinthians 6 

1 t Working together with him, then, u we appeal to you v not 

to receive the grace of God in vain. 

2 For he says,  

w "In a favorable time I listened to you, 

and in a day of salvation I have helped you." 

Behold, x now is the y favorable time; behold, now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