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後書
（林後 11:1-15）
在林後 1-9 章中保羅聽到哥林多信徒悔改順服後心中大為欣慰（參林後
林後 7:7 不但藉著
不但藉著他
來，也藉著
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
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
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
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慟，
哀慟，和向我的熱
心，都告訴了我，
都告訴了我，叫我更加歡喜。
叫我更加歡喜。7:15 並且提多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
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
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
地接待他，
地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熱了），他們之間的感情已經恢復了，保羅也對他們
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熱了
大加勉勵和稱讚。但在 10-13 章中，保羅卻表現出抗議和自衛的態度（參林後
林後 10:2 有人
以為我是憑著
以為我是憑著血氣行事，
血氣行事，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
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裏的
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裏的
時候，
時候，有這樣的勇敢
有這樣的勇敢。10:9 我 說這話，
說這話，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嚇你們
免得你們以為我寫信是要威嚇你們），因此這二
段經文顯得不調和、不一致。
此外在林後 1-2 章中有三個句子和林後 10-13 中的三個句子相對應，證明 10-13 章是寫於
1-3 章之前﹕
（10:6）「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你
們十分順服的時候要責備那一切不順服
的人。」
（13:2）「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
那裡又說，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
所說的一樣，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
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13:10）「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裡的時
候，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
時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癘地待你
們，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
壞人。」

（2:9）「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
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
不順從。」
（1:23）「我呼籲神給我的心作見
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
容你們。」
（2:3）「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恐
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
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也深信你
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
樂。」

而且保羅在 3:1 說「我們豈是又
又舉薦自己麼？」及 5:12「我們不是向你們再
再舉薦自己」證
明保羅曾自薦過。而在 10-13 章中保羅曾用痛苦的語氣來自薦（參 11:16-17 我再說，
我再說，人不
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縱然如此，
縱然如此，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納，
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納，叫我可以略略自誇。
叫我可以略略自誇。我說的
話不是奉主命說的，
話不是奉主命說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膽自誇）。所以在十八世紀有一位著名聖經學者山
乃是像愚妄人放膽自誇
姆勒 Semler 提議 10-13 章應在 1-9 章之前。由於後來的信徒收集保羅的書信時，將這些文
件混在一起加以抄寫，以致失去了原來的次序。這說法愈來愈被多人接受。因此我們可以
合理的認為 10-13 章就是那封憂傷之信，應該寫在 1-9 章之前。

1. 保羅的掛慮（1-6）
11:1 但願你們寬容我這一點愚妄，其實你們原是寬容我的。
11:2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
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
夏娃一樣。
11:4 假如有人來另傳一個耶穌，不是我們所傳過的；或者你們另受一個靈，不是你們所
受過的；或者另得一個福音，不是你們所得過的；你們容讓他也就罷了。
11:5 但我想，我一點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11:6 我的言語雖然粗俗，我的知識卻不粗俗。這是我們在凡事上向你們眾人顯明出來
的。
1『愚妄 foolishness』
就是保羅在前一章所自誇的事，以及接著所要述說的事。基督徒本不應自誇，但保羅為了
辯護自己使徒的身份，不得不講述自己的事蹟，因此他請求他們的『寬容 bear with
me』。這是因為有從猶太教來的假使徒，假先知進到哥林多信徒當中，說保羅不是使
徒，並且誘惑他們離開了真道，所以保羅起來特特的為自己辯駁。
2『憤恨（嫉妒）jealous for you with a godly jealousy』
保羅為他們起了嫉妒之心，如同神的忌邪（嫉妒）之心，因為他們如同妻子背叛丈夫一
樣：結
結 16:38 我也要審判你，
我也要審判你，好像官長審判
好像官長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婦女一樣
長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婦女一樣。
淫婦和流人血的婦女一樣。我因忿怒忌恨
我因忿怒忌恨，
怒忌恨，使
流血的罪歸到你身上
流血的罪歸到你身上。
『許配一個丈夫』
保羅用舊約的例子來說明基督和教會的關係。舊約時代以色列民是神的妻子：賽
賽 54:5 因
為造你的，
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
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
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
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
為全地之神
為全地之神。
之神。結 16:8 我從你旁邊經過，
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你的時候正動愛情，
看見你的時候正動愛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
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
遮蓋你的赤體。
遮蓋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
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
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
你就歸於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貞潔的童女 pure virgin』
在新約中教會就是基督的新婦—我們好像貞潔的童女已經許配給基督。弗
弗 5:32 這是極大
的奧秘，
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從此以後我們就屬於基督，不能再和其他的神
（偶像）發生任何關係，否則就會遭受神的嫉妒。
3『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 sincere and pure devotion to Christ』
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存純一（真誠，嚴肅，不隨便）清潔（單純，沒有別的企圖）的心
對待基督。只是有些人已經失去了這樣的心志，就像當初撒旦（蛇）誘惑夏娃犯罪離開神
一樣。他讓夏娃懷疑神的命令，改變神的話語，甚至污衊神，說神怕人變成神一樣。創
創
3:1-5 耶和華神所造的，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女人說，神豈是真說，
神豈是真說，不
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所有樹上的果子麼？女人對蛇說，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惟有園當
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
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
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免得你們死。蛇對女人說，
蛇對女人說，你們
不一定死，
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
因為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這裡也
讓我們看到保羅是按照字面來了解創世紀人的墮落，並沒有將它看成是一個寓言或傳說。
4『假如有人…另傳一個耶穌…另受一個靈…另得一個福音』

這些假使徒，假先知進到教會裡面，混亂了哥林多信徒的信仰，使他們不但接受了假福
音，還接受了假基督和假聖靈。可見撒但自古以來就利用這樣的手段來迷惑信徒。今天許
多極端靈恩派教導的就是假聖靈，而有些邪教更是將他們的教祖視為基督，如東方閃電。
5『最大的使徒 super-apostle, most eminent apostles』
保羅在此乃是用一種諷刺的語氣來形容那些假使徒，而不是指彼得、雅各等耶路撒冷教會
的元老。哥林多信徒不但接受了假的真理，還接受了假使徒，甚至認為比保羅他們更高
超。因此保羅聲明他完全不比那些所謂的超級使徒差。
6『我的言語雖然粗俗 unskilled in speech，我的知識卻不粗俗』
『言語雖然粗俗』這句可能是對應於前一章所說的 10:10 因為有人說：「
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
：「他的信又沉重又
厲害，
厲害，及至見面，
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
卻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
言語粗俗的。」其實保羅是大有學問，口才便給的
人。當初他和巴拿巴旅行佈道時，被稱為希耳米，即眾神的傳訊者。參徒
徒 14:12 於是稱巴
於是稱巴
拿巴為
拿巴為宙斯，
宙斯，稱保羅為
保羅為希耳米，
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
因為他說話領首。
保羅怎麼證明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和能力呢？就是根據他所傳的信息（對福音的認識）。保
羅所傳的福音是直接從基督而來的：加
加 1:11-12 弟兄們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
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
來所傳的福音
不是出
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於人的意思。
意思。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
也不是人教導我的，
我的，乃是從耶穌
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
基督啟示
來的。
來的。他所傳講的道證明他的福音的純正，這是他親自經歷過的，而信徒們從他所講的
就
道中可以看出他對神的認識不在任何使徒之下。這是連彼得都承認的：彼
彼後 3:15-16…就
如我們所親
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
愛的兄弟保羅
兄弟保羅，
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
賜給他的智
他的智慧寫了信給
寫了信給你們。
你們。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
論這事。
這事。信中有些難
信中有些難明
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
無學問、不堅固的人
堅固的人強解
的人強解，
強解，如強解別的經
強解別的經書
的經書一樣，
一樣，就自
取沉淪。

保羅為什麼要他們寬容他的愚妄？他哪裡愚昧了？
神會嫉妒嗎？什麼時候會嫉妒？
聖經用什麼來形容我們和基督的關係？為什麼用這種關係來形容？
我們向神的心是純一清潔的嗎？有什麼事物會誘惑我失去這個心？
我對基督，聖靈，福音的認識有多少？有人傳講錯誤的真理，我能分辨嗎？
保羅怎麼證明自己使徒的身份和能力？他的福音從何而來？
若有人說自己是使徒，直接從神得到啟示，我怎麼回應？
我能在凡事上顯出我認識基督嗎？
2. 保羅的愛心（7-11）
11:7 我因為白白傳神的福音給你們，就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犯罪嗎？
11:8 我虧負了別的教會，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
11:9 我在你們那裏缺乏的時候，並沒有累著你們一個人；因我所缺乏的，那從馬其頓來
的弟兄們都補足了。我向來凡事謹守，後來也必謹守，總不至於累著你們。
11:10 既有基督的誠實在我裏面，就無人能在亞該亞一帶地方阻擋我這自誇。
11:11 為甚麼呢？是因我不愛你們嗎？這有神知道。

7『白白傳』
保羅曾立志叫人不花錢得聽福音：林前
林前 9:4-7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喫喝麼？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喫喝麼？難道我們
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
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
帶著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使徒，
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
樣麼？
樣麼？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
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麼？有誰當兵，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
自備糧餉呢？有誰栽種葡萄園，
有誰栽種葡萄園，
不喫園裡的果子呢？
不喫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
有誰牧養牛羊，不喫牛羊的奶呢？
不喫牛羊的奶呢？林前 9:14-15 主也是這樣命定，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
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
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
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
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
為我寧可死，
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也不叫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自居卑微，叫你們高升』
保羅不但不向哥林多教會收取供奉，反倒好像僕人一樣服事他們，雖然應該是他們服事保
羅。當時教師的地位非常崇高，例如羅馬皇帝的老師年薪換算成現在的幣值超過 70 萬美
金。但哥林多信徒不能理解，甚至輕看保羅。因此保羅才會說我這樣待你們難道是一件錯
事（犯罪）嗎？
8『虧負（搶奪 rob）了別的教會』
保羅用『搶奪』來形容他靠馬其頓教會的奉獻來維持他在哥林多的事工，因為馬其頓教會
是一個極度窮困的教會（參林後
林後 8:2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
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相比於哥林多教會的富裕，保羅認為
從馬其頓教會拿錢就像搶奪一樣。其實保羅從來不為自己的生活擔憂，他深信神會供應。
他甚至親手做工來供應自己和同工的需要。參徒
徒 20:34 我這兩隻手、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
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但他也不拒絕弟兄姐妹出於愛心的奉獻，因為神也是這樣命
定傳福音的人靠著其他信徒的奉獻養生。參林前
林前 9:14 主也是這樣命定，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
叫傳福音的靠著
福音養生。
福音養生。
9『並沒有累著你們一個人』
他因為愛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不願意拖累他們，所以不向他們取工價。他極其小心不讓自
己成為他們的負擔（謹守, keep from being a burden）。
10『基督的誠實』
就是基督的真理。他乃是按著真理說話行事。
『阻擋我這自誇』
他也不讓別人破壞他的心志（阻擋我這自誇—讓人不花錢得福音）。參林前
林前 9:18 既是這
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
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
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
權柄。
權柄。

保羅傳福音的心志是什麼？他為什麼要白白傳福音給別人？
保羅為什麼說他搶奪了別的教會？搶奪了什麼教會？
傳道人可以靠著傳福音養生嗎？我們應該如何敬奉傳道人？

3. 保羅的義怒（12-15）
11:12 我現在所做的，後來還要做，為要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使他們在所誇的事上
也不過與我們一樣。
11:13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
11:14 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11:15 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
。
12『現在所作的』
就是讓人不花錢得聽福音。保羅如此做就是要斷絕假使徒（那些尋機會人）的目的。他們
的目的就是要從信徒當中獲取利益（參彼後
彼後 2:3 他們因有
他們因有貪心
因有貪心，
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
上取利）。因此他們如果自誇與使徒相等的話（與我們一樣，即自誇是真使徒，有使徒
上取利
的權柄與能力），就再不能向信徒們要求錢財的供給了。
13『假使徒，行事詭詐』
假使徒不是奉神旨意作使徒的（參林前
林前 1:1 奉神旨意，
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
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他
們行事詭詐，表面仁義，好像真使徒一樣，背地卻欺詐陷害。即所謂的滿嘴巴仁義道德，
一肚子男盜女娼。
14『裝作光明的天使』
撒但是世界之王，他也是黑暗的代表（參徒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
得開，
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
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從撒但權下歸向神）。但他卻會行詭詐，化妝成光明的代
表，甚至能行神跡奇事。
15『裝作仁義的差役 servants』
差役即僕人的意思。這些假使徒被撒但所差派，裡面已經被撒旦徹底控制。『撒但』這字
的意思就是抵擋，敵對；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抵擋神，反對神的工作。因此他的差役遵循他
的計劃，也要抵擋神和他的工作，特別是傳福音方面，使人不能得救。他們的結局就是沉
淪。我們是否也是嘴裡自稱是基督徒，但行事為人卻是抵擋神，妨礙福音的傳揚？參腓
腓
3:18-19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
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
你們。
你們。他們的結局就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
結局就是沉淪、
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
以地上的事為念。
以地上的事為念。

那些尋機會的人是誰？他們的機會是什麼？保羅如何斷絕他們的機會？
假使徒有什麼特點？他們如何裝作基督的使徒？
撒但的意思是什麼？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如何化妝成光明的天使？我們要如何去分辨？
他的差役也會裝成什麼樣子？我們要如何去分辨？
今天的查經對我有什麼幫助？我願意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

NIV
I hope you will put up with me in a little
foolishness. Yes, please put up with me!
2
I am jealous for you with a godly jealousy. I
promised you to one husband, to Christ, so that I
might present you as a pure virgin to him.
3
But I am afraid that just as Eve was deceived by the
serpent’s cunning, your minds may somehow be led
astray from your sincere and pure devotion to Christ.
4
For if someone comes to you and preaches a Jesus
other than the Jesus we preached, or if you receive a
different spirit from the Spirit you received, or a
different gospel from the one you accepted, you put
up with it easily enough.
5
I do not think I am in the least inferior to those
“super-apostles.”[a]
6
I may indeed be untrained as a speaker, but I do
have knowledge. We have made this perfectly clear
to you in every way.
7
Was it a sin for me to lower myself in order to
elevate you by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God to you
free of charge?
8
I robbed other churches by receiving support from
them so as to serve you.
9
And when I was with you and needed something, I
was not a burden to anyone, for the brothers who
came from Macedonia supplied what I needed. I have
kept myself from being a burden to you in any wa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10
As surely as the truth of Christ is in me, nobody in
the regions of Achaia will stop this boasting of mine.
11
Why? Because I do not love you? God knows I do!
12
And I will keep on doing what I am doing in order
to cut the ground from under those who want an
opportunity to be considered equal with us in the
things they boast about.
13
For such people are false
apostles, deceitful workers, masquerading as apostles
of Christ.
14
And no wonder, for Satan himself masquerades as
an angel of light.
15
It is not surprising, then, if his servants also
masquerade as servants of righteousness. Their end
will be what their actions deserve.
1

Footnotes:
2 Corinthians 11:5 Or to the most eminent apostles

NASB
I wish that you would bear with me in a little foolishness;
but [a]indeed you are bearing with me.
2
For I am jealous for you with a godly jealousy; for
I betrothed you to one husband, so that to Christ I
might present you as a pure virgin.
3
But I am afraid that, as the serpent deceived Eve by his
craftiness, your minds will be led astray from the
simplicity and purity of devotion to Christ.
4
For if [b]one comes and preaches another Jesus whom we
have not preached, or you receive a different spirit which
you have not received, or a different gospel which you
have not accepted, you bear this beautifully.
5
For I consider myself not in the least inferior to
the [c]most eminent apostles.
6
But even if I am unskilled in speech, yet I am
not so in knowledge; in fact, in every way we
have made this evident to you in all things.
7
Or did I commit a sin in humbling myself so that you
might be exalted, because I preached the gospel of God to
you without charge?
8
I robbed other churches by taking wages from them to
serve you;
9
and when I was present with you and was in need, I
was not a burden to anyone; for when the brethren came
from Macedonia they fully supplied my need, and in
everything I kept myself from being a burden to
you, [d]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10
As the truth of Christ is in me, this boasting of mine will
not be stopped in the regions of Achaia.
11
Why? Because I do not love you? God knows I do!
12
But what I am doing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that I may
cut off opportunity from those who desire an opportunity
to be [e]regarded just as we are in the matter about which
they are boasting.
13
For such men are false apostles, deceitful workers,
disguising themselves as apostles of Christ.
14
No wonder, for even Satan disguises himself as an angel
of light.
15
Therefore it is not surprising if his servants also disguise
themselves as servants of righteousness, whose end will be
according to their deeds.
1

Footnotes:
2 Corinthians 11:1 Or do indeed bear with me
2 Corinthians 11:4 Lit the one who comes preaches
2 Corinthians 11:5 Or super-apostles
2 Corinthians 11:9 Lit and I will keep
2 Corinthians 11:12 Lit f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