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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年秋季国际长老及负责弟兄训练 
 

主恢复中独一的工作 
（周五——早上第一堂聚会） 

 

第四篇信息 
作基督的大使尽和好的职事， 

并凭适应一切的生命作神的同工 
 

读经：林后五4、9、14～16、18～20，六1，七2～3 
林后 5:4 因为我们在这帐幕里的人，负重叹息，是因不愿脱下这个，乃愿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了。 
林后 5:9 所以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无论是在家，或是离家，都要讨主的喜悦。 
林后 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都死了； 
林后 5: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不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林后 5: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不按着肉体认人了；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不再这样认祂了。 
林后 5:18 一切都是出于神，祂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祂自己和好，又将这和好的职事赐给我们； 
林后 5:19 这就是神在基督里，叫世人与祂自己和好，不将他们的过犯算给他们，且将这和好的话语

托付了我们。 
林后 5:20 所以我们为基督作了大使，就好象神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神和好。 
林后 6:1 而且我们既与神同工，也就劝你们不可徒受祂的恩典， 
林后 7:2 你们要容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便宜。 
林后 7:3 我说这话，不是为定罪你们，因我先前说过，你们是在我们的心里，以至同死同活。 
 

壹 我们需要作基督的大使，尽和好的职事： 
一 基督的大使是代表基督，代表宇宙中 高权柄的人： 

1 神已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基督——太二八18。 
太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都赐给我了。 

2 神已设立基督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提前六15，启十七14。 
提前 6:15 在适当的时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启 17:14 他们要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忠信的人，也必得胜。 
二 基督的大使不凭他们的所是或所能而活，乃凭不死的生命，就是在他们里面的基督自

己而活——林后五4： 
林后 5:4 因为我们在这帐幕里的人，负重叹息，是因不愿脱下这个，乃愿穿上那个，好叫

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了。 
1 一切我们所能的，一切我们所是的，以及一切我们所有的，都会消逝；因这缘

故，我们不该信靠我们的所是——一8～9。 
林后 1:8 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西亚所遭遇的患难，我们不愿意你们不知道，就是

我们被压太重，力不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都绝了， 
林后 1:9 自己里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不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神； 

2 我们需要领悟基督这不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该信靠这生命，凭这生命而

活，并凭这生命作工——十三3。 
林后 13:3 因为你们寻求基督在我里面说话的凭证。基督向着你们不是软弱的，在你

们里面乃是有大能的。 

三 基督的大使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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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后 5:9 所以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无论是在家，或是离家，都要讨主的喜悦。 
1 怀着雄心大志指为重大的目标发热心，尽心竭力要讨主的喜悦——西一10，来十

一5～6。 
西 1:10 行事为人配得过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悦，在一切善工上结果子，借着认识

神而长大， 
来 11:5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不至于见死，人也找不着他，因为神把他接去了；原

来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了蒙神喜悦的见证。 
来 11:6 人非有信，就不能得神的喜悦；因为到神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神，且信

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2 如果我们要代表基督，作祂的大使，我们该祷告：“主啊，我呼唤天地作见证，

我只有一个雄心，就是要讨你喜悦。” 
四 基督的大使被基督的爱困迫而向祂活——林后五14～15： 

林后 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都死了； 
林后 5: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不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1 被困迫就象被浪潮冲走；基督的爱象浪潮一样强烈，将我们征服，将我们冲走。 
2 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叫我们不向自己活，乃向祂活： 

a 向自己活，就是受自己的控制、指引与管理，关心自己的目标和标的。 
b 向主活就是完全服在主的控制、指引与管理之下；这意思是说，我们所作

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实现主的定旨和愿望。 
c 向主活的意思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寻求讨主喜悦。 
d 为主活的意思是我与主仍是二者；向主活指明我与主乃是一，如在婚姻生

活中，妻子之于丈夫。 
五 基督的大使不按着肉体，乃按着灵认人——16节： 

林后 5: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不按着肉体认人了；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不再这

样认祂了。 
1 我们不该在肉体里照着外貌看事认人，乃该在灵里照着基督的度量看事认人。 
2 人可能会按着职业、地位、才干和能力认人，但在召会中我们应当按着里面的

人，按着灵认人。 
六 基督的大使尽和好的职事： 

1 和好的职事不仅将罪人带回归神，更将信徒带进神里面，使他们绝对与祂是一

——18～20节。 
林后 5:18 一切都是出于神，祂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祂自己和好，又将这和好的职事赐

给我们； 
林后 5:19 这就是神在基督里，叫世人与祂自己和好，不将他们的过犯算给他们，且

将这和好的话语托付了我们。 
林后 5:20 所以我们为基督作了大使，就好象神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

们：要与神和好。 
2 惟有当我们完全与神和好，我们才完全得救——六1～2，罗五10，来七25。 

林后 6:1 而且我们既与神同工，也就劝你们不可徒受祂的恩典， 
林后 6:2 因为祂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了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了你。"

看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罗 5: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神儿子的死得与神和好，既已和好，就更

要在祂的生命里得救了。 
来 7:25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神面前的人，祂都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为他们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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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能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程度，总是由我们与神的关系来衡量；我们越在祂里

面，就越能使人与神和好而进到神里面——林后十二2上，五20。 
林后 12:2上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里的人，十四年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里…… 
林后 5:20 所以我们为基督作了大使，就好象神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

们：要与神和好。 
 

贰 我们需要凭适应一切的生命，作神的同工： 
一 我们需要靠着生命（不是任何恩赐）与神同工，这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能

适应一切处境，忍受任何对待，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作工，并把握各种机会，

好完成我们的职事——六1上。 
林后 6:1上 而且我们既与神同工，…… 

二 我们如果完全得救，而有适应一切的生命，那么，任何光景、任何环境都适合我们将

生命供应给人——腓一20，四22，提后四2上，参代下一10。 
腓 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切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

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腓 4:22 众圣徒，尤其是该撒家里的人，都问你们安。 
提后 4:2上 务要传道；…… 
代下 1:10 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民前出入；不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 

三 我们若要有适应一切的生命，就需要有宽宏的心，就是能容纳神所有子民的心——林

后六11～13，代下一10，王上四29： 
林后 6:11 哥林多人哪，我们的口向你们是张开的，我们的心是宽宏的； 
林后 6:12 在我们里面，你们并不受限制，你们乃是限制在自己的心肠里。 
林后 6:13 但你们也要宽宏，作同样的报答，我象对孩子说的。 
代下 1:10 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民前出入；不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 
王上 4:29 神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宽广的心，如同海边的沙那样不可测量。 
1 因生命长大成熟而宽宏，相当于与神完全和好。 
2 我们有宽宏的心，就能容纳所有的信徒，不论他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有张开的口，就

能率直地向所有的信徒指出他们误入歧途的真实光景——太五7，六14～15，七1～2。 
太 5:7 怜悯人的人有福了，因为他们必蒙怜悯。 
太 6:14 因为你们若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你们； 
太 6:15 你们若不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不赦免你们的过犯。 
太 7:1 不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 
太 7:2 因为你们用什么审判审判人，也必受什么审判；你们用什么量器量给人，

也必用什么量器量给你们。 
四 我们需要宽宏，好有供应的生命，对人有亲密的关切——林后七2～3，帖前二8，腓

二19～20： 
林后 7:2 你们要容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便宜。 
林后 7:3 我说这话，不是为定罪你们，因我先前说过，你们是在我们的心里，以至同死同活。 
帖前 2:8 我们这样切慕你们，不但乐意将神的福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

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 
腓 2:19 我在主耶稣里，盼望快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里去，叫我知道关于你们的事，也可

魂中快慰。 
腓 2:20 因我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 
1 我们若有才能执行一项工作，但缺少亲密的关切，我们的工作就不会结果子；没

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以及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乃是我们不结果

子的原因——参路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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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15:1 众税吏和罪人都挨近耶稣，要听祂。 
路 15:2 法利赛人和经学家纷纷地唧咕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路 15:3 耶稣就对他们讲了这个比喻说， 
路 15: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其中的一只，不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

找那失去的，直到找着么？ 
路 15:5 找着了，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自己肩上，回到家里， 
路 15:6 召齐朋友、邻舍，对他们说，和我一同欢喜吧，因为我失去的那只羊已经

找着了。 
路 15:7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九十九个不

用悔改的义人欢喜更大。 
路 15: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个银币，若失落一个，岂不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

找，直到找着么？ 
路 15:9 找着了，就召齐朋友、邻舍，说，和我一同欢喜吧，因为我失落的那个银

币已经找着了。 
路 15: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神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路 15:11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路 15:12 小的对父亲说，父亲，请把归我的那一分家产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

他们。 
路 15:13 过了不多几日，小儿子就收拾一切，起身往远方去了，在那里生活放荡，

挥霍家产。 
路 15:14 既耗尽了一切，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乏起来。 
路 15:15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田里去放猪。 
路 15:16 他恨不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路 15: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里饿死么？ 
路 15:18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里去，向他说，父亲，我犯罪得罪了天，并得罪了

你。 
路 15:19 我不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路 15: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里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了慈心，跑去抱

着他的颈项，热切地与他亲嘴。 
路 15:21 儿子说，父亲，我犯罪得罪了天，并得罪了你。我不配再称为你的儿子。 
路 15:22 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路 15: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了，让我们吃喝快乐。 
路 15:24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路 15:25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里。他回来，离家不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路 15:26 便叫过一个仆人来，查问是什么事。 
路 15:27 仆人说，你兄弟来了，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了。 
路 15:28 大儿子就生气，不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路 15:29 他对父亲说，看哪，我象奴仆服事你这么多年，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令，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路 15:30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了你的产业，他一来了，你倒为他宰了肥牛犊。 
路 15:31 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始终和我同在，我一切所有的都是你的。 
路 15:32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理当欢喜快乐。 

2 口才、恩赐、能力，都不能象我们对人的关切那样深深地摸着人——参林前十二

31下，提后一7，门9～12。 
林前 12:31下 ……我还要把极超越的路指示你们。 
提后 1:7 因为神赐给我们的，不是胆怯的灵，乃是能力、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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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9 然而象我这有年纪的保罗，现在又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宁可因着爱恳求你， 
门 10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欧尼西母恳求你； 
门 11 他从前对你没有益处，但如今对你我都有益处。 
门 12 我现在打发他回你那里去，他乃是我心上的人。 

3 我们能结多少果子，并不在于我们能作什么，乃在于我们是否有亲密的关切——
林后十二15，林前九22，太九12。 
林后 12:15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

得你们的爱么？ 
林前 9:22 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众人，我成了众人所

是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太 9:12 耶稣听见，就说，强健的人用不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4 供应的生命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他们，而在基督的神性

里，以基督的丰富喂养他们——弗五29，箴二五15。 
弗 5: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象基督待召会一样， 
箴 25:15 恒久忍耐可以劝动官长，柔和的舌能折断骨头。 

5 保罗牧养圣徒，如同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帖前二7～8、11～12，徒二十

19～20、27、31。 
帖前 2:7 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 
帖前 2:8 我们这样切慕你们，不但乐意将神的福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

分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 
帖前 2:11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们作见证，待你

们每一个人，好象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帖前 2:12 要叫你们行事为人，配得过那召你们进入祂自己的国和荣耀的神。 
徒 20:19 服事主，凡事谦卑，常常流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 
徒 20:20 凡与你们有益的，我没有一样避讳不告诉你们的，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

挨户，我都教导你们。 
徒 20:27 因为神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不告诉你们。 
徒 20:31 所以你们应当儆醒，记念我三年之久，昼夜不住地流泪劝戒你们各人。 

6 保罗下到软弱人的水平上，好使他能得着他们——林后十一28～29，林前九22，

参太十二20。 
林后 11:28 除了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众召会的罣虑，天天压在我身上。 
林后 11:29 有谁软弱，我不软弱？有谁绊跌，我不焦急？ 
林前 9:22 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众人，我成了众人所

是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太 12:20 压伤的芦苇，祂不折断；将残的火把，祂不吹灭，直到祂施行公理，至于

得胜。 
7 保罗作为一个爱召会的人，与那爱召会的基督乃是一，他乐意为着圣徒的缘故，

花费他所有的（指他的财物），也乐意花费他所是的（指他这人），以建造基督

的身体——弗五25，林后十二15，十一28～29。 
弗 5:25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了自己， 
林后 12:15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花上自己。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

得你们的爱么？ 
林后 11:28 除了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众召会的罣虑，天天压在我身上。 
林后 11:29 有谁软弱，我不软弱？有谁绊跌，我不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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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信息摘录： 
 

新约的执事 
 

林后七章……属于这卷书中论到新约执事的一段。保罗在这一段话中描绘新约执事所过的

生活。我们在本篇信息中，要尽力来摸着七章二至七节所发表保罗灵里的感觉。我们读二至十

六节的时候， 重要的就是摸着保罗的感觉和他的灵。但是要这样作并不容易。 
 

使徒供应的生命对信徒的亲密关切 
 

我们在二至十六节所看见的，是使徒供应的生命对信徒的亲密关切。每一位爱主、愿意够

得上神标准的信徒，都应当成为新约的执事。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论我们是使徒、

传福音者、长老或执事，我们都应当是新约的执事。这样的执事乃是把基督供应给人，为着建

造召会，就是祂的身体。我年轻时，听说每一位信徒都应当是传福音者。现在我们看见，我们

不该仅仅是传福音者，更该是新约的执事，就是供应基督作生命，使召会能建造成为基督身体

的人。这个职事不该仅仅由使徒和长老来完成，乃该由召会中的每一个人来完成。 
主今天恢复的目标，就是恢复所有的信徒都能供应基督，使召会得以建造起来。这种领会

是根据保罗在以弗所四章的话，他说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都成全圣徒，目

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若要成为建造召会的人，将基督供应给人以

建造召会，就需要一种供应的生命。我们要成为新约的执事，就需要这样供应的生命。我们需

要活出一种为着召会把基督供应给人的生命。 
许多年前，我读到一些书报，鼓励信徒们要属灵、要圣洁、要得胜。但我从来没有读过一

本书嘱咐我们要活出一种供应的生命。我们许多人读过一些书报，论到如何属灵，如何过圣洁

的生活，或是如何得胜。但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告诉你如何活出供应的生命？我不相信我们

有人读过这样的书。 
五十年来，我在出外访问的时候，遇见许多不同种类的基督徒。我特别遇到一些有属灵名

望的人。但照我的观察，甚至这些所谓的属灵人，也没有正确活出供应的生命。他们的生活非

常严谨，为着能“属灵”、“圣洁”并“得胜”。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使他们成为供应的

人。我们都当靠着主的恩典，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竭力活出供应的生命。 
 

多结果子的生活 
 

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所看见供应的生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可能“属灵”、“圣

洁”、“得胜”，却不结果子。那种属灵、圣洁与得胜是有问题的。那种品格是否真正、真实，

令人打一个问号。一个人相当属灵，却不结果子，岂非不寻常么？照圣经来看，属灵的目的是

为着结果子。主在约翰福音没有告诉我们要属灵、要圣洁、要得胜。反之，祂在十五章嘱咐我

们要结果子，甚至要多结常存的果子。这就是活出供应的生命。 
我家的四周有许多果树，有桃树、柠檬树和橘子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些树没有结出

什么果子。因此，我们就考虑要不要把它们砍掉。这些树虽然不结果子，但还是长得很好。事

实上，它们长得又青翠、又发旺，枝叶茂密。然而，它们越这样长，我就越觉得为难。有时候

我看着这些树说，“你们这些树在这里作什么？你们枝叶青翠茂密，却不结果子。”我们可以

用这种情形，说明那些可能“属灵”、“圣洁”、“得胜”，却不结果子的信徒。他们不结果子，

因为他们没有供应的生命。我们要看见，我们都需要有供应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早期听过几篇论林后七章的信息。那些信息着重说到照着神忧愁；那些信息指出，我们

若照着神忧愁，便不会因着忧愁而懊悔。我虽然听见一些有关这一点的信息，却从来没有听见

一篇信息论到保罗在这一章里的感觉和灵。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亲密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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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真正的关切 
 

我们可能在属灵的事上很有知识，讲道也很有能力，然而还是不结果子。事实上，这样的

人不仅不结果子，没有供应生命，反而可能叫人死。一位弟兄到另一个地方去开特会，但聚会

的结果也许是叫许多人被杀死。他们不是被错谬的话杀死，而是被对的话杀死。不仅如此，在

牧养圣徒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叫人死。这样叫人死，这样不结果子的原因，就是缺乏亲密的关

切。一位弟兄到某处召会开特会，可能只关切所释放的信息，却对那个地方的召会没有一点真

正的关切。照样，我们可能看望一个家庭、牧养他们，却没有一点爱的关切。我们的动机可能

是为着表显我们的知识、属灵、恩赐或能力。结果却是叫人死。 
有些母亲好象缺少智慧；但她们虽然不够聪明，却能很妥善地抚养儿女，因为她们对儿女

有爱的关切。这种母亲对儿女有柔细亲密的关切。相反的，有些后母也许很有知识、恩赐，也

很聪明，但她们缺少对儿女所当有的关切。照顾儿女 重要的不是知识或才干，乃是亲密的关

切。照顾众召会或牧养众圣徒也是一样，所需要的乃是供应的生命中所有的亲密关切。弟兄们

在众召会开特会，必须对那些召会有真正的关切。他们不该仅仅在意于释放好信息，来表显他

们的知识、才能或能力。 
我年轻时，多少对林后七章感到不解。我认定圣经是一本神圣、经典之作，但对我来说，

林后七章似乎不是经典之作。我能领会为什么罗马五章和八章包含在圣经里，但我不明白为什

么林后七章也包括在内。保罗在六节说，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他，在七节接着说，“不但借着

他来，也借着他在你们身上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切望、你们的哀恸和你们

为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叫我更加喜乐。”对我来说，这样的一节不应当写在圣经里。你

有没有查问过，为什么林后七章写在新约里？你若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可能指明你研读神

的话，多少有点粗心大意。我能作见证，我越注意这一章，就越宝爱这一章，并且越从其中有

所学习，而受其影响。 
这一章启示，我们需要有亲密的关切。我们若有才能执行一项工作，但缺少亲密的关切，

我们的工作就不会结果子。要建立美好的家庭生活和召会生活，需要亲密的关切。我们能结多

少果子，并不在于我们能作什么，乃在于我们是否有亲密的关切。 
倪弟兄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时，需要对人有真正的关切。只要我们对人有合式的关切，

我们就会渐渐够资格被神使用，使别人得救。这一点在“见与闻”一书中，有非常好的见证。

作者麦雅各（Dennis McKendrick）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他站在一群不信者面前只是痛哭流涕，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而却有许多人得救，因为他有深挚的关切。口才、恩赐、能力，都不能

象你对人的关切那样深深地摸着人。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好象父亲管教儿女。但他这样的管教，是出自深切、亲密的关切。譬

如，母亲也许责打儿女，但是儿女挨打的时候，知道母亲是以爱的灵和态度管教他。因此，即

使母亲打孩子时，仍能爱她的孩子。儿女能分辨父母管教他们，是否出自爱的灵。保罗写哥林

多前书，是带着爱与关切的灵。我们在整卷哥林多后书，特别是第七章中，的确看见保罗对于

信徒的亲密关切。 
 

温暖别人 
 

保罗在林后七章非常有情感。他在十三节说，“我们因提多的喜乐，就越发更加喜乐。”

达秘（J. N. Darby）指出，“越发更加”在原文是一句成语，无法用英文准确的翻译出来。保罗

在供应生命时，富有人性和情感。保罗的情感非常丰富，因为他的关切极其深刻亲密。我们若

没有这种关切，就绝不能象保罗那样更加喜乐。我们反而可能象冷冷的冰箱，对圣徒漠不关心。

我们不温暖别人，反而使别人更加冰冷。在这样冰冻的环境里，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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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春天的气候来到，使我们解冻，并温暖我们的生命。这又是需要供应的生命。你知道什么是

供应的生命？这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要学习温暖别人。这就是对他们要有亲密的关切。 
许多人读林后七章，并没有摸到保罗的亲密关切。我们对于别人若没有这种关切，我们就

不会结果子。我若要把生命供应给众圣徒，我必须对他们有真正的关切，就是富有情感，既深

刻又亲密的关切。我应当满心关切，以至于有的时候，甚至在别人眼中成了愚昧、疯狂的人。 
 

保罗的恳求 
 

保罗在七章二节说，“你们要容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六章十四节至七章一节率直的劝勉，是插进的话，要把被岔开的信徒，从污秽的沾染中带回到

圣别的神，使他们与神完全和好。因此，七章二节实际上是六章十一至十三节的继续，恳求信

徒向着使徒，心要宽宏容纳他们。从七章二节至本章末了，使徒在恳求中表达他对信徒亲密的

关切，要叫他们得着安慰和鼓励，在与主完全和好之后，同祂积极往前。 
当保罗说“你们要容纳我们”时，他实际上是向哥林多人说，“弟兄们，我喜欢进到你们

那里，住在你们中间。但是你们太狭窄，把自己关起来。你们没有宽宏的心接纳我们。我爱你

们、关切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恳求你们敞开自己，容纳我们，好叫我们能进到你们那里，住

在你们中间。” 
你若看望另一处地方召会，而没有保罗在二节的灵，你可能下意识里会感觉，自己在属灵

的事上比别人更有知识，并且有东西可以供应他们。这不是我们所该有的态度。但你若象保罗

在二节所作的一样，恳求圣徒要心里容纳你，好叫你能住在他们中间，这的确会深深地摸着人。 
保罗在二节说，他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保罗好象在为自己表白，

但他的表白是亲密的、亲爱的。 
保罗在三节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定罪你们，因我先前说过，你们是在我们的心里，

以至同死同活。”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种亲密关切的表达，而不是客套、谦恭的说法。保罗讲话

的方式是率直的，也是非常亲密、感人的。保罗这样向哥林多人说话，表明他与他们之间有亲

密的关系。我们只能对那些与我们亲密的人，说出这样的话。 
保罗在三节甚至说，哥林多人是在使徒的心里，以至同死同活。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我说这话，不是为定罪你们，因我先前说过，你们是在我们的心里。你们既然在我们的心里，

而我们的心是宽宏的，所以我们呼吁你们的心要宽宏，容纳我们。哥林多人哪，你们是在我们

的心里，以至同死同活。”何等深切、柔爱并亲密的话！何等感人肺腑衷肠！ 
 

因着深挚的关切而得安慰并喜乐洋溢 
 

四节继续说，“我向你们大大的放胆，我为你们多多的夸口；我满得安慰，在我们一切的

患难中，我格外地洋溢喜乐。”这里的安慰和喜乐，按原文直译是那安慰，那喜乐；指提多所

带来特殊的安慰、特殊的喜乐。保罗在这里的话也是亲密、感人的。 
保罗在五节说，“原来我们就是到了马其顿，我们的肉身也不得安宁，反而凡事遭患难，

外有争战，内有惧怕。”这里的肉身是指外面的人，包括身体和魂。争战是外面的，惧怕是内

里的。这些争战和惧怕涉及外面的身体和里面的魂。肉身不得安宁，与灵里不安不同。 
六节说，“但那安慰颓丧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保罗深深关切哥林多信

徒对他第一封书信的反应，以致灵里不安（二13），甚至极为颓丧，急切要见到提多，好得着

他们反应的消息。现在提多不但来了，还把他们积极反应的喜信带来。这对使徒是极大的安慰。 
保罗在七章七节继续说，“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在你们身上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切望、你们的哀恸和你们为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叫我更加喜乐。”因着保

罗的关切，他在这里又是极富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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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需要心宽宏，与神完全和好；然后我们才会有一种供应的生命，一种能多结果子的

生命。惟有供应的生命能使我们结果子。结果子乃是供应的生命所产生的结果。 （哥林多后

书生命读经，四四六至四五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