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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年秋季國際長老及負責弟兄訓練 
 

主恢復中獨一的工作 
（週五—早上第一堂聚會） 

 

第四篇信息 

作基督的大使盡和好的職事， 

並憑適應一切的生命作神的同工 
 

讀經：林後五4，9，14～16，18～20，六1，七2～3 
林後 5:4 因為我們在這帳幕裏的人，負重歎息，是因不願脫下這個，乃願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

被生命吞滅了。 
林後 5:9 所以我們也懷著雄心大志，無論是在家，或是離家，都要討主的喜悅。 
林後 5:14 原來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都死了； 
林後 5: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不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復活者活。 
林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不按著肉體認人了；雖然按著肉體認過基督，如今卻不再這樣認祂了。 
林後 5:18 一切都是出於神，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又將這和好的職事賜給我們； 
林後 5:19 這就是神在基督裏，叫世人與祂自己和好，不將他們的過犯算給他們，且將這和好的話語

託付了我們。 
林後 5: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了大使，就好像神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要與神和好。 
林後 6:1 而且我們既與神同工，也就勸你們不可徒受祂的恩典， 
林後 7:2 你們要容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便宜。 
林後 7:3 我說這話，不是為定罪你們，因我先前說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裏，以至同死同活。 
 

壹 我們需要作基督的大使，盡和好的職事： 
一 基督的大使是代表基督，代表宇宙中 高權柄的人： 

1 神已將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基督—太二八18。 
太 28:18 耶穌進前來，對他們說，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都賜給我了。 

2 神已設立基督作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提前六15，啓十七14。 
提前 6:15 在適當的時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啓 17: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二 基督的大使不憑他們的所是或所能而活，乃憑不死的生命，就是在他們裏面的基督自

己而活—林後五4： 
林後 5:4 因為我們在這帳幕裏的人，負重歎息，是因不願脫下這個，乃願穿上那個，好叫

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了。 
1 一切我們所能的，一切我們所是的，以及一切我們所有的，都會消逝；因這緣故，

我們不該信靠我們的所是—一8～9。 
林後 1:8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們不願意你們不知道，就是

我們被壓太重，力不能勝，甚至連活命的指望都絕了， 
林後 1:9 自己裏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不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復活的神； 

2 我們需要領悟基督這不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我們該信靠這生命，憑這生命而

活，並憑這生命作工—十三3。 
林後 13:3 因為你們尋求基督在我裏面說話的憑證。基督向著你們不是軟弱的，在你

們裏面乃是有大能的。 
三 基督的大使懷着雄心大志要討主的喜悅—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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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後 5:9 所以我們也懷著雄心大志，無論是在家，或是離家，都要討主的喜悅。 
1 懷着雄心大志指為重大的目標發熱心，盡心竭力要討主的喜悅—西一10，來十一

5～6。 
西 1:10 行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悅，在一切善工上結果子，藉著認識

神而長大， 
來 11:5 以諾因著信被接去，不至於見死，人也找不著他，因為神把他接去了；原

來他被接去以前，已經得了蒙神喜悅的見證。 
來 11:6 人非有信，就不能得神的喜悅；因為到神面前來的人，必須信有神，且信

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2 如果我們要代表基督，作祂的大使，我們該禱告：『主阿，我呼喚天地作見證，

我只有一個雄心，就是要討你喜悅。』 
四 基督的大使被基督的愛困迫而向祂活—林後五14～15： 

林後 5:14 原來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都死了； 
林後 5: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不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復活者活。 
1 被困迫就像被浪潮沖走；基督的愛像浪潮一樣強烈，將我們征服，將我們沖走。 
2 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叫我們不向自己活，乃向祂活： 

a 向自己活，就是受自己的控制、指引與管理，關心自己的目標和標的。 
b 向主活就是完全服在主的控制、指引與管理之下；這意思是說，我們所作

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實現主的定旨和願望。 
c 向主活的意思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尋求討主喜悅。 
d 為主活的意思是我與主仍是二者；向主活指明我與主乃是一，如在婚姻生

活中，妻子之於丈夫。 
五 基督的大使不按着肉體，乃按着靈認人—16節： 

林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不按著肉體認人了；雖然按著肉體認過基督，如今卻不再這

樣認祂了。 
1 我們不該在肉體裏照着外貌看事認人，乃該在靈裏照着基督的度量看事認人。 
2 人可能會按着職業、地位、才幹、和能力認人，但在召會中我們應當按着裏面的

人，按着靈認人。 
六 基督的大使盡和好的職事： 

1 和好的職事不僅將罪人帶回歸神，更將信徒帶進神裏面，使他們絕對與祂是

一—18～20節。 
林後 5:18 一切都是出於神，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又將這和好的職事賜

給我們； 
林後 5:19 這就是神在基督裏，叫世人與祂自己和好，不將他們的過犯算給他們，且

將這和好的話語託付了我們。 
林後 5: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了大使，就好像神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要與神和好。 
2 惟有當我們完全與神和好，我們纔完全得救—六1～2，羅五10，來七25。 

林後 6:1 而且我們既與神同工，也就勸你們不可徒受祂的恩典， 
林後 6:2 因為祂說，『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了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了你。』

看哪，現在正是最可蒙悅納的時候；看哪，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羅 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神兒子的死得與神和好，既已和好，就更

要在祂的生命裏得救了。 
來 7:25 所以，那藉著祂來到神面前的人，祂都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

為他們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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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能把人帶到神面前的程度，總是由我們與神的關係來衡量；我們越在祂裏

面，就越能使人與神和好而進到神裏面—林後十二2上，五20。 
林後 12:2 上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十四年前，這樣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層天裏，… 
林後 5: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了大使，就好像神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要與神和好。 
 

貳 我們需要憑適應一切的生命，作神的同工： 
一 我們需要靠着生命（不是任何恩賜）與神同工，這生命是全豐全足、全然成熟的，能

適應一切處境，忍受任何對待，接受各樣環境，在各種情形裏作工，並把握各種機會，

好完成我們的職事—六1上。 
林後 6:1 上 而且我們既與神同工，… 

二 我們如果完全得救，而有適應一切的生命，那麼，任何光景、任何環境都適合我們將

生命供應給人—腓一20，四22，提後四2上，參代下一10。 
腓 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切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

論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 4:22 眾聖徒，尤其是該撒家裏的人，都問你們安。 
提後 4:2 上 務要傳道；… 
代下 1:10 求你賜我智慧和知識，我好在這民前出入；不然，誰能審斷你這眾多的民呢？ 

三 我們若要有適應一切的生命，就需要有寬宏的心，就是能容納神所有子民的心—林後

六11～13，代下一10，王上四29： 
林後 6:11 哥林多人哪，我們的口向你們是張開的，我們的心是寬宏的； 
林後 6:12 在我們裏面，你們並不受限制，你們乃是限制在自己的心腸裏。 
林後 6:13 但你們也要寬宏，作同樣的報答，我像對孩子說的。 
代下 1:10 求你賜我智慧和知識，我好在這民前出入；不然，誰能審斷你這眾多的民呢？ 
王上 4:29 神賜給所羅門智慧、極大的聰明、和寬廣的心，如同海邊的沙那樣不可測量。 
1 因生命長大成熟而寬宏，相當於與神完全和好。 
2 我們有寬宏的心，就能容納所有的信徒，不論他們的光景如何；我們有張開的口，就

能率直的向所有的信徒指出他們誤入歧途的真實光景—太五7，六14～15，七1～2。 
太 5:7 憐憫人的人有福了，因為他們必蒙憐憫。 
太 6:14 因為你們若赦免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赦免你們； 
太 6:15 你們若不赦免人的過犯，你們的父也必不赦免你們的過犯。 
太 7:1 不要審判，免得你們受審判； 
太 7:2 因為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量器量給人，

也必用甚麼量器量給你們。 
四 我們需要寬宏，好有供應的生命，對人有親密的關切—林後七2～3，帖前二8，腓二

19～20： 
林後 7:2 你們要容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便宜。 
林後 7:3 我說這話，不是為定罪你們，因我先前說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裏，以至同死同活。 
帖前 2:8 我們這樣切慕你們，不但樂意將神的福音分給你們，連自己的性命也願意分給你

們，因你們是我們所愛的。 
腓 2:19 我在主耶穌裏，盼望快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叫我知道關於你們的事，也可

魂中快慰。 
腓 2:20 因我沒有人與我同魂，真正關心你們的事， 
1 我們若有才能執行一項工作，但缺少親密的關切，我們的工作就不會結果子；沒

有我們父神愛和赦免的心，以及我們救主基督牧養和尋找的靈，乃是我們不結果

子的原因—參路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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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15:1 眾稅吏和罪人都挨近耶穌，要聽祂。 
路 15:2 法利賽人和經學家紛紛的唧咕議論說，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喫飯。 
路 15:3 耶穌就對他們講了這個比喻說， 
路 15:4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不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

找那失去的，直到找著麼？ 
路 15:5 找著了，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自己肩上，回到家裏， 
路 15:6 召齊朋友、鄰舍，對他們說，和我一同歡喜罷，因為我失去的那隻羊已經

找著了。 
路 15:7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比為九十九個不

用悔改的義人歡喜更大。 
路 15:8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個銀幣，若失落一個，豈不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

找，直到找著麼？ 
路 15:9 找著了，就召齊朋友、鄰舍，說，和我一同歡喜罷，因為我失落的那個銀

幣已經找著了。 
路 15:10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神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路 15:11 耶穌又說，一個人有兩個兒子。 
路 15:12 小的對父親說，父親，請把歸我的那一分家產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

他們。 
路 15:13 過了不多幾日，小兒子就收拾一切，起身往遠方去了，在那裏生活放蕩，

揮霍家產。 
路 15:14 既耗盡了一切，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乏起來。 
路 15:15 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田裏去放猪。 
路 15:16 他恨不得拿猪所喫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 
路 15:17 他醒悟過來，就說，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糧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麼？ 
路 15:18 我要起來，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說，父親，我犯罪得罪了天，並得罪了

你。 
路 15:19 我不配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 
路 15:20 於是起來往他父親那裏去。相離還遠，他父親看見，就動了慈心，跑去抱

著他的頸項，熱切的與他親嘴。 
路 15:21 兒子說，父親，我犯罪得罪了天，並得罪了你。我不配再稱為你的兒子。 
路 15:22 父親卻吩咐奴僕說，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來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把鞋穿在他腳上， 
路 15:23 把那肥牛犢牽來宰了，讓我們喫喝快樂。 
路 15:24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復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樂起來。 
路 15:25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他回來，離家不遠，聽見作樂跳舞的聲音， 
路 15:26 便叫過一個僕人來，查問是甚麼事。 
路 15:27 僕人說，你兄弟來了，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來，把肥牛犢宰了。 
路 15:28 大兒子就生氣，不肯進去，他父親就出來勸他。 
路 15:29 他對父親說，看哪，我像奴僕服事你這麼多年，從來沒有違背過你的命令，

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樂。 
路 15:30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了你的產業，他一來了，你倒為他宰了肥牛犢。 
路 15:31 父親對他說，孩子，你始終和我同在，我一切所有的都是你的。 
路 15:32 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復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理當歡喜快樂。 

2 口才、恩賜、能力，都不能像我們對人的關切那樣深深的摸着人—參林前十二31
下，提後一7，門9～12。 
林前 12:31 下 …我還要把極超越的路指示你們。 
提後 1:7 因為神賜給我們的，不是膽怯的靈，乃是能力、愛、並清明自守的靈。 



37 

門 9 然而像我這有年紀的保羅，現在又是基督耶穌的囚犯，寧可因著愛懇求

你， 
門 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孩子歐尼西母懇求你； 
門 11 他從前對你沒有益處，但如今對你我都有益處。 
門 12 我現在打發他回你那裏去，他乃是我心上的人。 

3 我們能結多少果子，並不在於我們能作甚麼，乃在於我們是否有親密的關切—林

後十二15，林前九22，太九12。 
林後 12:15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

得你們的愛麼？ 
林前 9:22 向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眾人，我成了眾人所

是的；無論如何，總要救些人。 
太 9:12 耶穌聽見，就說，強健的人用不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 

4 供應的生命是一種溫暖別人的生命，在耶穌的人性裏顧惜他們，而在基督的神性

裏，以基督的豐富餧養他們—弗五29，箴二五15。 
弗 5:29 從來沒有人恨惡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 
箴 25:15 恆久忍耐可以勸動官長，柔和的舌能折斷骨頭。 

5 保羅牧養聖徒，如同乳養的母親和勸勉的父親—帖前二7～8，11～12，徒二十19
～20，27，31。 
帖前 2:7 只在你們中間為人溫和，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子。 
帖前 2:8 我們這樣切慕你們，不但樂意將神的福音分給你們，連自己的性命也願意

分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愛的。 
帖前 2:11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怎樣勸勉你們，撫慰你們，向你們作見證，待你

們每一個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帖前 2:12 要叫你們行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神。 
徒 20:19 服事主，凡事謙卑，常常流淚，又因猶太人的謀害，歷經試煉。 
徒 20:20 凡與你們有益的，我沒有一樣避諱不告訴你們的，或在公眾面前，或挨家

挨戶，我都教導你們。 
徒 20:27 因為神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不告訴你們。 
徒 20:31 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念我三年之久，晝夜不住的流淚勸戒你們各人。 

6 保羅下到輭弱人的水平上，好使他能得着他們—林後十一28～29，林前九22，參

太十二20。 
林後 11:28 除了沒有題起的事，還有為眾召會的罣慮，天天壓在我身上。 
林後 11:29 有誰軟弱，我不軟弱？有誰絆跌，我不焦急？ 
林前 9:22 向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眾人，我成了眾人所

是的；無論如何，總要救些人。 
太 12:20 壓傷的蘆葦，祂不折斷；將殘的火把，祂不吹滅，直到祂施行公理，至於

得勝。 
7 保羅作為一個愛召會的人，與那愛召會的基督乃是一，他樂意為着聖徒的緣故，

花費他所有的（指他的財物），也樂意花費他所是的（指他這人），以建造基督

的身體—弗五25，林後十二15，十一28～29。 
弗 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了自己， 
林後 12:15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

得你們的愛麼？ 
林後 11:28 除了沒有題起的事，還有為眾召會的罣慮，天天壓在我身上。 
林後 11:29 有誰軟弱，我不軟弱？有誰絆跌，我不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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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摘錄： 
 

新約的執事 
 

林後七章…屬於這卷書中論到新約執事的一段。保羅在這一段話中描繪新約執事所過的生

活。我們在本篇信息中，要盡力來摸着七章二至七節所發表保羅靈裏的感覺。我們讀二至十六

節的時候， 重要的就是摸着保羅的感覺和他的靈。但是要這樣作並不容易。 
 

使徒供應的生命對信徒的親密關切 
 

我們在二至十六節所看見的，是使徒供應的生命對信徒的親密關切。每一位愛主、願意搆

得上神標準的信徒，都應當成為新約的執事。只要我們是在基督裏的信徒，不論我們是使徒、

傳福音者、長老或執事，我們都應當是新約的執事。這樣的執事乃是把基督供應給人，為着建

造召會，就是祂的身體。我年輕時，聽說每一位信徒都應當是傳福音者。現在我們看見，我們

不該僅僅是傳福音者，更該是新約的執事，就是供應基督作生命，使召會能建造成為基督身體

的人。這個職事不該僅僅由使徒和長老來完成，乃該由召會中的每一個人來完成。 
主今天恢復的目標，就是恢復所有的信徒都能供應基督，使召會得以建造起來。這種領會

是根據保羅在以弗所四章的話，他說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都成全聖徒，目

的是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若要成為建造召會的人，將基督供應給人以

建造召會，就需要一種供應的生命。我們要成為新約的執事，就需要這樣供應的生命。我們需

要活出一種為着召會把基督供應給人的生命。 
許多年前，我讀到一些書報，鼓勵信徒們要屬靈、要聖潔、要得勝。但我從來沒有讀過一

本書囑咐我們要活出一種供應的生命。我們許多人讀過一些書報，論到如何屬靈，如何過聖潔

的生活，或是如何得勝。但你有沒有讀過一本書，告訴你如何活出供應的生命？我不相信我們

有人讀過這樣的書。 
五十年來，我在出外訪問的時候，遇見許多不同種類的基督徒。我特別遇到一些有屬靈名

望的人。但照我的觀察，甚至這些所謂的屬靈人，也沒有正確活出供應的生命。他們的生活非

常嚴謹，為着能『屬靈』、『聖潔』並『得勝』。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能使他們成為供應的

人。我們都當靠着主的恩典，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竭力活出供應的生命。 
 

多結果子的生活 
 

我們在哥林多後書所看見供應的生命，是一個多結果子的生命。我們可能『屬靈』、『聖

潔』、『得勝』，卻不結果子。那種屬靈、聖潔、與得勝是有問題的。那種品格是否真正、真

實，令人打一個問號。一個人相當屬靈，卻不結果子，豈非不尋常麽？照聖經來看，屬靈的目

的是為着結果子。主在約翰福音沒有告訴我們要屬靈、要聖潔、要得勝。反之，祂在十五章囑

咐我們要結果子，甚至要多結常存的果子。這就是活出供應的生命。 
我家的四周有許多果樹，有桃樹、檸檬樹和橘子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一些樹沒有結出

甚麽果子。因此，我們就考慮要不要把它們砍掉。這些樹雖然不結果子，但還是長得很好。事

實上，它們長得又青翠、又發旺，枝葉茂密。然而，它們越這樣長，我就越覺得為難。有時候

我看着這些樹說，『你們這些樹在這裏作甚麽？你們枝葉青翠茂密，卻不結果子。』我們可以

用這種情形，說明那些可能『屬靈』、『聖潔』、『得勝』，卻不結果子的信徒。他們不結果

子，因為他們沒有供應的生命。我們要看見，我們都需要有供應的生命，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早期聽過幾篇論林後七章的信息。那些信息着重說到照着神憂愁；那些信息指出，我們

若照着神憂愁，便不會因着憂愁而懊悔。我雖然聽見一些有關這一點的信息，卻從來沒有聽見

一篇信息論到保羅在這一章裏的感覺和靈。我們在這裏看見他的親密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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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真正的關切 
 

我們可能在屬靈的事上很有知識，講道也很有能力，然而還是不結果子。事實上，這樣的

人不僅不結果子，沒有供應生命，反而可能叫人死。一位弟兄到另一個地方去開特會，但聚會

的結果也許是叫許多人被殺死。他們不是被錯謬的話殺死，而是被對的話殺死。不僅如此，在

牧養聖徒的時候，我們也可能叫人死。這樣叫人死，這樣不結果子的原因，就是缺乏親密的關

切。一位弟兄到某處召會開特會，可能只關切所釋放的信息，卻對那個地方的召會沒有一點真

正的關切。照樣，我們可能看望一個家庭、牧養他們，卻沒有一點愛的關切。我們的動機可能

是為着表顯我們的知識、屬靈、恩賜或能力。結果卻是叫人死。 
有些母親好像缺少智慧；但她們雖然不彀聰明，卻能很妥善的撫養兒女，因為她們對兒女

有愛的關切。這種母親對兒女有柔細親密的關切。相反的，有些後母也許很有知識、恩賜，也

很聰明，但她們缺少對兒女所當有的關切。照顧兒女 重要的不是知識或才幹，乃是親密的關

切。照顧眾召會或牧養眾聖徒也是一樣，所需要的乃是供應的生命中所有的親密關切。弟兄們

在眾召會開特會，必須對那些召會有真正的關切。他們不該僅僅在意於釋放好信息，來表顯他

們的知識、才能或能力。 
我年輕時，多少對林後七章感到不解。我認定聖經是一本神聖、經典之作，但對我來說，

林後七章似乎不是經典之作。我能領會為甚麽羅馬五章和八章包含在聖經裏，但我不明白為甚

麽林後七章也包括在內。保羅在六節說，藉着提多來，安慰了他，在七節接着說，『不但藉着

他來，也藉着他在你們身上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切望、你們的哀慟、和你

們為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們，叫我更加喜樂。』對我來說，這樣的一節不應當寫在聖經裏。

你有沒有查問過，為甚麽林後七章寫在新約裏？你若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這可能指明你研讀

神的話，多少有點粗心大意。我能作見證，我越注意這一章，就越寶愛這一章，並且越從其中

有所學習，而受其影響。 
這一章啓示，我們需要有親密的關切。我們若有才能執行一項工作，但缺少親密的關切，

我們的工作就不會結果子。要建立美好的家庭生活和召會生活，需要親密的關切。我們能結多

少果子，並不在於我們能作甚麽，乃在於我們是否有親密的關切。 
倪弟兄告訴我們，我們傳福音時，需要對人有真正的關切。只要我們對人有合式的關切，

我們就會漸漸彀資格被神使用，使別人得救。這一點在『見與聞』一書中，有非常好的見證。

作者麥雅各（Dennis McKendrick）在這本書中告訴我們，他站在一群不信者面前只是痛哭流涕，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然而卻有許多人得救，因為他有深摯的關切。口才、恩賜、能力，都不能

像你對人的關切那樣深深的摸着人。 
在哥林多前書，保羅好像父親管教兒女。但他這樣的管教，是出自深切、親密的關切。譬

如，母親也許責打兒女，但是兒女挨打的時候，知道母親是以愛的靈和態度管教他。因此，即

使母親打孩子時，仍能愛她的孩子。兒女能分辨父母管教他們，是否出自愛的靈。保羅寫哥林

多前書，是帶着愛與關切的靈。我們在整卷哥林多後書，特別是第七章中，的確看見保羅對於

信徒的親密關切。 
 

溫暖別人 
 

保羅在林後七章非常有情感。他在十三節說，『我們因提多的喜樂，就越發更加喜樂。』

達秘（J. N. Darby）指出，『越發更加』在原文是一句成語，無法用英文準確的翻譯出來。保羅

在供應生命時，富有人性和情感。保羅的情感非常豐富，因為他的關切極其深刻親密。我們若

沒有這種關切，就絕不能像保羅那樣更加喜樂。我們反而可能像冷冷的冰箱，對聖徒漠不關心。

我們不溫暖別人，反而使別人更加冰冷。在這樣冰凍的環境裏，甚麽東西都長不出來。我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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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春天的氣候來到，使我們解凍，並溫暖我們的生命。這又是需要供應的生命。你知道甚麽是

供應的生命？這是一種溫暖別人的生命。要學習溫暖別人。這就是對他們要有親密的關切。 
許多人讀林後七章，並沒有摸到保羅的親密關切。我們對於別人若沒有這種關切，我們就

不會結果子。我若要把生命供應給眾聖徒，我必須對他們有真正的關切，就是富有情感，既深

刻又親密的關切。我應當滿心關切，以至於有的時候，甚至在別人眼中成了愚昧、瘋狂的人。 
 

保羅的懇求 
 

保羅在七章二節說，『你們要容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六章十四節至七章一節率直的勸勉，是插進的話，要把被岔開的信徒，從污穢的沾染中帶回到

聖別的神，使他們與神完全和好。因此，七章二節實際上是六章十一至十三節的繼續，懇求信

徒向着使徒，心要寬宏容納他們。從七章二節至本章末了，使徒在懇求中表達他對信徒親密的

關切，要叫他們得着安慰和鼓勵，在與主完全和好之後，同祂積極往前。 
當保羅說『你們要容納我們』時，他實際上是向哥林多人說，『弟兄們，我喜歡進到你們

那裏，住在你們中間。但是你們太狹窄，把自己關起來。你們沒有寬宏的心接納我們。我愛你

們、關切你們。這就是為甚麽我懇求你們敞開自己，容納我們，好叫我們能進到你們那裏，住

在你們中間。』 
你若看望另一處地方召會，而沒有保羅在二節的靈，你可能下意識裏會感覺，自己在屬靈

的事上比別人更有知識，並且有東西可以供應他們。這不是我們所該有的態度。但你若像保羅

在二節所作的一樣，懇求聖徒要心裏容納你，好叫你能住在他們中間，這的確會深深的摸着人。 
保羅在二節說，他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保羅好像在為自己表白，

但他的表白是親密的、親愛的。 
保羅在三節繼續說，『我說這話，不是為定罪你們，因我先前說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裏，

以至同死同活。』我們在這裏看見一種親密關切的表達，而不是客套、謙恭的說法。保羅講話

的方式是率直的，也是非常親密、感人的。保羅這樣向哥林多人說話，表明他與他們之間有親

密的關係。我們只能對那些與我們親密的人，說出這樣的話。 
保羅在三節甚至說，哥林多人是在使徒的心裏，以至同死同活。保羅在這裏的意思是說，

『我說這話，不是為定罪你們，因我先前說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裏。你們既然在我們的心裏，

而我們的心是寬宏的，所以我們呼籲你們的心要寬宏，容納我們。哥林多人哪，你們是在我們

的心裏，以至同死同活。』何等深切、柔愛並親密的話！何等感人肺腑衷腸！ 
 

因着深摯的關切而得安慰並喜樂洋溢 
 

四節繼續說，『我向你們大大的放膽，我為你們多多的誇口；我滿得安慰，在我們一切的

患難中，我格外的洋溢喜樂。』這裏的安慰和喜樂，按原文直譯是那安慰，那喜樂；指提多所

帶來特殊的安慰、特殊的喜樂。保羅在這裏的話也是親密、感人的。 
保羅在五節說，『原來我們就是到了馬其頓，我們的肉身也不得安寧，反而凡事遭患難，

外有爭戰，內有懼怕。』這裏的肉身是指外面的人，包括身體和魂。爭戰是外面的，懼怕是內

裏的。這些爭戰和懼怕涉及外面的身體和裏面的魂。肉身不得安寧，與靈裏不安不同。 
六節說，『但那安慰頹喪之人的神，藉着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保羅深深關切哥林多信

徒對他第一封書信的反應，以致靈裏不安，（二 13，）甚至極為頹喪，急切要見到提多，好得

着他們反應的消息。現在提多不但來了，還把他們積極反應的喜信帶來。這對使徒是極大的安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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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七章七節繼續說，『不但藉着他來，也藉着他在你們身上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

因他把你們的切望、你們的哀慟、和你們為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們，叫我更加喜樂。』因着

保羅的關切，他在這裏又是極富情感的。 
我們都需要心寬宏，與神完全和好；然後我們纔會有一種供應的生命，一種能多結果子的

生命。惟有供應的生命能使我們結果子。結果子乃是供應的生命所產生的結果。（哥林多後書

生命讀經，四四六至四五五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