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32 

哥林多後書第 5章 
 

 哥林多後書第 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讓我們翻開聖經到哥林多後書第五章。 

保羅談到他為耶穌基督的緣故如何不斷地面對死亡。雖然他

不斷地面對死亡，及各種不同的危險，但這些並不真的困擾

他，因為他對死亡有正確的暸解。我認為這是我們作為基督

徒所必須知道的，作為神的孩子一個正確的暸解。 

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暸解，所以當我們聽到人死的時候，會

說：“哦！真是可憐，他是如此的年輕，真是不幸。他眼前

還有大好的光明遠景等著。”我們把艱困的死亡當作神孩子

的某種悲劇。 

保羅面對死亡，但他並不煩惱，因為他知道，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後書 5:1) 

保羅明白真的我是屬靈的。我住在一個身體中，身體並不是

我。它是我所居住的房子。這裡保羅將房子簡化成帳篷。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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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當你想到帳篷，你不會想到是個永久居住的地方。帳篷

總是非常暫時性的。我們應該將我們的身體看作帳篷，他們

不是我的靈永久居住的地方。當我的靈正住在這個帳篷時，

我永久住的房子正在預備中。 

你若來這個教會一段時間，你就知道我們在教堂建造完成以

前，我們是以帳篷代替的，我們在帳篷裡待了兩年的時間。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篷若拆毀了，”我的身體回到

塵土時，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是在天上永存的房

屋。”那麼對你相對而言，帳篷被認為是暫時的名稱，“而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才是神所造不是人所造的。” 

我目前所居住的這個帳篷是我祖先基因的合成物。我取了某

種褐色眼珠的基因和某種禿頭的基因，還有其它的生理特

徵。是由我祖父母，父母，這樣一代代傳下來的。因此我是

這些基因有趣組合的合成物。一代代回溯到挪亞，亞當。我

有很多有趣類型的特徵。軟弱的，堅強的，但再怎麼好也是

有缺點，因為它不是從神直接來的。神不會如此亂七八糟。 

但我確實有一棟建築物我要搬進去。它是神所蓋的。從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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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是人手所造的，和暫時的比較，它是永遠的，天上的

居所。所以對神的孩子，死亡是搬出帳篷。此刻，我會說，

破舊的帳篷，我要搬進美麗的房子，是神所蓋的，不是人手

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

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翰福音 14:1-2) 

現在我們的心或許在想比佛利山。那裡有一些不動產，大的

圓柱和其它一切。我們想：“是的，主要牽我的手領我走榮

耀的道路。我們在哈利路亞巷左轉，再往前走一半的路程，

右手邊這間美麗的白色房子，前面還有大圓柱。祂向我說：

‘恰克，這是你所住的新大廈。’”不，不是這樣。我真恨

自己讓你失望。 

我從神那裡得來的新身體不需要睡眠。那麼我為什麼還需要

臥室？這個新的身體有許多的特性，它不需要房子居住。所

說新的大廈是祂給我新的身體，我現在住在帳篷裡，有一

天，我要搬進大廈。這一天將要來臨。看是哪一天，你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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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讀到，昨晚各各他教堂的牧師恰克死了。不要相信。那

可憐的報告。如果要說實話，他們必須說，恰克史密斯昨晚

移出舊的帳篷，搬進美麗的新大廈內。神的孩子死亡是搬出

舊帳篷，然後搬進新房子內，“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

造。” 

那是為什麼保羅說：“你認為我為基督受捆綁而擔憂？我已

經準備好為基督死。”他暸解對身為神的孩子而言，死亡是

什麼。就是從舊帳篷搬到新房子住而已。他繼續仔細地說：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哥林多後書 5:2) 

或是我們仍在這些身體裡嘆息。 

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哥林多後書

5:2) 

因為這些身體遭受痛苦，疲乏，軟弱。在羅馬書第八章裡，

保羅談到當我們在等候神兒子的名分時，我們的嘆息，和所

有的受造物與我們一同嘆息。 

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

體得贖。(羅馬書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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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那個新的身體，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天

上永存的房屋。” 

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哥林多後書

5:3) 

這完全排除了任何靈魂睡覺的觀念和想法。保羅繼續說：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哥林多

後書 5:4) 

我不想成為一個沒有身體的靈。作為佛教徒的目標是有一天

要演變進入涅槃。他們認為所有臨到我們的問題都是起因於

這個身體。希望我們能從身體進展到另一個較高級的狀態，

直到我們最後沒有身體，我們就能體會永遠的靈，單一的福

佑，我們就變成精髓。 

但這不是基督徒的希望。我們要移出這個舊的帳篷外，進入

神所造的，不是人手造的房子，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我渴望

的不是要不穿，不是要沒身體的靈。 

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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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書 5:4) 

我們極困難暸解從現在到教會被提中間的信徒狀況。讓他們

的靈和神一起離去，他們的身體在墓穴裡等候更新？使徒保

羅在他的第一封書信裡談到復活的時候像是一粒種子埋在土

裡，並且死了。但是保羅作了一個有趣的描述。他說：“身

體從土來，不是你種植的。是照神的意思給的，死人復活也

是這樣。” 

有許多人希望這個身體的復活是目前生命的復活。我個人找

尋更好的模式。不是要更新這個身體，或是使這個身體年

輕。我已經預備好搬出這個帳篷，搬進新的房子。“是神

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 

有幾件事說明。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人們時常問的問

題。因為保羅談到復活的次序。保羅在那裡說：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

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

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

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撒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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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前書 4:16-17)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勉。想想不知何故我們的靈和

神在一起，我們的靈與身體在復活的時候重新連合。而不知

何故，身體變年輕了。 

當然，一些無神論者對此會難以接受。那麼對於作過心臟移

植手術的人怎麼辦呢？在復活的時候，誰會有心臟？這些身

體由化學元素分子組成。造你身體的十七個元素和外面塵土

的十七個元素相同。當你的靈移出這個身體時，身體歸回塵

土。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世記 3:19) 

誠如 Longfellow所說：“不用告訴我令人悲痛的數字。生

命不過是個空虛的夢。因為靈魂是熟睡般地死去。事情並不

像他們所想的那樣。生命是真實的，生命是正經的。墓穴不

是你的目標。”“你本是塵土，仍要歸回塵土。”不是說

到靈魂，而是身體。 

讓我們回到西部原野時代，人中彈時，身體埋在土裡，被分

解，歸回塵土。草原上的草生長，根往下長。取出相同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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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元素，一度是人身體的一部分。牛吃草，拿這些化學元素

放進他們的系統裡。牛所造的牛奶是給人喝的。所以曾是他

人身體的化學元素的一部分，現在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我

的身體同化那些化學元素，使他們成為我的一部分。那麼在

復活時誰得到這些化學元素？他們是屬於誰的身體？ 

事實上他們說你每隔七年就有一個新的身體。經過細胞的重

新建造過程，實際上，每隔七年你經歷了主要的變化。就化

學變化而言，你不再是七年前的那個人。這樣，哪一個身體

是我最後五十年所居住的？我能選擇住在二十五或是三十年

以前的身體。如果我需要為身體作選擇的話，我會選擇在大

學足球隊膝蓋受傷的那一個身體。感謝神，我不需要選擇。

我有一個，神所造完全新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永

存的房屋。” 

此刻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備受困擾，因為保羅教導他們耶穌要

回來建立祂的國度。在保羅離開之後，有些信徒已經死了，

其它的人感到失望。他們說：“多麼羞愧！在耶穌來之前就

已經死了。沒有機會享受到神的國。”因此保羅寫第四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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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那些，他們所愛的在主還沒回來以前，就死的人。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

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

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

來。聖經教導我們主從天降臨。當祂為我們回來的時候，

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

人之先。(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5) 

就今日對字的暸解,避免這字的翻譯很糟。希臘文是在之

前。我們不會在那些人之前。他們在我們之前。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的人必先復活。(帖撒羅尼

迦前書 4:16) 

這是正確的。他們先復活。我們不能在他們以前。“以後我

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

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恰克米斯勒牧師在許多場合多次指出，神住在時間之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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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住在目前的時間架構裡。但有一天，我也會移出時間之

外。我不再受時間的束縛。因為我從死亡移入永遠，而永遠

在時間的層面以外。在永恆裡。沒有過去，未來。只有現

在。當神描述祂的名的形容時， 

“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 3:14) 

我們的心智受時間的束縛，我們無法跳出時間以外思考，無

法跳離開始及結束。我的心智甚至不能想出永久的觀念。但

是當我進入永恆時，我便會明白了。 

在永恆裡每件事都是現在，所有的時間全包括在內。你能一

眼就能看到開始和結束，只要一眼，神能如此做因為祂在時

間之外。神證明祂有這樣的能力因為祂告訴你這些將要發生

的事，儘管我們在時間的一點上，神仍然能告知將發生之

事，因為祂能看見他們宛如是已經存在的事了。神時常講到

一些事，好像他們已經存在於時間的架構裡。其實，他們還

未存在，只是神知道他們將會存在。因此神談到他們好像是

已經存在的事了。 

神說到以撒的存在是以撒還未出生以前。但神能這麼做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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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祂在時間以外。就神而言，祂從天上往下看，以撒已經出

生，和利百加結婚，整件事都已完成因為祂能看到整個事

件。因而使我受鼓勵，而讓神得榮耀。神過去說的時候還沒

發生，因為祂在時間以外，祂藉著耶穌基督看見我的救贖完

成，我與祂一起得榮耀。神這樣說我的未來是個確據，令人

安慰。因為神真是知道每件將發生的事而使我得以安慰。 

當我死的時候，我留下時間，進入每件事都在現在的永恆

裡。所以任何將要發生的事都是已經發生的事了。你不能

說，將來整個身體組合的時候，主要帶我到天上去。我已經

通過永恆，經過時間以外。那麼我離開時間進入永恆的剎

那，我的靈離開這個身體。是我的身體把我留在時間的架構

裡面，因此，那些在基督中熟睡的人離開了時間層面，進入

永恆，在那裡已經完成了。我們將會趕上他們，當我們也進

入永恆，離開時間的時候。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哥林多後書 5:5) 

神是創造我們的那一位。祂對我們有其目的。 

祂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原文作質〕(哥林多後書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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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是頭期款，或是他們所說的訂金。讓我向你說明

訂金真正的意思。“你想要買我的車嗎？我在報上讀到一則

賣車的廣告，你說十五分鐘內來買，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

如果有人五分鐘內打電話給我說想要買車，付我現金，那我

怎麼辦？如果你真的想要買付我訂金。表示你的意願。” 

神藉由給你聖靈向你表示祂的救贖，祂完全救贖你的意願。

當然，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二章中也言及有所應許的聖靈為印

記。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神之

民〔民原文作產業〕被贖。(以弗所書 1:13-14)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

離。不憑眼見，我們坦然無懼，我說，我是更願意離開身

體與主同住。(哥林多後書 5:6-8) 

那是我真的渴想的。我知道我只要還住在這這個身體的家

中，我便缺席於上帝國的住處。我寧願搬出這個舊的身體，

和主在祂的國裡顯現。死亡是釋放我，使我從我的身體釋放

出我的靈，而能搬進新的房子，是神所造的，在那裡我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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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居住。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

的喜悅。(哥林多後書 5:9) 

所以我渴望的是我的生命能取悅神。雖然我活在這個身體

中，可我最終會移出這個身體之外。我最主要的願望是我的

生命能取悅神，所以耶穌可能對我說：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

樂。”(馬太福音 25:21) 

在我生命背後真正驅使我的目的是取悅神。 

保羅寫給腓立比人說：“基督在我身體裡得榮耀。無論生或

死，我真的不在乎。我只想要取悅神。我希望主藉由我得榮

耀。”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

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哥林多後書 5:10) 

不要把這和啟示錄第二十章的神的大白色寶座審判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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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說的是罪人會在神的寶座前被審判，和信徒來到基督寶

座前完全不相同。基督的寶座很像奧林匹克裁判的位子。參

加各種不同的競賽者會來到寶座面前，裁判將月桂或橄欖花

圈擺在他們的頭上，以示他們活動的成績。不像現在的金銀

銅牌，當時的奧林匹克競賽者拿到更易腐壞的東西。是用月

桂或橄欖葉做成的花圈。 

這就是保羅現在所說的；他們為了會腐壞的王冠是接受訓

練，鍛鍊身體，而我們為了不會腐敗的王冠作工。但是他們

為了易腐壞的王冠所受的訓練叫我們感到羞愧。因為我們時

常不太在意為那不會腐敗的王冠奔跑作工。 

聖經的教導說我們的善工要經過火的審判。由木材，草，禾

秸所作的東西將被燒盡。我們那些經過火能存留下來的善工

將得補償。很多奉耶穌的名所做的事，是任何天上的報酬都

得不到的。耶穌在登山寶訓第六章一開始便說：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

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馬太福

音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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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行的善工要被審判看它們是哪一類的，而這些善工的

背後是怎樣的動機。耶穌舉例說明這個原理如何用在我們的

禱告中，如何給予及如何抑制肉體。 

禱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禱告給人聽的，讓人知道，像是個

禱告的人，並且受到人的敬畏，因為知道我是個虔誠禱告的

人。另一種是對神的禱告。是躲在壁櫥裡的禱告，秘密的禱

告，不在乎別人是否聽到我的禱告，只在乎神是否聽見。 

如果我為了在人身上的效果禱告的話，人可能說：“他真是

個禱告的人！”然後耶穌說：“你已經得了你的賞賜。”每

個人都知道你是個多棒的禱告人。但是你應該寧可暗中向你

的父禱告，然後你的父暗中看見必會報答你。全決定於你想

從那裡得到賞賜。若你想從人那裡得到，你儘管用這樣的方

式過生活。每個人都會看見並且知道你做了什麼，驚嘆你是

個多麼了不起的人。 

你能以這樣的方式吸引人的注意，藉由幾種方式你就能吸引

人對你靈修生活深度的注意力。甚至當你開始論及屬靈的事

物時，你的臉有種非人世的表情，聖潔的神情。你能讓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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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與神如何親密同行的訊息。你一切動作肢體是那麼地屬

靈。藉由很細微渺小的方法讓人知道我是那麼地屬靈。 

但問題出在我如此做的時候，真的弄髒從神而來的賞賜。我

的善工將被審判。我會站在基督的審判台前。將會有一個炙

熱的審判，那些錯誤動機的善工將被燃燒。而經過火的，神

給我公義的冠冕，我在天上的位子取決於我對責任的信實。 

不要把這和得救弄混。救恩是神藉由你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所

給你的禮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 

所以不要將這和你的救恩搞混。許多人都是如此。我沒有辦

法因為做什麼得到我的救恩，我的公義是完成在耶穌基督裡

的。然而我的善工要在基督台前被審判。我可能收到獎賞，

但在某些情況下，我會因不正當的動機而失去賞賜。 

那麼在炙熱的審判下存留的善工，燒燒看他們是那個種類。

若是金銀，神會說：“做得好！這是你的獎賞。給你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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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我們必須全出現在基督台前，按各人所做的領受，不管是好

或壞的受報。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哥林多後書 5:11) 

恐怖這字是個老的英文字，它有一個全新的意義。是主的可

畏。我不認為我們真的適當地暸解主的可畏。許多年前，我

害怕主可能會傷害我，因為我對主有個錯誤的觀念。現在我

敬畏主，我可能會傷害主。我認為這才真是所謂主的可畏。

害怕我可能因做不到祂要我做的而傷害祂，無法達到祂對我

的期望。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 神面前是

顯明的，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也是顯明的。我們不是向你

們再舉薦自己，(哥林多後書 5:11-12) 

那些在哥林多曾跟隨保羅的徦教師,那些猶太派其它的人以

卑鄙的方式講論保羅所教導的恩典。他們也貶低保羅，挑戰

他作為使徒身份的事。他們瞧不起他，說他的壞話。但是保

羅說：“我不需要你的舉薦，如同其它人的一樣。你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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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信，你在基督裡的信心是我服事的真確性見證。你在基

督裡的信心證明我使徒身份的有效性。”因此，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

處，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哥林多

後書 5:12) 

所以對那些保羅忠誠的朋友，保羅說：“我寫這些事不是我

要向你們舉薦自己，但是當那些傢伙說關於我一些荒謬的事

時，至少你們可以回答他們。”不幸地今天還是很多人只憑

外貌不是憑內心認人。 

他們控告保羅發狂。他們說：“那傢伙發瘋。”很有趣的是

保羅在另一個場合也被人認為他發狂。你記得保羅在亞基帕

面前防衛自己的時候，非斯都大叫：“保羅你是發狂的。你

豐富的學問使你瘋狂。”這是追著保羅左右的說法。因為他

是如此的理性，惡意批評他的人說，那傢伙發瘋。所以保羅

說：“若我是發狂的，”就是指某人到某種地步自己對自己

說話。自己和自己來回的對話。因此保羅說：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哥林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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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5:13) 

保羅如此地回答惡意的批評者。然後他宣告：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哥林多後書 5:14) 

保羅在這裡介紹基督的愛，在他生命裡的一股力量。他在這

裡不是講到關於服事的動機，雖然我們常聽到人們以此為服

事的動機。每當保羅談到基督的愛，他想到一件事：耶穌的

十字架。神曾向你證明祂對你的愛的唯一方法就是差派祂的

兒子為你的罪而死。神要對你宣告祂的愛，總是藉著十字

架。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

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約翰一書 4:10)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 5:8)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總是將神對你的愛和耶穌基督為你而死連結在一起。不曾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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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和十字架分開想過，因為那是神至高的愛的示範。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13) 

誠如保羅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他的心全想著基

督為人類而死。 

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哥林多後書

5:14) 

基督的愛強迫我作成這個結論。祂為眾人死的事實指出所有

的人都要死。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二章說：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以弗所書 2:1)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 3:23) 

“犯罪的他必死亡。”(以西結書 18:4) 

如果這些聖經節是正確的，就要徦設所有屬血氣的人都要

死。那就是靈裡的死，無意識神，與神分開。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 11:26)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若報紙寫我已經死了，不要信。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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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只是搬家而已。感謝神。我不會與主分開，因為耶穌為我

死的緣故。沒有任何時刻我會與神分開。這才是真的死亡。 

生理的死亡，你的意識和你的身體分開。你不用為此煩惱或

害怕。但你該感到害怕的是你的靈與神永遠分開。這才是你

應該關心的。可是大部分的情況都剛好相反。 

多數的人關心他們生理的死亡，但是對他們靈裡的死亡一點

也不關心。耶穌說： 

“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不要怕他們。我要指

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

裡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要怕祂。”(路加福音 12:4-5) 

我們受審判得到一個合理的結論就是若耶穌為所有的人而

死，這表示所有的人都是死的。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

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後書 5:15) 

這是肉體生命的標誌。有肉體的死亡和靈裡的死亡，也有肉

體的生命和屬靈的生命。我們藉由聖靈的善工和耶穌基督善

工的結果經過死亡進入生命。“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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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活過來。” 

現在有了這個新的生命之後，新的生命中心是神。肉體舊的

生命專注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生命。但是基督為我而死，我不

再為自己而活，不再過自我中心的生活，只是一味尋求滿足

肉體的需要。現在乃是過以神為中心的生活，一個屬靈的生

命與神相交，活著是為了滿足神，討神歡喜。以前，我只過

滿足自己取悅自己的生活，是肉體的生命產生出肉體的心智

的生活。 

若是我的身體統管靈魂和身體，那麼我的心智就在我的身體

控制之下，我所想的全是身體的需要，完全占據我的想法。

我要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如果我過追隨聖靈新的生活，以神為中心的生活，那麼我的

心智，及所想的全是關於神和我與祂之間的關係，我對祂的

愛，祂對我的愛，敬拜祂，認識祂，我周圍大大小小的事全

都有神的意識。這是多麼榮耀能有一個被聖靈甦醒的心！天

之上是深藍的，地球的周圍是深綠的。每一種都有它的色

度，不以基督的眼光看是看不見的。我以前看不到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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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的嚴厲和它的芳香。 

可是心被聖靈甦醒後，藉由周圍的環境我們就能得知神，

如同保羅最後所說的：“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

祂。”(使徒行傳 17:28) 

我開始意識到周圍神的存在。我的心日日敬拜祂，和祂相

交。屬靈的心由屬靈的生命而來的。那就是一個由聖靈掌管

的生命，以神為中心的生命。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為你而死，你能從肉體腐敗的奴役中得自

由。你能過屬靈層面全新的生活。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馬書

8:6) 

為此緣故耶穌替我們死， 

我們不在為自己而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

多後書 5:15) 

所以使徒保羅說：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以弗所書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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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

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拉太書

2:20) 

所以我們不再為自己而活，乃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著。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

同〕認人了。(哥林多後書 5:16) 

保羅說：“從今開始，我不再關心肉體的人了。無論什麼，

我不再憑外貌認人了，我已經認識了基督。”曾經一度，耶

穌基督對使徒保羅來說是個異端，是個猶太教備受威脅的領

導人。他到處去消滅這個新的教派。他曾以肉體的方式知道

基督，可這不再是現在他對基督的認識了。現在他在靈裡得

知祂，從祂領受生命和能力。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 

這些都是直接實在的陳述。約翰告訴我們，許多時候人們如

此說，但是他們的生命竟與他們所說的並不相符。當你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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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的第一封書信，你會一再地看到約翰說：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翰一

書 2:6) 

你若住在基督裡，你要像耶穌一樣的行走，若你說你住在基

督裡，卻照著肉體而行，那麼你就是個說謊的人，被迷惑，

活在騙局裡，自欺欺人。 

人若說：“我愛神，”多麼榮耀的說法啊！卻同時，恨他

的弟兄，你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

愛沒有看見的神。(約翰一書 4:20)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約

翰一書 1:8) 

所以透過約翰告訴我們這些事物，總而言之就是愚弄自己，

欺騙自己。你所宣稱的並不代表你就是那樣。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哥林多後

書 5:17) 

如果舊事沒有過去，證明你不在基督裡，無論你說什麼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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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你是那一位被迷惑，被欺騙最悲慘的人。 

教會裡許多人被騙，以為他們在教會的出席將替他們在上帝

的國裡買一個地方。他們對教會的給予保障他們在天上有一

個地方。他們在教會的出席，教會的會藉，對教會的貢獻並

不能夠為永生做什麼，這些可是個迷惑。 

以賽亞說：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

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

面不聽你們。(以賽亞書 59:1-2) 

就像切斷你家的電話線一樣，然後再撥號碼打給你的情人，

告訴她你有多愛她，你想到關於她的許多事。可是電話根本

沒接通，是斷了線的。無論你怎麼大力地說服自己，你的

心，你的愛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結果。 

在你心中的罪，斷絕了你與神的關係，禱告變得毫無意義。

甚至欺騙你，因為你仍禱告這樣的事實。我知道我沒做該做

的事，我知道我沒過正確的生活，但是你仍然禱告。禱告在

那種情況下變成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應該是改變的生命，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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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舊事已過的事實顯明新的生命。你不能繼續過追隨肉體的

生活，行在肉體之中。肉體的生命和屬靈的生命是不相容

的。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

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

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拉太書 6:7-8) 

保羅給我們肉體事物的名單，不幸的是，我們對這些卻是這

麼的熟悉。 

爭鬥，嫉妒，欺騙，謀殺，謊言，通姦，行淫。(但是保羅

說：)沒有一個行這樣的事的人能繼承天國。(加拉太書

5:19，21) 

你最好再讀一次名單。用禱告的心讀它。讀保羅總結的評

論。如果你活在肉體裡，不要想能繼承屬靈的國。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是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哥林多後

書 5:17) 

有沒有做到這是個問題。人應當自己省察，因為我們將站在

基督的審判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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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哥林多前書 11:31) 

你花多少時間過追隨聖靈的生活？你花多少時間過跟隨肉體

的生活？舊事以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於神，(哥林多前書 5:18) 

不再是我自己生命裡的事了。神有祂所處之地。我相信神應

該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祂的所處之地，而每個人也應該給

神留個地方。“一切都是出於神的。” 

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

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

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

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

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哥林多後書 5:18-20) 

有些人談到神與我們和解。神從不離開我們，祂不會掉頭走

開。是我們才需要與神和解，是我們轉身離開祂的，我們才

是需要和解的人。因此保羅懇求說：“我在耶穌的位子來

做，代替祂，為了神而做。我是神的使者，祂的代表。我替

代神向你們說，求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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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和好。(哥林多後書 5:20) 

這個和好榮耀的善工。神在祂的愛裡創造了人，以祂的形像

造人，在祂光及生命的掌管中。這樣人能和神交通，認識與

神相交的榮耀，喜樂及美麗。但是人轉身離開神，遠離祂，

便開始經歷沒有神生命的困乏，空虛，無望。沒有神生命的

絕望。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約翰福音

3:16) 

為人類的罪而死，藉由基督的死，人能被帶回到神面前，與

神和好。因此保羅說，我是神的使者，我在這裡代表耶穌基

督，我替祂說：“與神和好。”回來與神相交。進入光和生

命的掌管中。再一次認識喜樂，榮耀，與聖靈同行的祝福。

跟隨聖靈的生命。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好

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哥林多後書 5:21) 

這裡是新約裡最榮耀的經節之一，我們看到神為我們在基督

裡所做的一切，使我們與祂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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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

孽都歸在祂身上。(以賽亞書 53:6) 

我有時在報上讀到一些可怕邪惡的罪行，我就沒辦法讀了。

我對它的厭惡實在是太強烈了。我從社會福利中心得知有些

兒童遭受虐待，才一，兩歲的孩子，及一些他們所遭受的

事。當我讀到這些事時，我無法繼續讀了。我沒辦法忍受這

樣的事，只能置之一旁。我無法暸解人們怎麼會做這樣的

事，這麼醜陋，惡劣。我整個人都起了厭惡的感受，我不再

公義。我有自己的缺點。 

耶穌沒有罪，祂是完全的聖潔，公義。但是神在祂的身上放

了每一個墮落的人所做邪惡，可怕的事。現在你想像那震驚

是何等地大嗎？難怪耶穌大叫：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馬太福音 27:46) 

當祂為人們嘗死味時，與神分離，是屬靈的死亡。那哭聲從

十字架祂的唇裡傳出，為了你得永生能不像祂受如此的苦。

在十字架上，神將我們的罪擺在祂的身上，祂是與神和好的

人。祂變成我們，是為了我們能像祂一般。 



 

31 of 32 

哥林多後書第 5章 
 

神的愛超乎一切之上。耶穌基督的愛願意取代我全部的醜

陋，所有的罪放在祂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神的愛允許祂的

獨生子成為我們的罪。你知道人犯最大的罪就是拒絕神藉由

耶穌基督所給的愛。那是人會因此受審判唯一的罪。 

你不用因為你是個騙子，小偷，說謊者，娼妓，兇手，姦

夫，私通者面對神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但若你拒絕神藉由耶

穌基督所給你的愛，那將是最大的罪。 

耶穌說：“我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

得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

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

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約翰

福音 3:17-19) 

那是將發生的事。神給你救恩，你卻不要。神給你愛，你拒

絕。你不能為自己的罪做任何的事，不能做什麼與神和好。

也沒有其它的方法與神和好。 

這是為什麼撒但憎恨十字架。為什麼自由派憎恨十字架的原

因。十字架向人們宣告這是唯一的方法與神和好，就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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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及耶穌基督的死。 

若你拒絕此，再也沒有什麼了， 

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

律法，憑兩三個見證人，尚且不得憐恤而死。何況人踐踏 

神的兒子，將那使他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又褻慢施恩

的聖靈，你們想，他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因為我們

知道誰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

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希伯來書

10:27-31) 

我告訴你，如果我是神，做了如此多來解救人，奉獻我的兒

子，人還拒絕祂，置之不理，又褻慢施恩的聖靈，我會做神

要做的，而神將會如此做，你要住在黑暗裡，去吧！我要將

你永遠投入那令人害怕和難以置信的黑暗裡。那些不接受耶

穌的恩典和愛的人，我作為基督的使者，代替基督鼓勵你，

與神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