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好的事奉

哥林多后书 5：16-21

2022年6月19日 讲道

克莱门特·滕多，牧师实习生。

今天，我们将看看新城教理问答中的第25个问题。 我将阅读问题，我们将一起阅读答案。

問25：基督的死是否意味著我們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

回答： 是的，因为基督在⼗字架上的死完全偿还了我们罪的刑罚，神恩慈地把基督的义归算给
我们，就好像它是我们⾃⼰的义⼀样，⽽不再记得我们的罪。

我们的经文是关于和好的。 什么是和好？ 这是缔造和平的工作。 當兩個人之間發生衝突時，就會有痛苦

和距離。 和好带来医治，恢复团契。 我们为什么需要和好？ 因为罪，我们需要与神和好。

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犯罪时在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 在创世记3：8中，我们读到：

8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

的面。”

亚当和夏娃的罪破坏了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上帝之间温暖的关系。 他们躲避上帝，因为他们感到内疚和羞

愧。 只有上帝才能通过在人类和他自己之间建立的和平来解决这场冲突。 这是我们经文的重点。

让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5：16-21：

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

们。

20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让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我们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祝福我们对你话语的传讲。 我们祈求我们的心会对圣灵的工作敞

开，因为他使用神的话语来滋养我们。 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更近地见到耶稣，更深地爱他，并更好地服侍

他。 我们祈求你成就这一切，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对和好有什么看法。 第16节说：

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在归信之前，保罗对基督和基督教是轻蔑的。 他从人的角度看待基督。 這就是為什麼他迫害耶穌的跟隨

者。 但作为新造的人，保罗不能继续迫害。 保罗看待人和基督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C.S.刘易斯曾经写道：“没有普通人。 

你从来都不是跟一个只会朽坏的凡人说话。 

民族、文化、艺术、文明——这些是会朽坏的…… 

但是，我们和他们开玩笑的人，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我们结婚的对象，我们嗤之以鼻的人，还有我们

剥削的人，都是不会朽坏的人，我们要么给他们带来不会朽坏的恐惧，要么给他们带来不会朽坏的荣

耀。”

朋友们，我们需要这种观点。 我们倾向于根据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种族类别将人视为普通人。 但我们必须

像基督一样看待每个人。 因为我们不是被我们自己对人的划分所驱动，而是被基督对我们的牺牲之爱所鞭

策。 第17节写道：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死在罪中，我们配得死亡，正如上帝警告我们的父亲亚当一样。 罗马书6：23说：“因



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是，在与基督，第二个亚当的联合中，上帝给了我们永生的礼物。 我们开始进

入“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尽管我们的生活一团糟，我们还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想想从头开始建造一所房子或翻新一座非常古老的房子。 两个项目中哪一个比较难？ 从头开始建造房屋通

常更容易。 您可以制定计划并一步步落实。 但是，如果你翻新一座老房子，它可能会花费更多的钱，需要

更多的时间。

翻新老房子比较困难。 然而，结果往往会让人惊叹不已。 一个经过精心翻修的老房子可能比建在空地上的

房子更令人印象深刻。 你有没有犯过一个大错误，让你立即后悔的事情？ 我有过。 一个全新的开始会很

好。 有时回去再做一次会很好。 这次要做对。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这就是神在耶稣里献给我们的。 一

个全新的开始。

朋友们，当破碎的罪恶的受造物再次被创造时，这是一个比我们在创世记中读到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更大的奇

迹。 圣经称之为“从死里复活”。 只有神才能使死去的罪人复活。

Kainos是希腊语，在我们的经文中用来指“新”。 这意味着这个新创造优于旧创造。 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

命取代并埋葬了我们旧的罪恶老我。 保罗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和我们旧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

18-19节说：

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

们。”

在这些经文中，谁是主动的那一位？ 它是否说我们和神和好？ 不。是神做了这一切。

首先，在基督里，神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 我们欠了债，他为我们偿还了债务。 第二，神亲自赐给了我们

和好的事奉。 我们蒙召告诉别人，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是可能的。

当你经历了一些美好的事情时，你想分享它，对吧？ 你可能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对吗？ 在约翰福

音4：28-30中，我们读到：

28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29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30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撒玛利亚女人无法将这种经历留给自己。 她的朋友需要——全世界都迫切需要——这个和好的事奉。 弟兄



姊妹們，我們的罪是無限的罪行，因為它是得罪了一個無限聖潔的神。 他不能让罪不受惩罚。 作为有限的

罪恶的受造物，我们无法配得上帝的青睐。 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战胜死亡。 正如我们

在前面的讲道中看到的，这位中保必须既是神又是人。

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因为现在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我们的罪得赦免。 因为基督自己的牺牲有着无限的价

值，我们的债务被取消了，现在我们蒙悦纳了。 正如罗马书8：1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不再定罪，因为基

督已经为我们定罪。 现在，神不再记得我和你所有的罪孽，因为他已经把它们除去了。

诗篇103：12说：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犯罪，或者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犯罪。 相反，这是一种保证，即使我们犯罪，我们

也可以确信会得到饶恕，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我们在基督里竟有这么奇妙的祝福！

第三，上帝把和好的信息托付给我们。 这意味着我们不会精心设计自己的信息。 相反，我们告诉人们，神

在基督里与世界和好。 这是一项已经完成的交易。

第20节说：

20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在神使我们成为新人之后，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使命。 他使我们成为大使。 他把好消息托付给我们。 通

过他完全顺服的生命，牺牲的死亡和复活，耶稣已经使世界与神和好。 他将同样的信息托付给我们，这难

道不是很神奇吗？

今年2月，乌克兰驻英国大使宣布，为了和平，乌克兰可以改变其对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资格的

看法。 泽连斯基总统将大使的这一责任托付给他。

大使是被托付了使命和信息的人。 大使代替他的上级行事。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上帝是宇宙之王。

他将他的信息托付给我们，并赐给我们在地上宣讲它的权柄。

我们必须忠心耿耿。 我们不能告诉人们他们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不能告诉他们只跟彼此和平相处就可以

了。 这不会是我们所代表的那位大师让我们传的信息。 相反，我们要宣告神在基督里已经使世界与他自己

和好。



这是我们谦卑而又大胆地承担的一项特权。 上帝很高兴通过你和我完成救赎。 我们必须谦卑，因为信息和

事奉都是从神自己而来的。 我今天在这里不是带着我自己的信息。 相反，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有幸把上帝分

配给我的信息带给你们。

第21节说：

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第21节总结了和好的事奉的焦点。 通过基督的生活和工作，有一个伟大的交换。

我们无罪的救主遭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 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4-6中预

言了这种伟大的交换：

4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5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基督，神一尘不染的羔羊，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把它们都带走了。 他虽然成为有罪的，但他没有成为罪

人。 那将使他失去担任救主的资格。 他被定罪是因为他在他的身体里承担了我们的罪和惩罚。 换句话

说，“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于基督，他一尘不染的完美的公义也归到我们头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神面

前被宣布为义人。 朋友们，你们想改变世界，让它变得更美好吗？ 成为和好的大使吧。

我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我的祖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有不同类型的冲突。 许多项目都试图推动那里

的和好。 例如，联合国（UN）已经存在了20多年。 人们期望联合国能够建立和平。 相反，事情却变得越

来越糟。 2012年，叛乱分子占领了我的家乡戈马，为期2周。 联合国代表被问及为什么联合国不进行干预

以保卫这座城市。 他说，联合国的任务不是“缔造和平”，而是“维持和平”。

缔造和平比维持和平风险更大。 维持和平的人只能在人们处于巨大危险之中时眼睁睁地看着。 但是，一个

缔造和平的人却准备为实现和平付出致命的代价。 联合国在我国的使命失败了。为什么？ 它的任务是“维

持和平”。 然而，那里没有和平可以维持！

那么，刚果或任何其他深陷冲突之中的国家的希望在哪里呢？ 真正的希望与和平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找

到。 耶穌準備好為實現和平付出致命的代價。 耶稣愿意用他自己圣洁的宝血来使我们建立与神的和平。



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和好的大使馆。 为了和平，我们必须宣讲这个在基督里和好的信息。 正是这一信

息解决了人类的核心问题。 任何其他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案。

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名叫鲍勃。 每当我和他说话时，他都是充满敌意的。 有一天，他走过来对

我说：“你想和我打架吗？ 你总是想用你的眼神来控制我！” “不，”我说。“我看着你只是表示在跟你

打招呼。” 后来，我发现鲍勃的过去被绝症和许多其他心理问题所主导。 他告诉我，“我恨神。 我不能

相信他，因为那样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控制我。” 我说，“但我们都被某人或某事所控制。 但是如果

是一位慈爱的神在控制着你呢？” 作为回应，鲍勃很生气，没等聊完就直接走了。

有一天，另一个朋友与鲍勃分享了福音。 结果，鲍勃成为了一个新的创造，从死里复活得生命。 在此之

后，我与鲍勃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荣耀归于神！ 与鲍勃的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因为鲍勃找到了

与上帝的和好，然后也与我和好。 但有时我们会与非信徒发生冲突。 这些可能包括我们的邻居，家庭成

员，同学和同事。

我们蒙召与他们所有人寻求和睦。 罗马书12：18说：

“18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有时，寻求与他人和平相处是很困难的。 当我们向他们传讲和好的福音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没有爱的

表现。 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不要对我讲道。”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经常犹豫是否要跟别人谈论耶稣，因为我不喜欢被拒绝。 但我必须记住，他们

并没有拒绝我。 弟兄姊妹們，我們可以勇敢地面對可能的拒絕，因為我們在天父神裡有一個不可動搖的安

全感。 正因为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充满爱心，谦卑，温柔，但却在我们认信的真理上刚强壮胆。

我们作为来自不同支派和国家的人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不再与上帝疏远。 在基督里，神喜悦我们每一个

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一个声音敬拜。 赞美神的工作！ 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本周出去，成为和好的大

使。 让我们把呼召那些迷失的人与神和好作为我们的目标。 所有破碎的人都需要听到这个和好的信息。

这是他们找到真和平的唯一途径。 当我们做这一切时，愿我们记住，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只有他配得所

有的荣耀和尊荣，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的使者们：本周让我们出去服侍我们的君王吧！

我们来祷告。

父神啊，我们为祢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祢，是祂承受了我们罪所应得的惩罚，好叫我们在祢眼中被视为义



人。 我们感谢你，我们与你和好，与你和平相处。 我们祈求你让我们作为和好的大使，继续在我们里面动

工，并通过我们动工。 求你帮助我们谦卑而大胆地这样做。 求祢帮助我们，使人时刻把目光投向基督，以

及祂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上。 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如此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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