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國的使者 
(哥林多后书第五:10-六:2) 

 

傅德荊弟兄 



引言： 
 
實際生活中我们还生活, 我们有很多的身份, 如在公
司, 你可能是工程师, CEO、家中的身份你可能是丈
夫。 在我們信主的那一刻，祂的国已经降臨在我們
身上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在神的国里，
每个基督徒在这世上都是天国的使者。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哥林多后书第五:10-六:2 
5: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
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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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
人就都死了； 
5:15 幵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
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5: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注：原文作“肉体”，
本节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
他了。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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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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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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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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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6: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
子。 



 

 

 

一、天國使者的動力（5:10-17） 
  
1. 审判台前的交账（5：10-11） 
2. 基督大爱的激励(5:14-15) 
3. 新造生命的見證（5:16-17） 
 
 

1. 5：10-12） 
2. 耶穌愛的激励(5:14-1 



 

 

 

一、天國使者的動力（5:10-17） 
  
1. 审判台前的交账（5:10-11） 
2. 耶穌大愛的激励（5:14-15） 
3. 新造生命的見證（5:16-17） 
5: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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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22: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太25：14-25耶穌按著各人的才幹給3僕人銀子做買賣的比喻 



 

 

 一、天國使者的動力（5:10-17） 
  
1. 审判台前的交账（5:10-11） 
2. 耶穌大愛的激励  （5:14-15） 
3. 新造生命的見證（5:16-17） 
 
5: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5:15 幵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
复活的主活。 
 



 

 

 

  
2. 耶穌大愛的激励(5:14-15) 
 
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不是中國，乃是基督！ 
難道我們為基督做得太多了嗎？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ur? 

一、天國使者的動力 





 

 

 一、天國使者的動力（5:10-17） 
  
1. 审判台前的交账（5:10-12） 
2. 耶穌大爱的激励（5:14-15） 
3. 新造生命的見證（5:16-17）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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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二、天國使者的職責 (5:18-21) 

1.勸人與神和好的道理 
2.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二、天國使者的職責 (5:18-21) 
1.勸人與神和好的道理  
2.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5:18 一切都是出于 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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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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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羅6:23） 
神賜下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羅3：25；西1：20；約壹2：2；
4：10）。 

 



 

 

 二、天國使者的職責 (5:18-21) 
1.勸人與神和好的道理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
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滅
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弗2：14-16） 

 



 

 

 二、天國使者的職責 (5:18-21) 
1.勸人與神和好的道理 
2.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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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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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幵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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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國使者的職責 (5:18-21) 
1.勸人與神和好的道理 
2.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 (约20：21）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弗2：17）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
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三、天國使者的回應(6:1-2) 

1.順從主命,不徒受主恩 
2.把握時機,拯救的日子 

 
6:1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6: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
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三、天國使者的回應(6:1-2) 

1.順從主命,不徒受主恩 
 6:1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纳比尔·库尔来什（Nabeel 
Qureshi) (1983-2017) 信主后，他常常思考

一个问题，在贝琪告
诉自己耶稣乊前，其
他的基督徒为什么从
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他们肯定知道我
信主就能上天堂，难
道他们乐于任由我下
地狱？还是他们根本
没有真正相信自己的
信仰？” 



去年在香槟短宣隊信
主，今年就参加短宣
隊的服侍 



 

 

 三、天國使者的回應(6:1-2) 

1.順從主命，不徒受主恩 
 6:1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2.把握時機,拯救的日子 
 
6: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
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提后4：2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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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國使者的回應(6:1-2) 

1.順從主命，不徒受主恩 
2.把握時機，拯救的日子 
 
6:1 我们与 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
恩典。 
6:2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
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结论： 
 

若不傳福音，就沒辦法向主交账，基督
的愛激勵我們，見證主恩 

神託付的職分，勸人與神和好 

莊稼熟了，把握時機，現在就是拯救的
日子，讓我們行动起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