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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 = Paul for Everyone 2 Corinthians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中文思高聖經

有關經文簡介

格後 5:11-6:10



撒上 3:9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基督的愛催迫、新創造

格後 5:11-17



「如果說我們是發狂，那是為了天主；如果說我們是清醒，
那是為了你們。」對主充滿熱忱者常被看作發瘋(宗
26:24)，但「發瘋」的保祿處理他的教會卻很清醒。

CSB



「因為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保祿傳福音的「催迫感」包
括「是不得已…不傳便有禍」，「欠債者」，「傳福音者腳
步美麗」等。聖經同樣教導。

格前 9:16, 羅
10:15，羅 1:14，
10:15，耶 20:8，詠
42:8，亞 3:8，HO1



愛真理的邏輯永遠超越任何邏輯。傳福音的力量不是冷冰冰
的責任感，不是怕懲罰，而是以愛還愛。用世俗眼光看在福
音中墮入愛河的人，往往會認為他們發了狂。

PFE p.60, 62

 「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 了；那麼眾人就都死 了；衪替眾人
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 巧妙同字使人明白
罪惡的我需在基督內死去才得生命(cf.羅 6:8)；活人若要真
的活著，便應為他人而活，即要愛，要自我交出，像耶穌。

HO2



CSB, CCC1214, 1265,
依 43:18-21, 65:17,
51:3，則 36:33-35

「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
去，看，都成了新的。」耶穌沒有催毀舊的秩序，反使它更
新和提升，使之完滿，帶來新創造。多少人真正明白這喜樂
和尊貴？舊約預告。

迦 2:20

與天主和好的職務

5:18-21



CSB, HO3

「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
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宗 2:38)天主將和好
的話放在宗徒和所有基督徒口中，傳道者「代基督作大
使」，懇求世人與天主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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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主和好的職務 (…續上頁)

5:18-21



5:21，BXVI,

「衪曾使那不認識罪的，替我們成了罪，好叫我們在衪內成
為天主的正義。」天主為何這麽殘忍，向人索求對罪過完美
的補贖？罪的創傷不能置之不顧，定當補贖；出乎意料地，
天主將補贖巨大的工價放在自己身上，由聖子償還。可見天
主不但不殘忍，祂的慈愛連天使人也心感震驚。所以
說:”Jesus paid a debt he didn’t owe because we
owed a debt we couldn’t pay.”

Jesus of
Nazareth II, p.
232, 格後 8:9

保祿傳教的表樣

6:1-10



「在艱難、貧乏、困苦 之中，在拷打、監禁、暴 亂之中，
在勞若、不寢、不食之中…」像主耶穌，保祿承受很多苦
礎，與格城中眷戀安逸的敵人不同。

6:3-8， CSB



「像是迷惑人的，卻是真誠的…不知，卻人所共知…待死，
卻活著…受懲罰，卻沒有置於死地…憂苦，卻常喜樂…貧
困，卻使許多人富足…一無所有的，卻無所不有。」這些特
質值得傳福音者仔細咀嚼，看看自己與保祿有多少共鳴，從
中看見自己傳福音的工作，是否做得正確和有効。

6:9-10

HO1 :
– “Whoever has experienced the merciful love of God becomes an ardent witness” (JPII,
On Psalm 50, Dec 4, 2002.).
– ‘The true apostle is on the lookout for occasions of announcing Christ by word, either to
unbelievers to draw them towards the faith, or to the faithful to instruct them, strengthen
them, incite them to a more fervent life; ‘for Christ’s love urges us on’ (2 Cor 5:14), and
in the hearts of all should the apostle’s words find echo: ‘Woe to me if I don not preach
the Gospel’ (1 Cor 9:16)” (Decree on the Apostolate of Lay People, #6).
– “The Eucharist concludes with a mission. “Go, now and tell!” The Latin words “Ite Missa
est,” with which the priest used to conclude the Mass, literally mean: “Go, this is your
mission.” Communion is not the end. Mission is” (Henri Nouwen, With Burning Hearts,
p. 81).
HO2: “Man cannot fully find himself except through a sincere gift of self”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um et Spes, 24).
HO3: 基督在復活後派遣祂的宗徒，「因祂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路 24:47)。
宗徒們及其繼承者為實踐這 「和好的職務」(格後 5:18)，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寬恕，這寬
恕是基督為我們賺取的，且呼籲人們皈依和相信，同時藉聖洗向他們通傳罪赦，也藉從基
督得到 鑰匙的權力，使人可與天主並與教會和好：教會領受了天國的鑰匙，是為在教會
內藉基督的血和聖神的行動赦免罪過。是在這教會內， 那因罪惡而死的靈魂得以重生，
好能與基督一起生活，是祂的恩寵救了我們。(CCC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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