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哥林多後書 12: 1~10 
 

我們這週繼續今年的主題「至於我和我家」。在談「我家」之前，要先談「至於我」，因為家的情形和我們這個

人非常有關。中文和合本聖經常常沒有翻出「至於我」這個詞，但是希臘原文是有的『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

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至於我），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林後 12: 9﹞這是一個人說到自己軟弱時，不是抱怨、不是後悔，乃是誇自己的軟弱。『我為基督的緣

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That is 

why, for Christ’s sake, I delight in weaknesses, in insults, in hardships, in persecutions, in difficulties.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林後 2 Cor. 12: 10﹞這句話很不容易理解，保羅到底是剛強還是軟弱？這裡面有一個所謂

的「二律背反」或「吊詭」（Antinomy / paradox）的原則，就是公認為正確的兩個命題都正確，但是彼此之間又

似乎會產生矛盾，在聖經裡常常看得到，等下會有幾個例子。 

我們曾經說過，神的創造是有公式的，當我們看到宇宙萬物、 星辰排列，看到電子、原子的結構，就必須承認

這個宇宙中有一個設計師，各種設計都不是碰巧、偶然或突發的。例如在一系列的創造中，包括許多動、植物、

自然現象、天文，甚至我們的 DNA裡都能找到一個黄金分割數列（Fibonacci Sequence），按照這個數列計算出

來的數值為「黃金比率」，凡按照這個比率所設計的東西，看起來都會很自然的賞心悅目。神的設計不只這些，

還有一些眼睛看不見的屬靈定率。『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

永生。』﹝約 12: 25﹞，這也是個「二律背反」。在 1919年羅素提出一個哲學悖論叫「理髮師悖論」：一個理髮

師定了一個規定，他只為了那些不自己刮鬍子的人刮鬍子，試問：那理髮師是否為自己刮鬍子？如果他為自己刮

鬍子，那麼他不應該為自己刮鬍子；如果他不為自己刮鬍子，那麼他應該為自己刮鬍子。聖經裡說神就是光，光

的本質也是二律背反，波與粒子的特性是不能調和的，卻能同時出現在光裡。聖經裡說：『耶穌受了洗，隨即從

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 3: 16~17﹞ 在這裡耶穌是神的

兒子，但祂在地上也常自稱「人子」：『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太 20: 28﹞若是神子，就不是人子，是人子就不是神子，但在耶穌身上卻有奇妙的調和，祂是真正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不可說的 

保羅說自己身上有一根刺：『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林後 12:7﹞。我們談「刺」，也要用「二律背反」的原

則來了解。保羅說：『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

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林後 12:9~10﹞很多人讀這節聖經都對保羅如何被提到第三層天很有興趣，

可惜的是，一般人越有興趣的，聖經就越沈默，我們讀不出來保羅這節在講什麼，吞吞吐吐，語焉不詳，說了像

沒有說，而保羅不能說的原因有三個： 

（一） 不可：『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秘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林後 12:4﹞。這裡的「不可」原文

就是「不合法」，不可告訴他人的。 



（二） 不明：保羅說他自己『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林後 12:2﹞。所以他對這樣

的經歷不完全清楚是怎麼回事。其實大多數的使徒都有類似的經歷，彼得：『彼得在午正上房頂禱

告。覺得餓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預備飯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徒 10:9~10 ﹞「魂遊象外」就像

是靈魂出竅，很難說的清楚。約翰：『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

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啟 4:1 ﹞保羅：『但我在肉身活著，若

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

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腓 1: 22~24﹞相信保羅這裡說的「離世」不是

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究竟是什麼，也是難以描述的。 

（三） 不好：『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林後 12: 7﹞保羅如果說了，人會將他看高。主

耶穌登山變相帶了三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這些事記載在馬太 17章、馬可 9章、路加 9章，

但當我們繼續讀到馬太 18章、馬可 9章下半、路加 9章下半時，救出現了門徒間彼此在爭誰為大。

十二門徒一向平和相處，但因為主耶穌登山變相的異象實在太特別，三個門徒下山後，自以為比別的

門徒高一截，於是彼此之間就開始互相爭大。例如 1960年代教會間盛行說方言，甚至到了不說方言

就會被認為沒有得救、是次等基督徒的地步。保羅也是為此緣故不說他在三層天上所看見的。 

江水升高 

「刺」叫人難受，讓人痛苦，自己沒法除去，求主，主又不聽，要怎麼辦？禱告的出發點如果是自私、自我中心

的，神是不會聽的，神說要先求神的義、神的國，那我們求的就都加給我們。這裡所說的「先」，不是時間的順

序，在禱告中先說一些話，為著讓神答應你後面所求的，不！這裡的「先」，乃是心裡重視的優先順序。哲學有

「二元論」，黑暗／光明、撒但 ／上帝是平等的，但事實上，神才是掌管一切的，撒但要發動攻擊前也要得到

神的許可，為什麼神許可這樣的難處臨到你？不是懲罰，乃是變化。 

 

創 32:24~25：『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

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

較力，都得了勝…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毘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創 32: 28~31﹞與雅各摔跤的是天

使，神若想要雅各輸很容易，怎麼可能還會稱他以色列，並說：『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所以雅各在這

裡的贏，其實是輸，但他的輸卻也是贏。什麼是「恩典的記號」？就是知道我們人生中的每一步都不是靠自己走

的，是神攙著我們走的，這就是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所以聖經裡對受苦是有定論的：『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

習你的律例。』﹝詩 119: 67, 71﹞也就證明我們受苦是為著更深的認識神的話。像約伯承受了極大的苦難，流膿長

瘡、兒女死亡，最後神向他顯現，約伯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

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

指示我。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約 42: 2~5﹞約伯在經

歷這些苦難後，最重要的是他這個人改變了，認識了神的旨意。神萬事都能做，祂能把刺拿走，也能讓刺留著，

最重要的目的是祂要就此改變一個人。有個弟兄在一個很大的難處裡，迫切地求神將他的難處挪去，結果看到了

一個異象，一條船在江上航行，遇到了一個礁石過不去，這時有個聲音問他：「你要我把礁石挪去，還是將江水



升高？」這個弟兄是屬靈的人，他就說：「神阿！不是難處挪去，而是恩典加多。」我們生命中有很多改變不了

的難處，但是神的恩典能幫助我們過一個似乎難處不存在的生活。有個叫廖智的舞蹈老師，她是基督徒，在汶山

大地震中失去了雙腿，對一個教舞蹈的人就等於失去了前途，她還遭遇了親人離世、丈夫離開，但是都沒有被打

倒，她裝了義肢繼續表演，並且去幫助、撫慰和她經歷一樣痛苦的災民。 

 

恩典 

保羅也提到「恩典」：『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But He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林後 2 Cor. 12: 9﹞表面上，神並

沒有答應保羅的禱告，把刺挪走。但實際上，帶領他學習了最寶貴的功課―謙卑。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

的。』“Yet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 with me.“ ﹝林前 15: 9~10﹞保羅當然是使徒，但是因為認識了神的恩典，他

才說自己『不配稱為使徒』。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

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弗 3: 7~8﹞保羅當然是聖徒，但是因為認識了神的恩典，他才說自己『本來比眾聖徒

中最小的還小』。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

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 1: 13~15﹞保羅怎麼可能是世救上的頭號罪犯，但是因為認

識了神的憐憫，他才說自己『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保羅說他自己不配成為使徒、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是罪魁，皆是因看見了耶穌基督拯救的恩典。所以恩典使

我們謙卑，恩典是向下流淌的，唯有謙卑自己，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國際知名的基督徒演說家 Nick Vujicic，生

下來就沒有四肢，但現在他不但可以潛水、高空跳傘、打高爾夫球、踢足球，甚至還結婚生子，雖然他個子很矮

小，但是他的態度決定了他的高度，今天很多人都要聽他來如何面對人生的秘訣。 

 

外在的條件都會改變，人都會變老、變醜、變衰，但如果內心有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表現出來的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最美、最有吸引力的。我們的眼睛往往只看到「礁石」卻忽略了

恩典能勝的超越。彼得前書有兩節聖經提到「可喜愛的」，這個詞的希臘原文在其他地方都翻作「恩典」，只有

這兩處是翻「可喜愛的」：『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 For whenever 

anyone bears the pain of unjust suffering because of consciousness of God, that is a grace. “(NABRE) ﹝彼前 2: 19﹞、『你

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But 

what credit is there if you are patient when beaten for doing wrong? But if you are patient when you suffer for doing what 

is good, this is a grace before God.“ (NABRE) ﹝彼前 2: 20﹞我們有時候會說：「這位弟兄有神的恩典」，並非指他有

多少物質上的豐富，乃是說他在苦難中還能忍耐、超越苦難，這樣的人是可喜愛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

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 5: 

5~6﹞我們必須謙卑才能得到恩典。 

 



結語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 9﹞，有些事表面看是

相反對立的，但合在一起其實很美麗。被稱作「講道王子」的司布貞（Charles Spurgeon）說過：“The Lord gets 

his best soldiers out of the highlands of affliction.”（主從苦難的高地找出祂的最好的士兵）。他講道的口才非常

好、對聖經也非常了解，他的一系列著作「詩篇的寶藏」至今影響了很多人，其實他長年受憂鬱症所苦，但這個

苦難沒有讓他失去服事主的心願，反而成為他屬靈上豐富的原因。第一個從西方到印度傳教的「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說過：“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向神期待偉大的事，為神嘗試

偉大的事），他的皮膚病使他怕曬太陽，卻到了日曬非常厲害的印度。自己雖然小學沒畢業，卻能講 30多種印

度方言，甚至為這些語言編了辭典。另外，他將印度獨有的植物製成標本，送回英國，對學術研究有所貢獻，被

英國皇家研究院封為榮譽植物學博士。神能在任何情形裡能造就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把自己交在主手中，謙卑自

己，為主而活，主給我們刺，也給我們恩典；給我們礁石，也將江水升高，但願每個人都對主有這樣的信心，因

為『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 9﹞ 

﹝李芳嘉 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