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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市基督教會成人主日學

主後 2016 年 4 月 10 日

哥林多後書

作者：保羅（1:1）
日期：56A.D.秋
地點：馬其頓

持信人：提多

目的：重建使徒的權柄與釋明傳道人之職責

主題：傳道的職分 (神的用人)

哥林多教會與保羅

1. 在第三次旅行传道时，在以弗所居住三年 徒20:31
2. 写第一封致他们的书信 (此信遗失) 林前5:9
3. 革来氏家的人及亚波罗来报教会内之分争事 林前1:11        

差遣提摩太由马其顿到哥林多 徒19:21-22；林前4:17    
写第二封致哥林多教会信(即哥林多前书)   林前16:8

4. 哥林多教会反保罗之暗潮 3:1; 10:10-18；11:22-23
5. 保罗突访哥林多* 13:2
6. 写第三封致哥林多教会书信, 差遣提多带往哥林多(此信亦

遗失), 并约在特罗亚相会 2:3-4
7. 在特罗亚事奉, 等提多返回; 久等不待, 迳往马其顿 2:12-13
8. 提多返抵马其顿报告教会情形, 保罗心中的忧忡释然 7:6-7
9. 写第四封致哥林多教会书信(即哥林多后书 )
10. 由腓立比到访哥林多，住上三个月, 写罗马书 徒20:3

哥林多後書大綱 (書信格式)
一.引言(1:1-11)                                                                   
二.辨明(1:12-7:16) 

A.關於自己的生活(行事)  1:13-6:10              
B.關於教會的生活(為人)  6:11-7                                   

三.釋明(捐獻)(8-9)                         
A.榜樣 8                                 
B.原則 9                                                                                  

四.證明(自己)(10:1-12:13)                           
A.使徒的權柄 10                                       
B.使徒的自誇 11-13                                             

五.結語(12:1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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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1：1-11）
A. 問安

奉神旨意,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和兄弟提摩太,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

徒。願恩惠平安, 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

與你們。 1:1-2 
B.感颂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
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1:4

為患難中得安慰而感謝 1:3-11
(1)得安慰乃為安慰別人 1:3-7          
(2)苦難叫人不靠自己而靠神 1:8-11

二. 辨明(自己)
A.使徒向教會的表白（1:12-6:10）
行程變動的解釋: 原計劃: 
以弗所馬其頓哥林多送行 哥前16:5-9  

1.  為動機

我們所誇的, 是自己的良心, 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

和誠實, 在世為人, 不靠人的聰明, 乃靠神的恩惠。

1:12
改變的計劃:以弗所哥林多馬其頓哥林多猶太

1:15-16
最終行程:以弗所馬其頓哥林多馬其頓特罗亚

亚細亚敘利亞猶太 徒 20:1-3

2. 为行为

a.(1:15-24)                                                           
我呼籲神給我的心作見證, 我沒有往哥林多去

是為要寬容你們。 1:23
b.(2:1-11)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們那裡去, 必須大家

沒有憂愁。 2:1
c.(2:12-17)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
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在這等

人, 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 就作

了活的香氣叫他活。 2:15-16

3.為職分

作者為自己職分受毀謗之辯明

a.傳道人的職事（3:1-18）
(1)非自我舉薦的職事 3:1-3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 藉著我們修成的, 不是用墨寫

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 乃是

寫在心版上。 3:3
(2)乃新約稱義的職事 (3:4-18)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

乃是 憑著精意(聖靈)。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聖靈) 是叫人活。

3:6
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那裡, 那裡就得以自由。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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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新約

目的 叫人死（3：6a） 叫人活（3：6b）

（3：6－11) 屬死的職事（3：7） 屬靈的職事（3：8）

是罪的職事（3：9a） 稱義的職事（3：9a）

尚有榮光（3:7,9a,10） 更大的榮光（3：9b）

廢掉的榮光 （3：11a） 長存的榮光（3：11b）

性質 帕子蒙臉（3：13） 帕子廢去（3：14）

（3：12－18) 不能看（3：13） 得以看（3：18）

帕子在心（3：15） 帕子除去（3：16）

受捆綁（3：16） 得自由（3：17）

蒙著臉（3：13） 敞著臉（3：18）

摩西的榮光（3：7） 主的榮光（3：18）

鏡中像（3：18） 主的形（3：18）

新約與舊約在目的、性質上的區別(3:6-18)
b.傳道人的生活(4-5章)                               

(1)表明真理 4:1-6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 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 4:5

(2)表明信心 4:11-15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

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4:7
(3)表明盼望 4:16-5:10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 4:17
(4)表明為主 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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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5)表明新人 5:16-21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

成新的了。 5:17

B.使徒向教會的表明 6:11-7:16
1. 願他們分別為聖 6:11-7:1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

彼列 (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 有什么相和呢? 信主

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

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6:14-16
亲爱的弟兄阿,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7:1

2.為他們歡欣放心 7:2-16
我如今歡喜 ,  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 7:16

三. 釋明（捐獻）(8-9）
A.以榜樣激發（8:1-15）

1.馬其頓眾教會的榜樣

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 仍有滿足的快樂, 在極

窮之間, 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 8:3-4
2.救主耶穌基督的榜樣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他本來富足, 卻為你

們成了貧窮, 叫你們因他的貧窮, 可以成為富足。 8:9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

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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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徒保羅個人的意見

(1)有始有終 8:10-11                        
(2)按自身的豐富而為 8 : 12                  
(3)人人有分,彼此相助(均平)  8:13-15  

如經上所記, “多收的也沒有餘, 少收的也沒有缺

”

B.派代表勸勉

1.代表的介紹

保羅打發前往的三名弟兄在熱心與殷勤上得

眾人的稱譽 8:16-24 
2.代表的工作

代表先往把捐獻的事預備妥善免得其他人到

訪時才現湊,  顯出他們捐獻出於樂意 9:1-5

C.原則鼓勵 (一些有關捐獻的原則)
1.人方面:  明白聖經教訓, 隨本心酌定, 捐得

樂意 9:6-7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因

為捐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 9:7
2.神方面: 9:8-15                                     

那賜種給撒種的, 賜糧給人喫的, 必多多加給你們

種地的種子, 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們凡

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捨, 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恩惠(典):  8:1, 4, 6, 7, 9, 16, 19;    9:8, 14, 15                                                                        
恩, 厚恩, 慈惠的事, 恩典, 多謝, 捐貲, 恩賜, 感謝

->感恩-> 分享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
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們，
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並且他
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
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8:3-5
神所喜悅的奉獻:

1. 先把自己獻給主
2. 歸附(獻給)了我們
3. 甘心樂意地捐助

在這供給的恩情上有分

四. 證明

從第10章,作者的筆鋒突轉凌厲, 與1-9章
的溫和友善顯然不同。很多學者認為當

作者寫到第9章時, 哥林多教會反對他的

聲浪傳到他耳中, 故他要為己極力申辯

10:1-12:13
歷史背景: 當時傳猶太教之假使徒到處宣揚保

羅氣貌不揚, 言語粗俗, 道理膚淺, 不值一

信(10:10) 。作者在力衛自己身分與權柄

重要的字: 勇敢、軟弱、愚妄、誇囗

“誇囗” 10:8, 13, 15, 16, 17;  11:10, 
12, 16, 17, 18, 30;  12:1, 5,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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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徒的權柄（10章）

1.權柄之目的

權柄乃是屬靈的武器, 是神的能力, 攻破一切自

高之事。權柄之目的乃是要造就人, 使他們歸屬

基督, 不是敗壞人, 使他們沉淪 10:1-11
2.權柄之界限

保羅是照神所給的界限, 先到哥林多那裡, 在那

裡展開開荒工作(不像假使徒仗別人所勞碌的誇

囗), 及因他們信心增長(如同量給保羅界限), 以
致福音能傳到他們那裡去。作者在此引證他們

之歸主, 乃是使徒權柄的明證 10:12-18

B.使徒的自誇（11:1-12:13）
1.誇囗之目的

作者為他們受假先知所迷惑而憤恨: 他們本是

許配給基督的童女，但受誘如同貞潔童女

受誘， 也如夏娃受誘一樣，因假使徒所傳的

皆不合純 正福音 11:1-15
因此作者迫不得已誇耀自身的工作，旨在與假使徒

各一比較，使哥林多教會分辨是非(他以自己為例)
真使徒 假使徒

(1)知識非粗俗(11:6) 行事詭詐(11:13a)                 
(2)白白傳福音(11:7)      裝作基督的使徒(11:13b）
(3)沒受他們供給(11:8 -9) 裝作仁義的差役(11:15)

2.誇囗的界限（11:16-12:13）
a.更多的苦難--是作者十字架的道路, 苦難是

神僕的印證, 是主耶穌的印記 11:16-33;  加6:17
b.更大的啟示-- 啟示是神僕人特有的權利和

經歷。保羅的啟示錄 12:1-5   
c.更大的軟弱 12:6-10                                  

他(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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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

的軟弱 ,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2:9
d.更明顯的憑據 12:11-13                                                

我在你們中間, 用百般的忍耐, 藉著神蹟奇事異能, 
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12:12

五. 結語

A. 個人計劃

1.遲去的原因 12:14-21 
作者在結語時, 再度解釋遲去哥林多教會

的原因。

2.再去的態度 13:1-4 
作者宣布再去時所要採取的態度, 就是對

那些犯罪還沒悔改的人, 他必不再如前般

寬容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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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勸慰祝禱 13:5 - 14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
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如此, 仁愛和平的神必常
與你們同在。 13:11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 聖
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13:14

鑰節

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於神; 祂叫我們能承
當這新約的執事, 不是憑著字句, 乃是憑著精
意(聖靈)。 3:5-6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
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身上常帶著
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4:7-1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就像神藉我們勸你們
一般; 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 5:20

問題思考討論：

1. 新舊約對比有哪些不同 (第3章)?
2. 對信徒來說, 什麼是神所喜悅的奉獻?
3. 保羅經歷過哪些患難(第11章)?  作為基督徒
如何理解經歷患難和領受神的安慰？

參考資料:
1. 馬有藻博士: 新約概論
2. 潘秋松:  保羅書信導論 (VCD)
3. 王國顯:  神的用人 --林後讀經劄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