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
林
多
後
書

一



In Christ alone
1)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s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2) In Christ alone -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iiF83q7G0



3)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Hallelujah. ]  x2
4)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寫作背景】

❖ 哥林多後書是保羅在公元55至57年間所寫（參林前16:5-9）,與前
書相隔約一年的時間，寫于馬期頓的腓立比。

❖ 受信的對象為哥林多教會，以及亞該亞所有的信徒。
❖ 保羅在主後50年左右第一次造訪哥林多，在那裏住了將近兩年的
時間，並建立教會（徒18:11-18）。

❖ 第二次的造訪聖經沒有太多記載，有一説法《新國際版研讀本》是
他在寫哥林多前書的時候，本來準備沿陸路從以弗所經過馬其頓，
然後再去探望哥林多教會（林前十六5-7)，後來那裏發生了一些讓
保羅擔憂之事，所以他改變行程，提前由海路前往哥林多，試圖
解決教會的問題。可惜這次的探訪十分令保羅難過，結果失望離
去(參2:1)。



➢ 保羅後來又寫了一封情詞迫切的信由提多送去（參2:3; 7:8），這
封使人「愁苦之信」沒有留傳下來。保羅可能在以弗所寫了這封信，
徒19:21-22記載，他決定經過馬其頓和亞該亞，回到耶路撒冷後，
再到羅馬去看看。他派了提摩太和提多先去馬其頓並到哥林多，他
自己暫時留在亞西亞。不久以弗所因為銀匠底米丟引起了很大的暴
亂，他身歷其境，險些喪命（徒19:26-41），所以便離開以弗所前
往馬其頓（徒20:1）。

➢ 他在特羅亞雖然上帝爲他開了傳福音的門，但他着急想見到提多，
所以還是辭別當地之人前往馬其頓（2:12-13）總算在那裏見到了
提多及他帶來的消息。哥林多大部分的信徒接受勸勉，但有一些人
否認保羅爲使徒的權柄並質疑他的動機，因此保羅在馬其頓寫了後
書，先一步派遣提多送去，並預備他的到來。



當時希臘在羅馬帝國的
統治下，北部爲馬其頓
省，南部爲亞該亞省，
包括哥林多、堅革哩和
雅典等城鎮。
右圖為保羅第三次宣教
之旅，記載在使徒行傳
20章的路程。
以弗所的騷亂之後，保
羅先去了北邊的馬其頓，
然後到了南部的亞該亞
省探望信徒。標示(3)是
保羅第三次造訪哥林多
的行程。



1776年色姆勒（Johann Salomo Semler）提出：應該把哥林多後書
當作是一份文件，由數封書信組成。第一至九章是一封【或多封】
信，十至十三章是另一封信。其他學者也提出，哥林多後書是由四
至六封信組成，而且寄出的順序，不是按照我們現有的聖經次序。
因爲本書的寫作語調，有突然的轉變或忽然轉變主題。例如：
➢ 1:13節保羅提及他要往馬其頓去，但到了7:5節才再次講述這件
事。

➢就内容來説第六章前半，保羅寫到自己為福音的緣故堅忍到底，
希望哥林多信徒接納他。但 6:14〜7:1突然提到「信與不信的，
不要同負一軛」像是突然插入另外一個主題，而且此段經文的希
臘文用字，與保羅其他書信的用字有別。然後在7:2又回到了
“接納”的主題，就文脈來説，並不連貫。所以有學者認爲6:14
〜7:1的内容是參考其他資料而後插入的。但早期的希臘文抄本
與早期教父，都將林後當作是一卷完整的書信。



➢ 10-13章語調嚴厲，與前面和藹語調不同，有學者認爲這四章可
能是保羅所寫的另一封書信，即所謂「又沉重又厲害」的信
（林後十10）。

➢他寫完哥林多後書後，沿陸路第三次訪問哥林多（徒20:1-3）。
保羅這次在哥林多住了三個月，在那裏寫了加拉太書和羅馬書，
然後一路回到耶路撒冷，被捕受審。

➢哥林多是當時羅馬帝國的商業大城，信徒大都屬於卓越的中產
階級、受過教育的城市居民，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會友中也
有窮人和奴隸。彼得使徒(林前 1:12,3:5, 9:5, 16:12)、學識淵博
有口才的亞波羅(徒18:24-19:1)，都曾在哥林多教會服事（林
前 3:4-7）。哥林多信徒分黨結派,他們因人的身份、外貌、學
識，才幹來判斷人。有些人認爲保羅只是許多曾經到訪的宣教
士之一，所以質疑他的權柄。



哥林多後書 大綱

一、解釋爲何更改行程 (一1 〜 二13)。

二、真使徒的服事 （二14 〜 七4）

1. 忠實的服事態度，有基督的馨香（二14 〜 三 3）
2. 新約職事的超越性（三4 〜 四6）
3. 瓦器裏的寶貝 (四7〜15)
4. 死亡及其對基督徒的意義 (四16〜五10)
5. 和好的職分 (五11〜六10)
6. 勸勉信徒過聖潔生活，與不信之人分別開來（六11 〜七4）

三、在馬其頓提多帶來哥林多的消息 （七 5〜16）

四、鼓勵哥林多信徒完成籌款事宜 (八至九章)。



五、重申他使徒的職分與權柄 (十至十三章)

1.爲自己的使徒權柄辯護 (十章)
2.被逼愚妄地自誇 (十一至十二章)
3.最後的警告 (十三1〜10)
4.結語 (十三11〜14)

➢ 哥林多後書 聖經信息系列，校園出版社 The Message of
2 Corinthians: Power in weakness, by Paul Barnett

➢ 哥林多後書 天道研經導讀 by Aida B. Spencer & William D.
Spencer

➢ 聖經綜合解讀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 https://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7%202Cor/47index-S.htm查經
資料大全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https://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7%202Cor/47index-S.htm


1:1-3信首的問安、祝福與頌贊

➢保羅不是凴己意為使徒，而是奉神旨意為使徒。(1:1)
有一批新到的宣教士，宣稱自己是「使徒」(11:13)，所根據的是
所謂的「薦信」(3:1),及自認爲更「高超」的恩賜（11:5-6,12:11-
12）.因爲有些哥林多的信徒質疑保羅，所以保羅在信首就强調自
己使徒的身份。
1:4-5 我们遭遇任何患难，祂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祂给我们
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正如我们多受基督所受的苦
楚，也靠基督多得安慰。
➢保羅在他的傳道旅途中，遭遇各樣的患難，但他不以爲苦，因爲
他經歷了神的安慰。

➢The Wounded Healer 負傷的治療者—當代牧養事工的省思
by Henry Nouwen 盧雲



能力與軟弱交織成這封書信的主題
1:3-7 願頌讚歸於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他是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上帝。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
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樣患難的人。正如我們跟基督同受
許多苦楚，我們也靠基督得許多安慰。如果我們受患難，那是為使
你們得安慰，得拯救；如果我們得安慰，那也是為使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使你們忍受我們所受同樣的苦楚。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
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分擔了我們的痛苦，也要分享我們的安慰。
➢這段經文中，「安慰」（因爲遇到苦難）這個字的動詞和名詞出現
十次之多，「患難」三次，「苦楚」三次，都與苦難有關。在保羅
心裏，「患難」(v.4) 有特定的含義，這個字的希臘字，含有「壓
力」的意思，是指從他宣教工作中產生的壓力。

12:10 為基督的緣故，我以軟弱、凌辱、艱難、迫害、困苦為可喜
樂的事；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1:8-11 保羅在亞細亞遭遇的苦難

弟兄姊妹，希望你們知道我們在亞細亞所遭遇的苦難。那時我們承受極大
的壓力，超過了我們的極限，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沒了。我們心裏覺得必
死無疑，這使我們不倚靠自己，只倚靠使死人復活的上帝。祂曾救我們脫
離死亡的威脅，將來還要救我們。我們深信祂必繼續救我們。你們也要用
祈禱幫助我們，使恩典借著許多人的禱告臨到我們，衆人便因此而爲我們
感恩。(CCB)

➢ 保羅提到在以弗所發生的事為：「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v.8)。 和合本
翻譯的「力不能勝」原文的字義就是「超過我們的能力」。巴尼特
把後面這段從原文直接翻譯成：「我們被一種不可名狀，超越我們
能力的力量拉扯至深處。」



➢ 這段話有三個關鍵詞 -- 能力、重量、不可名狀 -- 將會再次出
現在本書信的後文中；但在那裏，保羅將這三個概念倒過來，而帶出
全新的信息，指明神超然的能力、不可名狀的榮耀，和基督在軟弱中
彰顯完全的能力。(p.36)

➢ 回應歌林多信徒的批評
1:12我們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本著上帝所賜的聖潔和誠實爲人處世，
倚靠祂的恩典，不倚靠人的聰明才智，對待你們更是這樣。這一點，
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

➢ 1:15-17,2:1-4説明他爲何沒有前往哥林多，而先寫這封信的原因。



顯然保羅上次離開哥林多時，那些造成他必須去探訪的困擾問題並沒
有解決。所以他想先寫一封信，讓他們有時間反省，並解釋自己的觀
點與做法。果然，那封信（今佚）確實讓一些問題得到解決（7:8-
16）。那封「憂傷之信」達成了上次「痛苦的拜訪」無法達成的目標，
哥林多的會衆「熱切地辯明自己的立場，對罪憤慨，恐懼戰抖，期盼
與我相見，疾惡如仇，懲處罪惡。你們在各方面已顯明自己在那件事
上是清白的。」(7:11)



1:18-22 我在信实的上帝面前保证：我们对你们说的话绝不会忽是
忽非！我和西拉、提摩太在你们当中所传扬的那位上帝的儿子耶稣
基督绝不会忽是忽非，在祂只有“是”。因为上帝的一切应许在基
督里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也是借着基督说“阿们”，将荣耀归于
上帝。是上帝使我们和你们一同在基督里信心坚固。祂差遣了我们，
在我们身上盖了祂自己的印记，并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作担保。

➢1:19-20 基督是上帝衆多應許的成就，因此也只有透過基督才
能真正領會舊約的信息（p.46）

➢2:5-11 饒恕犯罪的人



2:6-11 這樣的人受了衆人的責罰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了。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
的愛心來。爲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
不順從。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
爲你們赦免的，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
詭計。
➢「勝過」（11節）原文意思是「占便宜」，在新約中都出現在保羅
書信裏（七2，十二17-18；帖前四6），表示是用欺騙的方法，把
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 撒但的詭計是要趁機把軟弱的肢體騙回到
它的權勢下，擴大對教會的傷害。所以，我們該公義的時候就執行
公義，該憐憫的時候就要向軟弱的肢體「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
（8節），不讓撒但占便宜。因爲，教會中如果缺少恩慈和赦免，
仇敵就會趁虛而入；肢體之間若不能彼此合一相愛，得勝的乃是撒
但。



2:14-17感謝上帝，祂常常在基督裏率領我們走在凱旋的行列中，又
借著我們到處散發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不論是在得救的人當中
還是在滅亡的人當中，對上帝來說，我們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氣。 對
滅亡的人而言，這香氣是叫人死亡的香氣；對得救的人來說，這香氣
却是叫人得生命的香氣。誰能擔當這樣的重任呢？ 我們並不像許多
人爲了謀利而出賣上帝的道。我們是上帝差遣的，在上帝面前靠著基
督誠誠實實地講道。

當時羅馬帝國的將軍在凱旋歸來時，會率領得勝的士兵和戰俘進城，
在壯觀的隊伍旁，羅馬祭司會手持點燃的香爐，邊走邊搖，發出「香
氣」（14節），在場的人都能聞到。這「香氣」對于得勝的將軍、士
兵和夾道歡迎的群衆而言，代表勝利的喜悅；但對戰俘而言，却意味
著即將被奴役或處死。







保羅運用當時讀者熟悉的場景，使用
「香氣」的意象，把羅馬軍隊勝利的
焚香，轉變成利未記中獻祭的馨香。
雖然獻祭的馨香之氣看不見，但它的
氣味是每個參與崇拜者都不會錯過的。
14b-15… through us reveals the 
fragr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Him in 
every place. For we are a fragrance of 
Christ to God among those we are 
being saved and among those who are 
perising… 雖然「神的道」是看不見
的,但它的效力是不容質疑的，這馨香
之氣就是基督徒該有的生活見證。



3:2-3你們自己就是我們的推薦信，寫在了我們心坎上，衆所周知，
人人可讀。 顯然，你們是從基督而來的一封信，是我們工作的成
果。這信不是用筆墨寫成的，乃是借著永活上帝的靈寫成的；不是
寫在石版上的，而是刻在心版上的。

➢ 問：爲何哥林多信徒是保羅的薦信？（3:2）

當時的「假教師」拿著人的薦信去到哥林多，在新約的時代這樣的
信非常普遍，保羅也寫信介紹人到教會。是誰寫薦信給這些假使徒
呢？既然這些人是希伯來人（11:22）這些薦信很可能出自耶路撒
冷教會的領袖，或他們自己所屬團體的自我舉薦的工具。

➢ 哥林多教會的存在就是保羅的使徒職分和工作果效的明證，因
此說「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



➢ 保羅將哥林多人比作是「基督的信」，是由保羅透過他的福音的
職事「修成的」。任何人因聽保羅的道而生命得到改變，都是聖
靈工作的果效（羅15:17-19；林前2:4-5）；因此，真實的「基督
的信」，「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是聖靈透過人做工的記錄。

➢ 「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引自先知書中對新約的
描述（耶31:31-34；結36:24-32），指新約時代神要把律法寫在
人的心上，因著心思意念的改變，帶出生活的改變，用人的新生
命來作薦信。哥林多信徒新生命的泉源和作者，就是三一真神：
永活的上帝、耶穌基督、住在信徒心中的聖靈。因著這個引述，
保羅繼續介紹自己和同工是「新約的執事」（6節），引出了舊約
和新約的職事的分別（7-18節）。



字句/律法叫人死，精意/聖靈使人活

3:4-6 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
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
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
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3:5b~6】我們的能力原是出於神。 他使我們有能力作新約的僕
役。這新約不是文字上的約，而是聖靈的約；因為文字使人死，聖
靈使人活。（新漢語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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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爲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聖靈)是叫人活。（和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