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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城是羅馬亞該亞省的首都，人口非常稠密，
地理位置是商業繁榮的主因
地理位置是商業繁榮的主因：
 哥林多在希臘半島上，
東邊是愛琴海 西邊是亞底亞海
東邊是愛琴海、西邊是亞底亞海，
東西兩岸最近的地點就是南邊的海峽，
位在控制希臘半島南方海峽的重要的位置，
東西南北貿易路線交叉相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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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換片、暫停

在她東邊九公里的港口就是堅革哩，

希臘半島

羅十六1-2 保羅就曾經託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堅革哩教會的女執事非比姐妹，
把這封信帶到羅馬去。

亞底亞海

開始播放

哥林多教會的成立：
 徒十八1-17
徒十八1 17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中，第一次到了哥林多，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中 第 次到了哥林多
在那裡住了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離開哥林多到達以弗所，經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教會



接下來開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
徒十八23 他經過了加拉太、弗呂家，然後到達了以弗所，
他經過了加拉太 弗呂家 然後到達了以弗所
保羅在以弗所大約前後有三年多的時間，
在這一段時間裡與哥林多教會有許多的接觸

愛琴海

保羅到底寫了幾封信給哥林多教會呢？
前信 保羅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哥林多教會，這封信失傳了，
林前五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這封所謂的前信遺失了
這封所謂的前信遺失了。
林前一11 革來氏家裡的人帶來了教會的消息，

教會有 黨 爭 事
教會有結黨紛爭的事。
教會來信 教會也寫了一封信給保羅，
林前七 開始，保羅總是說：論到你們信上所說的…
開始 保羅總是說 論到你們信上所說的
 他們問了保羅好多的問題
 這一封書信就是教會寫給保羅的書信，
可能是由司提反、福徒拿都、亞該古帶來的

(林前十六17 )

至少在聖經所查考出來的，
少在聖經所查考出來的
是保羅三次探訪哥林多：
一次是教會建立的時候，
次是教會建立的時候
他建立哥林多教會
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至少有四封
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至少有四封：
1. 前書，已經遺失了
2 哥林多前書
2.


一次就是痛苦訪問的那次的見面
3. 嚴厲的信，也遺失了
3
嚴厲的信 也遺失了
4. 哥林多後書



還有一次就是寫完哥林多後書之後，
還有
次就是寫完哥林多後書之後
計劃要去三訪哥林多

之後，保羅回來，決定再寫一封信，語氣是十分嚴厲、
寫來是嘔心泣血的，但跟第一封信一樣失傳了。
提多是送這封信到哥林多，保羅在以弗所結束了三年的工作，
林後二12-13
林後二12
13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
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嚴厲的信

哥林多前書 保羅就在以弗所寫了
保羅就在以弗所寫了一封信，
封信
一方面指正教會該注意的事，
一方面回答教會的問題
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前書 保羅大概在主後五十五年春天寫哥林多前書，
派提摩太把這封信送去 很可惜 教會否定保羅使徒的權柄
派提摩太把這封信送去，很可惜，教會否定保羅使徒的權柄。
提摩太把這個消息回報給保羅，
保羅非常的擔心，不得不放下以弗所的工作，
去了哥林多教會一趟，可以說是一個痛苦的訪問。
痛苦的訪問
(林後二1、十三2 第二次去過了哥林多)

林後七6-7 接下來提多報回了好消息，

保羅在馬其頓寫哥林多後書，
這時間大概是主後的五十六年秋天。
這時間大概是主後的五十六年秋天
然後他預備第三次去拜訪哥林多。

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後書的特點：
後書、前書有很明顯的分別是什麼呢？
後書
前書有很明顯的分別是什麼呢


想要了解教會，就看哥林多前書，
解答並且指導信徒，
導
不少關乎教會行政和紀律方面的問題



想要知道怎麼作主的工人，就看哥林多後書，
是保羅書信當中他提到自己最多的，
包括 的為
包括他的為人、作為神的兒女、作為牧人、
作為神的兒女 作為牧
以及作為使徒的品格。
林前十 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前十一1
你們該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 樣
使我們也有實質的榜樣可循 –
如何勝過苦難，帶下盼望以及美好的見證
如何忠心傳揚基督的工作態度
入世 卻超越這個世界的人生觀
入世、卻超越這個世界的人生觀

哥林多後書的教義：有
稱義 成聖 合
稱義、成聖、合一、復活。
復活
 保羅在 林後 呈現出非常成熟的屬靈生命，
因為他把教義活出來了
 特別在牧會的工作中，受到誤解、不肯定，
這卷書信當中，看到他真實的感受
這卷書信當中，看到他真實的感受、
如何處理、解決他自身的問題

林前十一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看到他如何處理財物，
清清楚楚 非常的嚴謹
清清楚楚、非常的嚴謹
 有非常奇妙的一個屬靈的經歷
 做事非常認真、有寬宏的心胸
事非常 真 有寬
 有嚴父的權威、又有慈母的心腸
讓我們看到這位使徒保羅，
他真的是影響整個教會歷史、
一個被主所重用的神的僕人、
一生的風範。


如果 羅馬書 和 加拉太書 是在講教義的問題，
哥林多後書 就是在講如何活出教義，
基督徒的問題 - 常常就是不知道
如何把教義活化在我們生活當中！

哥林多後書中，保羅處理的是有一些外來人士，
我們就先把他們歸於屬於猶太派的律法主義者。
我們就先把他們歸於屬於猶太派的律法主義者
這些人在教會中
煽動信徒對保羅做人身的攻擊，
說他詭詐、說話不算話、行事太軟弱，
不但懷疑保羅使徒的身分，
甚至懷疑保羅對他們的愛！
其實教會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
傳道人在人的問題上要多下工夫  除了解決他人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要處理自己的問題
如果一個牧者不會處理自己的問題，
如果
個牧者不會處理自己的問題，
到最後問題還是會回到自己身上、造成更大的傷害，
這不是換個地方 換個教會牧會
這不是換個地方、換個教會牧會，
就可以解決的。

新約學者卡森教授曾經說 –
 保羅建立了一套塑造基督徒道德優先次序
還有基督徒心態的十字架神學：
 還有基督徒心態的十字架神學
十字架不單使我們可以稱義，還教導我們
何生
何
怎麼樣作
怎麼樣作僕
如何生、如何死、怎麼樣作領袖、怎麼樣作僕人、
如何去愛、如何去事奉
對於以信仰純正感覺自滿、卻又安逸在廿一世紀
對於以信仰純正感覺自滿
卻又安逸在廿 世紀
世俗主義的基督徒而言，這封信可以說是當頭棒喝！

哥林多後書的分段、結構，
大段落 - 一到七章，八、九章，十到十三章。
到七章 八 九章 十到十三章
中段落有一些插段…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 特羅亞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往馬其頓去了。
往馬其頓去
七5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
 六11-13
六11 13 哥林多人哪，…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哥林多人哪
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七2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
 保羅與教會的張力，七13-16
七13 16 有了結論，
好像隨著提多的出現問題解決了，
第八、九章
第八
九章 開始談樂捐的事情
 可是 第十章 又開始講起了那些問題，
十章 以後的語氣，比
後的 氣
一到七章
到 章 更嚴厲、付出更多的情感
嚴厲 付
多的情感
 二12-13

這個很特別、很奇怪的現象 - 為什麼保羅要跳來跳去談事情？
還是林後真的是有好幾卷書信組成的呢？
這是研究哥林多後書的人最大的挑戰。

甚至於有人懷疑 哥林多後書是不是經過編輯而成的？
就是想要解釋哥林多後書
為什麼會有突然的轉折 還有 些插段。
為什麼會有突然的轉折、還有一些插段。
保羅的寫作環境可能不如現代這樣理想
 他可能經過一段時間的寫作、
他可能經過 段時間的寫作
中間又接到了新的消息；
或是經過幾天的思想，
他有了新的寫作方向、新的思緒、感受，
要與弟兄姐妹來分享 勉勵 指正
要與弟兄姐妹來分享、勉勵、指正


這樣寫作的心理轉折在一封信裡面，
其實是很有可能的。
實
目前沒有任何的抄本，可以證實編輯論。

保羅講神的愛，主動伸出了手要與人和好，
從兩個角度來看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態度：
從兩個角度來看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態度
 保羅對信徒，如同父親對兒女的愛，
林後十二14b 15a 我所求的是你們，不是你們的財物，
林後十二14b-15a
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父母該為兒女積財。
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
 整個事奉觀 - 為基督就是為他人、為他人就是為基督，
傳福音是傳基督為主，幫助他人就是在這個觀念的衍生
講到神的愛，必定是他向的、為他人，
林後四5 保羅對信徒說：
他自己是因為基督的緣故來作他們的僕人。
約壹三16 老約翰說：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因此
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我們處理人際問題，往往是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了，
結果就是僵持不下 保羅不讓這 種沒有溝通的事發生
結果就是僵持不下。保羅不讓這一種沒有溝通的事發生，
至少他要試著溝通看。

從第一段 一到七章、第三段 十到十三章 的語氣來看，
作者的確在處理 些問題
作者的確在處理一些問題：
保羅試著讓哥林多教會的人來了解他。
保羅自己是被得罪的那 方 但是他主動地
保羅自己是被得罪的那一方，但是他主動地
向得罪他的那一方、也就是教會來做解釋，
這就是和好的精神！
 整個聖經教導我們的和好的教義，
也是上帝主動採取行動與我們這些罪人和好
 一般的觀念，常常是做錯的這一方來求和，
是下對上 動
而且是下對上主動
保羅在處理整個人際關係的行動當中，
顯出他真正明白和好的教義。
雖然哥林多後書沒有告訴我們保羅這樣主動求和，
是不是已經解決了人際的關係？
但至少他做了他該做的事。

十到十三章 分段比較困難，因為是一口氣講完的，

A 警告

B 解釋

A 根據解釋再警告

這個是保羅運用的寫作技巧。
這
是保羅運用的寫作技巧
有人質疑 - 這幾章語氣好重啊，
似乎不是在解決問題、好像保羅在生氣。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思想：
 保羅這樣的寫作，是表達他當時候情感的
一個寫作的技巧
 保羅在這一段表達出很深的情感，
好像夫妻之間的嫉妒、
甚至是上帝的忌邪那樣的憤恨
當然這個寫作技巧不是保羅唯一的表達的方式，
比方 腓利門書，就跟中國人處事的哲學很像 有一點委婉的、拐彎的，來要求人情。

林後十10 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厲害。」

不像哥林多前書。
所以結論就是 保羅在林前、林後之間寫過別的信，只是不見了。
 其實保羅和哥林多教會彼此都知道
當中的問題是什麼，不需要加以註明，
因為那是他們當時所發生的事情
 但對我們而言，
但
們
那個歷史事件我們不知道、很難以確定
但事實上 當我們去真正研讀經文的時候
但事實上，當我們去真正研讀經文的時候，
並不會影響我們對整卷書信整體的了解
哥林多前後書對信徒的傲慢、自大、自誇，做了強有力的斥責，
哥林多前後書對信徒的傲慢
自大 自誇 做了強有力的斥責
保羅以自己的經歷來描述基督徒的生命和見證，
強調信徒的事奉 捨己 聖潔 甚至於軟弱
強調信徒的事奉、捨己、聖潔、甚至於軟弱，
才是彰顯神大能的基礎。

天父，我們感謝你
留下寶貴聖經給我們。
留下寶貴聖
給我們
藉著你的僕人保羅，
他親身的見證、他的經歷，
激發我們效法你的僕人、
更是效法主你自己。
求主讓我們珍惜你的話語，
也在你的話語裡面
看見我們當行的事。
謝謝主，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禱告

哥林多後書分章分段大綱：
前言

一1-11

使徒的職分與事工

一12 - 七16

樂捐的爭議

八、九

教會的問題

十 - 十三10

結論

十三11-14
十三1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