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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的裡面，強調出的重點：
一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保羅十分看重神呼召他來事奉的使徒的身分。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唯一能說我的教會的就是我們的主，
太十六 耶穌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上。
會
 到我們教會來聚會，指的是那一棟教築、那個地點，
建築物不能代表教會 我們在那個建築物裡面聚會
建築物不能代表教會，我們在那個建築物裡面聚會，
這一群弟兄姐妹就是教會
教會是神的教會，主權歸屬於神、教會也是神的家。
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不論他們的生命光景如何，
他們是被主分別為聖、稱義、得救，
站在成聖的地位上
去追求成聖的生活的這一群人。

林後一1-11

前言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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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信
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亞該亞遍處的眾 徒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這是一個典型的新約書信的寫信格式，
這是
個典型的新約書信的寫信格式
和哥林多前書比較的話，後書稍微簡潔了一點：
 寫信的同工從林前的所提尼，改換成提摩太
 收信者，加上了亞該亞的信徒，
亞該亞是哥林多附近的地區
亞該亞是哥林多附近的地區，
27BC 以後就成為了希臘的一個省，
還包括了雅典
這封信主要的收信人當然是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但是也不排除附近地區的信徒
但是也不排除附近地區的信徒，
他們可以作為見證人。

保羅的祝福：
願恩惠 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恩惠平安是神賜福給祂兒女的總綱，
 恩惠平安的源頭是由神，
恩惠平安的源頭是由神
是由我們的主那裡所賜下來的
 總是恩惠在先、平安在後 –
得著了神的恩惠，才能夠享受屬天的平安。
很多時候感覺得罪神，
需要認罪、悔改，
耶穌的寶血再 次潔淨我們
耶穌的寶血再一次潔淨我們，
我們享受赦罪的恩典，就重得屬天的平安
保羅有的時候再加上憐憫
好像在 提摩太前、後書 提前一2b、提後一2b 願恩惠、憐憫、平安
恩惠
平安
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一3-7 保羅所帶出來的主題 - 受苦有益…
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我們在 切患難中 他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5 因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在結構上，3-5
在結構上
3 5 原來是很長的一句話，
原來是很長的 句話
 3、4 用了好幾次的「一切」、「所有」
 4 點出了我們得神安慰的目的
就是「叫我們」、也就是「使我們」
 5 一開始，其實有一個「因為」沒有翻譯出來，
開始，其實有 個 因為」沒有翻譯出來，
所以看到 第五節 的重點
不在於受苦 乃在於安慰
不在於受苦、乃在於安慰

患難可以指外面的、內心的，走在這條天路上，
我們會經歷許多的患難 挑戰
我們會經歷許多的患難、挑戰，
神的安慰，就在我們所經歷的當中，
帶著鼓勵、恩典，使我們重新振作。
難道主的祝福只停在我們個人身上、到此為止嗎？當然不是，
因為更可以藉著我們的經歷 遭遇，得著安慰的見證，
因為更可以藉著我們的經歷、遭遇，得著安慰的見證，
去安慰同樣遭患難的人。
教會裡有一位新來姐妹，得了癌症，
教會裡有
位新來姐妹，得了癌症，
我立刻介紹另外一位姐妹跟她認識，得了她同樣的病症，
經過醫治 現在有很好的結果 讓她們可以彼此了解
經過醫治，現在有很好的結果，讓她們可以彼此了解，
讓這一位過來人成為她的幫助、也成為她的激勵。
從苦難當中所領受的恩典，不是只白白放在我們自己身上
 基督徒的人生觀、事奉觀，不是只為自己、而是利他，
是為基督 是為他人
是為基督、是為他人
這是非常重要的在 林後 保羅的神學觀。


我們的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
因此祂可以在我們的一切患難…
一4a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
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
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
可以安慰遭各樣患難的人。
詩六八19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

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看這一節經文 我們就領受許多的安慰
看這一節經文，我們就領受許多的安慰…
羅十五5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們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穌
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我們在神、在主前面看到一些這樣的描述，
更加強了我們對我們所信仰的
這位獨一真神、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更深的一個感謝。

一5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新譯本 我們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我們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就靠著基督多得安慰。
基督徒因為信仰的緣故受逼迫，
就是在基督所受的苦難上有分，
因為我們是屬主的人，一切所思、所行都是為主。
屬主的
保羅在往大馬色路上的經歷可以說明這個觀念…
當主耶穌質問他：「掃羅 掃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
當主耶穌質問他：「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掃羅沒有逼迫耶穌啊…
從耶穌的問話裡就知道 –
逼迫屬主的人、就是逼迫主，
多受基督的苦楚、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就靠著基督多得安慰。
我們的一生是屬主的，所以靠著主、倚靠著主的恩典，
我們的
生是屬主的，所以靠著主、倚靠著主的恩典，
我們可以從苦難當中重新得力。

一6 如果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

如果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如果我們得安慰呢
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原來受苦與安慰的主題，最後的目的是叫人得安慰。
每一件我們所遇到的，不是一個徒然的事，
 有的時候真的經歷到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很多時候一時之間沒有辦法明白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遭遇？
但是回頭 看 豁然了解 - 這是化妝的祝福！
但是回頭一看、豁然了解
我相信很多時候我們會有共同的這樣的體會。
保羅不斷地在講我們、在講你們，
保羅不斷地在講我們
在講你們
不斷地把他自己跟信徒連在一起，
這就是團契 這就是教會生活
這就是團契、這就是教會生活。

腓二1b 聖靈有什麼交通。
來十33 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名詞，我們作在苦難當中人的陪伴者，
這就是彼此、團契的生活。
彼後一4 使我們與神的性情有分。
來十三16 行善和捐輸的事。
講的是物質，就是捐輸那個字、也是團契。
所以彼此、同、團契，
這個主題在這裡提出來，到了 第四章 就更突顯  把保羅受苦的觀念
連在與基督 同受苦 與基督 同作王
連在與基督一同受苦、與基督一同作王
 與基督合一，
就 須要經歷基督所有的那
就必須要經歷基督所有的那一切，
包括苦難、還有榮耀。

一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保羅用了「同」這個字，是分享、是團契。
聖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彼此」：
神的話教導我們要
彼此相愛 彼此接
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饒恕、
彼此饒恕
彼此勸慰、彼此關顧、彼此相助、彼此建立，
不要彼此相恨 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不要彼此相恨、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這一切指的就是我們的團契生活。
團契指的是與神相交、與人相交，
團契指的是與神相交
與人相交
共同分享基督的生命、以及在基督裡的一切；
因此這個字，它有共有、共享的意思。
不但是像前面所說的：
彼此，我們只是在生命層面的建造；
它也指的是在物質方面的捐助、幫補。

表面上，保羅為著自己在患難中得著神的安慰來感謝，
實際上 他的受苦在對哥林多人的事奉上是有幫助的
實際上，他的受苦在對哥林多人的事奉上是有幫助的。
他的經歷與古今信徒的經歷
都是奠基在「屬神的人 的關鍵上 –
都是奠基在「屬神的人」的關鍵上
我們是屬神的人，所以經歷與主一樣的經歷。
保羅因為基督的緣故作人的僕人，這是保羅的事奉觀，
保羅因為基督的緣故作人的僕人
這是保羅的事奉觀
深深影響傳道人與信徒之間的關係：絲毫沒有作雇工的觀念，
那是牧人 牧人與信徒是生命的連結
那是牧人，牧人與信徒是生命的連結，
牧人自己所遭遇的、所領受的，
成為他服事弟兄姐妹的學習、經歷、分享、榜樣。
這樣的觀念在 林後一、四、十一章 都有，
羅馬書第八章 得著充分的詮釋。
得著充分的詮釋
腓三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曉得和他 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一8-11 保羅說：他靠著神終於能夠得救的，

這是他過去的經歷。
這是他過去的經歷
一8-9a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
這是保羅在亞西亞主觀的感覺
這是保羅在亞西亞主觀的感覺，
沒有明言是什麼樣的事件，
是 假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是 道的
但是他假定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是知道的…
一9b 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這是保羅從這個苦難事件當中所學得的功課：
這是保羅從這個苦難事件當中所學得的功課
安慰是他對信徒的心，
倚靠是他對神的態度、或服事的態度，
 他靠著神的大能 因為這一位神、是叫死人復活的神
 他倚靠神的恩惠，因為知道神是樂意施恩與人的

從舊約到新約，救恩都不是純粹只有靈魂的救恩的，
的確是神在苦難世界裡去拯救保羅 讓他脫離苦難
的確是神在苦難世界裡去拯救保羅、讓他脫離苦難，
所以保羅說：他過去是這樣，保羅相信祂將來還要救，
神是 直在拯救著神的兒女的
神是一直在拯救著神的兒女的。
一11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用死亡的角度來看救恩，最後一定會帶出讚美、感謝，
我們在當中能做的是什麼呢？只有禱告！
不是只有保羅的禱告、而是哥林多教會信徒的禱告。
神答應信徒禱告的目的 有兩個許多人
神答應信徒禱告的目的，有兩個許多人…
 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保羅體會個人的經歷
絕對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與他的事奉有關，
看重的是哥林多人在禱告上與他同工
 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就是許多人的代禱、所得著的恩典

一10a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

從聖經的角度要了解苦難，必須從死亡的角度來看：
苦難是一種死亡的經歷、帶著死亡的陰影，
 詩篇裡充滿著從死亡的角度來理解苦難
 一8-11 也是從這個角度來呈現，在神學上也是如此
從死亡來理解苦難有個幫助，界定苦難的基本性質 苦難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情、是死亡的呈現，
當人體會到這點時 就可以跟著談救恩 談拯救
當人體會到這點時，就可以跟著談救恩、談拯救。
一10b 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按照原來的意思，不能夠分成以前、現在、將來，
有人用來講神的救恩三段論，是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這個救都是未來式的救，
新譯本 而且祂還要救我們，
我們希望祂將來仍要救我們。
我們希望祂將來仍要救我們
這個拯救所指的就是拯救保羅脫離苦難…

禱告
謝謝神與我們同在，
時刻拯救我們，
在各樣患難當中
把我們拯救出來。
感謝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