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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哥林多後書導論
保羅非常個人化的一封書信，
有非常多的個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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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成書 ‧要旨
哥林多前後書的背景是息息相關的，
一些事情的發生與這卷書的寫成非常有關聯。
主後50年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第二次傳道旅程期間建立的，徒十八
當時保羅年約五十歲。
在哥林多逗留了十八個月，
與百基拉、亞居拉夫婦同住，
以兼職製造帳棚來維持生活、
支持自己的傳道工作。

‧背景 ‧成書 ‧要旨
主後52年

保羅第三次傳道抵達以弗所，寫成哥林多前書。
在之前，曾與哥林多教會有過兩次接觸：
¾ 短暫訪問哥林多，
為要打擊反對他的勢力、糾正教會內的罪行，
發現問題但沒能立刻處理。
書信中多次提到「第三次」
訪問哥林多教會 林後二1
¾ 提到先前寫的一封信 林前五9
¾ 心裡難過痛苦的寫了另一封信

林後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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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成書 ‧要旨

第三次傳道旅程期間，
保羅在以弗所進行三年的服事工作，
滿有成果，
也有非常多的患難

保羅各地旅行傳道事奉，心繫所建立的教會。
離開以弗所後，來到特羅亞。林後二12-13
在特羅亞可能病倒，「至暫至輕的苦楚」林後四17
往馬其頓開展傳道工作；與哥林多教會繼續有消息往來
提多從哥林多來到馬其頓，
帶來好壞參半的消息：
¾ 哥林多教會的靈命復興
¾ 教會問題仍未解決

主後55年

在第三次旅程將結束時，
寫了哥林多前書，
由提多送交哥林多人

在馬其頓，保羅寫成哥林多後書，
提多將信送往哥林多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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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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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共寫了四封信給哥林多教會：

以弗所 → 特羅亞
↑
↓
哥林多 ← 馬其頓

耶路撒冷 ←

建立教會
寫羅馬書

一. 林前五9 提到的信
二. 哥林多前書
三. 林後二3 提到的信

‧成書 ‧要旨

¾ 日期：主後 56 或 57 年之間
¾ 寫作地點：馬其頓某地，可能是腓立比城
¾ 受書對象：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林後一1

四. 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教會
面對非常多的挑戰，
保羅用書信的方式服事教會

哥林多

亞該亞大部份地區
都面對到福音的挑戰，
保羅期望眾聖徒，
藉著書信能夠被建立、被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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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目的：
一.教導教義，給予實際的勸勉
二.指示為耶路撒冷貧苦聖徒籌集捐款的事 徒九
三.鑒於哥林多教會內某些人的錯誤指摘，
保羅為自己使徒的身分作進一步辯護
¾ 一 – 七【見證與教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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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風格與特色：
不同的目的、主題，有不同的風格變化
章

目的

寫作風格

1-7

見證與教義性

8-9

實用性

以牧人身分
向群羊說話時，語
調溫和、從容

10-13

護教性

語氣
對得罪他的人：
饒恕、和好、感恩
充滿自信：了解信
徒間有幫補的意念

¾ 八 – 九【實用性】
¾ 十 – 十三 【護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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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對比：
z 榮耀與羞辱
z 憂愁與安慰

‧背景

z 生命與死亡
z 嚴厲與溫柔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竭盡所能的為主而活，
否則就不是真正屬神的生命。
為靈魂、福音焦急憂慮 ─
在上帝面前必能得著安慰
願為福音付上生命的代價 ─
必能經歷從神而來榮耀的盼望

為使徒身分申辯時，
運用強而有力的語
句，滔滔不絕地講論

雄雄辯證：為服
事、挑戰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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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哥林多前書與後書的比較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客觀事實及實際教導

主觀及個人化的勸勉

洞悉初代教會的特質

洞悉保羅的性格及工作

審慎的教導教會次序

令人感動的見證個人表白

警告要防備異教的影響

警告要防備猶太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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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說不盡的恩賜來看保羅的服事
¾ 服事中有患難
有安慰 – 從神而來的恩賜
¾ 使徒經歷苦難
得到上帝的幫助
¾ 教會遇見挑戰
願意互相幫補、顯明恩賜
¾ 面對受苦的情境
上帝有說不盡的恩賜
看見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成為工人，有說不盡從神而來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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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卷書分為三大部份，信息交織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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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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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患難困境、不方便當中，
神的恩典成為真實的在我們生命當中、
那麼吸引人的部份！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十二9
不致於在困境過於悲觀，
平衡的面對困境、謹慎的領受恩典、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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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獨特的經歷

¾ 一 – 七章 從以弗所到馬其頓，過去曾經的服事，
原本要探訪哥林多，但是還沒去。
二14-七3 插句：講述自己的福音事工

¾ 逃往大馬色
¾ 遇見神、見到啟示和異象
¾ 他肉體上的一根刺
¾ 一生當中受苦的清單

¾ 八 – 九章 現在要從馬其頓到哥林多，
要把捐獻的事辦妥當，實際的指示

看見牧者的心懷、摸著傳道人的心

¾ 十 – 十三章 第三次訪問哥林多所要做的事，
憂慮教會有敵對的勢力、反對福音的問題，
嚴謹的提到使徒的權柄，指責假使徒的服事

吸引深入研究的主題
¾ 對比新舊之約 三章
¾ 耶穌替我們成為有罪 五章
¾ 使人與神和好的福音托付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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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澄清、整理、歸納，給服事主的人很好的提醒
¾ 有寶貝在生命的瓦器裡 四7
¾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四16
¾ 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五1
保羅的人生觀、價值觀，
如何看自己的生命、死亡、患難、境遇
幫助我們學習不同的眼光：
¾ 患難是帶來祝福的鑰匙
¾ 外體的朽壞，使我們知道所要羨慕的

click 左下角

謝謝耶穌讓我們的生命中有你的話語，
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我們內裡的深處，需要聖靈來光照。
當我們認識你之後，我們就知道：
什麼是最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
讓我們願意認識福音的好處、看見福音的真實與寶貴，
討你的喜悅、被你稱許，成為我們最在意的事情

我們可以建立的人生觀、價值觀，是美好與有榮耀的盼望

問題思想

禱告

可以閱讀解答

¾ 保羅寫作哥林多後書有哪三個目的？

感謝你成為我們裡面的寶貝，祝福我們、常向你獻上感恩

問題思想
¾ 保羅寫作哥林多後書有哪三個目的？
一. 教導教義，給予實際的勸勉
二. 指示為耶路撒冷貧苦聖徒籌集捐款的事
三. 保羅為自己使徒的身分辯解

¾ 列出哥林多前、後書四方面的比較？

¾ 列出哥林多前、後書四方面的比較？
哥林多前書
一. 客觀及實際
二. 洞悉初代教會的特質
三. 審慎的教導
四. 警告防備異教的影響

哥林多後書
一. 主觀及個人化
二. 洞悉保羅的性格及工作
三. 令人感動的見證
四. 警告防備猶太教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