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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林多前後書之比較

哥林多前書 哥林多後書

主要作者 均為保羅 (形容詞大致相同)( )
附筆作者 所提尼 (林前一1；徒十八17) 提摩太

(林後一1；林前十六10, 徒十六1~3)

主要對象 均為哥林多教會

次要對象 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
名的人

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重心 哥林多教會 保羅個人

目的
解決初期教會面臨的一些問題
幫助教會對抗世界與異教的影響

重建使徒的權柄, 說明傳道人的職責
幫助教會對抗假使徒和異端的影響

主要問題 對恩賜的誤解與誤用 對職事的無知與誤會主要問題 對恩賜的誤解與誤用 對職事的無知與誤會

解決信徒與信徒之間的問題 解決信徒與神的僕人之間的問題

寫作時間 均於保羅第三次宣教旅行時所寫

寫作地點 以弗所 馬其頓 有些學者認為是在腓立比寫作地點 以弗所 馬其頓 (有些學者認為是在腓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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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林多後書哥林多後書
1. 作者： 保羅

2. 寫作日期：保羅於第三次宣教旅行時所寫

3. 寫作地點：馬其頓, 有些學者認為是在腓立比

4. 寫作原因：保羅寫了前書之後, 奉割禮的猶太信徒滲入哥林多教
會 強調必須受割禮才能得救 並且毀謗保羅 貶低他的身份。哥林會, 強調必須受割禮才能得救, 並且毀謗保羅, 貶低他的身份。哥林
多教會的情況比從前更加混亂, 保羅認為要得回哥林多信徒的心, 為
純正的福音辯護, 必須先為自己使徒的身份辯護, 於是寫了本書。

5.目的： 重建使徒的權柄, 說明傳道人的職責5.目的 重建使徒的權柄, 說明傳道人的職責

6.特徵：

A. 保羅書信中最具自傳性的一卷, 有些保羅生平軼事僅見於此書

最情緒化（憂愁 歡喜 諷刺 責備 勸勉）B. 最情緒化（憂愁、歡喜、諷刺、責備、勸勉）

C. 最欠缺系統與次序 (因為情緒化)



哥林多後書大綱哥林多後書大綱
一. 說明: 保羅說明傳道人的事工 (1-7章)

1 問候與感恩（1:1-11）1.問候與感恩（1:1-11）
2.為個人的言行作解釋（1:12-7:16）

a. 變更行程的因由及對犯過者的做法（1:12-2:11）
傳道事工的性質（ ）b. 傳道事工的性質（2:13-6:10）

c. 勸勉信徒心地寬宏、生活聖潔（6:11-7:4）
d 哥林多信徒的悔改（7:5-16）d. 哥林多信徒的悔改（7:5 16）

二. 勸勉: 保羅勸勉信徒慷慨捐獻 (8-9章)   >
三. 辯護: 保羅辯護使徒的權柄 (10-13章)三 辯護 保羅辯護使徒的權柄 ( 0 3章)

1.為使徒身份自辯（10:1-13:10）
2.結語（13:11-14）



問候與感恩（一1-11）
• 問候（一1、2）

• 感恩（一3 - 11）
保羅是以「與基督合一」的真理看苦難的問題。V.3-7

保羅頌讚神「救」 。V. 8-11保羅頌讚神 救」



2 為個人的言行作解釋（1:12-7:16）2.為個人的言行作解釋（1:12 7:16）
a. 變更行程的因由及對犯過者的做法（一12-二11）
。變更行程 (一15 -二4) 變更行程 (一 5 二 )
。對犯過者 (二5 -11) 

b. 傳道事工的性質（二13-六10）
。使徒忠實的態度（二14-三3）
。字句教人死，精意叫人活（三4-四6）
。使徒的受苦和盼望（四7 五10） >。使徒的受苦和盼望（四7-五10） >
。使徒作神使者和僕人的身份（五11-六13）>

c. 勸勉信徒心地寬宏、生活聖潔（六11-七4）>c 勸勉信徒心地寬宏 生活聖潔（六 七 ）

「不要同負一軛」

「彼列」

d 哥林多信徒的悔改（七5 16）d. 哥林多信徒的悔改（七5-16）
提多帶回了好消息



字句教人死，精意叫人活（三4-四6）字句教人死 精意叫人活（三4 四6）

保羅的「新約執事」是神所指派，所以他這樣的事奉非常有把握。 ^

新、舊約職事的比較［對比 三4-11］
舊約的職事是基於「字句」律法條文，是叫人死、屬死的職事、暫時

的、定罪的職事、廢掉的榮光。

新約的職事是 精意－真道的原則，是叫人活、屬靈的職事、永久的、新約的職事是 精意 真道的原則 是叫人活 屬靈的職事 永久的
稱義的職事、長存的榮光。

四 不行詭詐 不謬講神的道理 只將真理表明出來(四2) 不行詭詐，不謬講神的道理，只將真理表明出來

Ｖ.Ｓ. (二17) 為利



使徒的受苦和盼望（四7-五10）使徒的受苦和盼望（四7 五10）

• 瓦器裏的寶貝(四7-15) ^
保羅形容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瓦器，卻裝了無價的寶貝，

藉此顯明大能的來源是神。

• 將來的盼望 ── 信徒生活的原動力 (四16-五10) 
他事奉的動機是不憑眼見，全憑著信 (五7)

• 五1~10 保羅對「死後生命」的想法
五1 地上的帳棚 <-- --> 天上的房屋

五4 必死的 <-- --> 生命

五6、8  與主相離 <-- --> 與主同住

五9 住在身內 <-- --> 離開身外



使徒作神使者和僕人的身份（五11-六13）使徒作神使者和僕人的身份（五11 六13）

• 因基督救贖大愛的激勵，保羅專心為主而活，並因基督救贖大愛的激勵 保羅專心為主而活 並
為他人的好處而活。(五11-15) ^

• 「若有人在基督裡，他就是新造的人‧‧‧」

(五16-21)(五16 21)

• 神僕人的樣式和對信徒的勸勉 (六1-13)神僕人的樣式和對信徒的勸勉 (六1-13) 



c.勸勉信徒心地寬宏、生活聖潔（六14-七1）^
• 「不要同負一軛」

• 「彼列」

d.哥林多信徒的悔改（七2-16）
至此 保羅結束了這大段插論 重返二章13節有關的話題至此，保羅結束了這大段插論，重返二章13節有關的話題；

提多帶回了好消息，讓保羅歡喜。

哥林多教會的一舉一動牽動著保羅的喜怒哀樂！



二. 勸勉: 保羅勸勉信徒慷慨捐獻 (八 ~ 九章)二. 勸勉: 保羅勸勉信徒慷慨捐獻 (八  九章)

猶大地於第一世紀四十年代的饑荒，使耶路撒冷教會貧困不堪(徒十一27-30)，
保羅重提為耶路撒冷教會募捐的話題，這是善行也是教會合一的象徵。保羅重提為耶路撒冷教會募捐的話題，這是善行也是教會合一的象徵。

連自身極窮(林前八2) 的馬其頓教會都踴躍捐助，更何況富裕的哥林多教會呢！

保羅對捐獻的教導有3項：保羅對捐獻的教導有3項：
(1)哥林多教會應效法耶穌的榜樣

(2)捐獻當各盡所能，不在乎多少 (捐得樂意)(2)捐獻當各盡所能 不在乎多少 (捐得樂意)
(3)各教會之間應均平，互補有無

教會理財清廉十分重要，要無愧於神，也要在世人面前清白(八16-24)；教會理財清廉十分重要 要無愧於神 也要在世人面前清白(八 )
保羅表示對他們有極高的期望（九1-5）。



三. 辯護: 保羅辯護使徒的權柄 (十 ~ 十三章)三. 辯護: 保羅辯護使徒的權柄 (十  十三章)
保羅在十至十三章關乎他使徒權柄的辯護，以及對假使徒的攻擊，和

對哥林多信徒的責備，並不只是單純的自我辯護而已，他最終目的是

要奪回哥林多人的心順服基督（十5）。

1 為使徒身份自辯（十1 十三10）1.為使徒身份自辯（十1-十三10）
Ｑ１：保羅言行不一、表現軟弱；是屬血氣的，不是屬靈的

十2 ：有人以為我是憑著血氣行事，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
NIV: BOLD 大膽、不客氣、顯著、不容忽視

十10 ：因為有人說：「他的信又沉重又厲害，及至見面，卻是氣貌不
揚，言語粗俗的。」



Ｑ１：保羅言行不一、表現軟弱；
是屬血氣的，不是屬靈的是屬血氣的，不是屬靈的

Ａ1： 「基督的溫柔」(十1)；「神那樣的憤恨」(十一2)
(十1) (1)從罪人到初信時期─以謙卑的態度勸化他們。

(2)墮落偏離真道時期─以勇敢的態度勸誡他們。

(3)悔改轉回真道時期 以基督的溫柔 和平勸勉他們(3)悔改轉回真道時期─以基督的溫柔、和平勸勉他們。

(十10)言語粗俗的: 說話平鋪直敘 簡單明瞭 不具技巧(十10)言語粗俗的: 說話平鋪直敘、簡單明瞭，不具技巧

(參考 林前二1~2) 
「我的言語雖然粗俗，我的知識卻不粗俗。這是我們在凡事我的言語雖然粗俗 我的知識卻不粗俗 這是我們在凡事

上向你們眾人顯明出來的。」(11:6) 



Ｑ２：說他傳道不收費用，是不愛哥林多人的明證
（十一11），又或是行詭詐，用心計牢籠哥林多人

（十二16），甚或是缺乏使徒的信心，才不敢收費（ ）

Ａ2：
• 我愛你們！如同父母之於兒女（十二13-15）；

• 我、甚至於我的同工，有佔過你們便宜嗎？一切的事，都
是為造就你們！！（十二17-19）；

白白傳福音 有錯嗎?（十一7）• 白白傳福音，有錯嗎?（十一7）



Ｑ３：保羅是使徒嗎?（十三3）

Ａ3：從血統傳承說（十一22）Ａ3：從血統傳承說（十一22）
「他們是希伯來人嗎？我也是。他們是以色列人嗎？我也是。他們是

亞伯拉罕的後裔嗎？我也是。」」

從工作表現說（十一23-29）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我說句狂話，)我更是。我比他們多受勞苦，

多下監牢 受鞭打是過重的 冒死是屢次有的多下監牢，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屢次有的。」

從屬天啟示和能力說（十二1-4,12）

我一點也不比＂最大的使徒＂差（十一5，十二11）



結語（十三11-14）（ ）

「願弟兄們都喜樂」：喜樂的心乃是良藥

「要作完全人 ：要在真道中 從屬靈的嬰孩 長大「要作完全人」：要在真道中，從屬靈的嬰孩，長大

成人，變得完全

「要受安慰」：安慰在原文也有鼓勵、規勸的意思要受安慰」：安慰在原文也有鼓勵、規勸的意思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不要結黨 在哥林多前書中早有提及不要結黨 在哥林多前書中早有提及

「仁愛和平」：保羅通常用「平安」形容神，此處加了
「仁愛 愈顯其用心良苦 不斷提醒哥林多信徒要常常「仁愛」，愈顯其用心良苦，不斷提醒哥林多信徒要常常
體會 神的心意，多在愛上下功夫。

「務要聖潔」： 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分別為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