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後書
第一課
A. 哥林多城
哥林多城位於希臘半島正中一條長 5,950 尺的地峽上，成為南通雅典和北通馬其頓的
孔道。這城的東西兩面都分別有海港，貨船要通過此兩海港再循陸路途經哥林多，然
後到達對面的港口再繼續航行。所以，在這條通道上，細小的船隻是可以整艘運上岸，
再由車子拖拉到另外一邊繼續前行。由此可見，哥林多是當時的商業樞紐。
由於位居要衝，哥林多成為既古老，又新興的城市。古老是因為早於公元前四千年，
已有人居住。在公元前八世紀，因為商貿及軍事的因素，哥林多發展迅速，公元前七
世紀末至六世紀初，可說是其巔峰時期。
由於哥林多位於希臘半島，與其他希臘馬其頓的城市一樣，政治上聯成同一陣線，軍
事上也並肩作戰，直到公元前二世紀亞歷山大大帝興起，建立了馬其頓帝國，統一眾
城邦，哥林多便成為亞該亞一帶城邦的盟主。
未幾，羅馬帝國崛起。公元前 146 年，羅馬的執政官路求默繆斯(Lucius Mummius) 統
領大軍，攻打哥林多，幾乎把整個哥林多夷平。大部份城中的男丁被殺，婦孺被賣為
奴。遺址留下殘破的建築物，成為旅遊人士暫時棲身之所。但由於哥林多地理環境的
重要，公元前 44 年，凱撒大帝決定把此地建成羅馬的殖民城。自此之後，這一個前希
臘色彩的城市，變成了極羅馬式的大都會，不久亦成為亞該亞省的省會。身為羅馬的
殖民城，羅馬政府致力推行羅馬文化，包括羅馬律法、政治組織、宗教及價值觀等。
羅馬的官方語言是拉丁文，在眾多的刻文中可以看見。不過，日常生活所用的，則是
希臘文。
羅馬政府把大量的自由人及一些退役士兵遷移此城，再加上哥林多實在有很多吸引外
人定居的原因，除了早期意大利的移民外，到了新約時期，此城匯集了自由人、奴隸、
商賈、流氓、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東方人及猶太人等。由凱撒亞古士督起至尼
邊祿王之間，哥林多大興土木，包括建築城牆、購物場所、議會大樓、廟宇、紀念碑、
運動場、水泉、公眾浴場、學校、劇院、圖書館及公園等，由此可見，此城非常富有。
此外，這城每兩年便舉行大型運動會，名為「地峽運動會」(Isthmian Games) ，地位僅
次於雅典的奧林匹克，舉行次數更比起當時其他的運動會頻密(其他是四年一次) 。此
運動會的目的是敬拜海神坡賽頓(Poseidon) ，而每次舉行期間均吸引大批旅客，當然
其中有從各地而來的頂尖運動員雲集於此，務要爭取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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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建的哥林多城歷史短，社會上很多層面尚未定型，這使它成為充滿機會的城市，
很自然大部份哥林多人都雄心勃勃，尋找機會往上爬，務要進入社會的上層，並且引
以為榮。由此可見，哥林多人很注重自己的社會地位。這樣，亦解釋了在哥林多前書
及後書中，保羅所提及教會的問題：如前書中的分門別類、把保羅和亞波羅比較和混
亂聖餐等；至於在後書中，教會中有人看不起保羅，認為他言語粗俗，其貌不揚，跟
從耶路撒冷而來的「超級使徒」相比，保羅的屬靈地位實有不及之處等。
新的哥林多城最後於主後 521 年在一次大地震中盡毀。
B.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
他在第二次宣教 (約主後 50 年春天) ，在此城用了十八個月建立教會 (徒十八 5-11) 。
除他之外，還有西拉和提摩太先後歸隊與保羅並肩作戰。我們相信，因為旅遊人士的
需要 (晚上架起帳棚居住) 、市集攤位架起帆布遮陰和船隻需用帆來航行等，使帆布在
這城市有很大需求，因此，保羅便運用他的手藝，藉著織帳棚賺錢維持生計。正因如
此，他結織了同行的一對由羅馬移居此城的夫婦亞居拉和百基拉，他們也參與了福音
工作。於是，會堂裡的猶太人和大量的外邦人得以聽聞福音，部份猶太人及大量的外
邦人都皈依基督。
當保羅離開哥林多後，哥林多教會似乎顯得群龍無首，出現了權力真空。而實際領導
信徒的，就是各家庭聚會點的家主。當有一些魅力人士路經教會，各家主可能採取不
同甚至是相反的反應，這便很容易引起教會不和及紛爭，例如當亞波羅造訪教會 (徒
十八 24) ，教會當中就有人被他的屬靈魅力及風采吸引，並把保羅比下去。這種比較
的作風，反映這城市崇尚社會地位，以及互相比拼的風氣。凡此種種因素，保羅既然
不能經常在他們當中教導他們，便唯有藉著書信來指正，哥林多前書及後書便因而寫
成。
其實，在保羅寫哥林多前書之前，他已寫了一封「先前的信」給教會 (參林前五 9) 。
信中所提及的，大概包括了發生在教會內淫亂的罪及祭偶像的問題。這封信引起了教
會的誤會和不滿，於是，保羅便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中，在回程停留以弗所時，寫了
哥林多前書給教會。未幾，從提摩太 (或提多) 所帶來的消息，反映教會對保羅的信有
不良反應。於是，保羅修改原先預備經馬其頓再到訪哥林多的計劃 (見林前十六:5-9) ，
反而急忙直接由以弗所經海路造訪教會，然後再去馬其頓。這一次會面沒有預期的結
果，反而帶給保羅很多苦惱和憂愁 (見二 1，十二 14，十三 1) 。
時至此境，保羅唯有引退，回到以弗所 (一 2，二 1) ，然後寫了第三封信，稱為「嚴
厲的信」或「流淚的信」給教會 (見二 3-4，七 8、12) ，且由提多帶去 (見七 14-15) ，
旨在考驗他們是否依照保羅的指示行事，處理教會內種種問題，藉此顯出他們那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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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 (二 9) 。也許，保羅早已與提多約定在特羅亞相遇，所以保羅跟著便去了特羅亞
等候提多。然而，提多留在哥林多好一段日子，以致保羅等得不耐煩，便往馬其頓去，
希望途中遇見提多 (二 12-13) 。
因為提多的幫助，保羅那封「嚴厲的信」終於成功完成修補的工作，因而哥林多教會
願意依照保羅的指示行事，提多便把好消息帶給在馬其頓等候的保羅 (七 5-7) 。於是，
保羅在得著安慰之餘，在馬其頓寫成哥林多後書，後再由提多及兩位弟兄帶去給教會
了 (八 16-18) 。

討論：
若你是住在哥林多的信徒，你會面對甚麼的挑戰和困難呢？
C. 寫信的目的
馬饒富 (R P Martin) 指出，由於保羅不能親臨教會，他便以書信代替他的同在，因此，
他所寫的信，正好是他個人的延展，也是他傳達使徒權柄的平台。他更期望教會在聚
會時宣讀他所寫的信，而他在信中要傳達幾個重要的目的：
1. 教會來了一些所謂「超級使徒」(superapostles) ，這些人自命不凡，自吹自擂，自
詡為「最大的使徒」，可說是恃勢凌人。他們用言語攻擊和指控保羅，旨在貶低保
羅的地位，務要削減保羅在教會的影響力 (見十一 5、23，十二 11) 。教會內似乎
有一些人受到他們的唆使，產生了反保羅的情緒。因此，這便促使保羅寫信回應，
指責自誇是極不合宜的行為，並且教導教會如何分辨真假使徒。
2. 跟進前一封「嚴厲的信」的教導，就是如何處置犯罪者。教會雖已處罰了他，但保
羅恐怕他被罰過重，以致沉淪，所以勸導教會同時要赦免和安慰他 (二 5-11) 。
3. 保羅解釋他改變探訪教會的計劃，並寫了那封「嚴厲的信」的原因 (一 15 - 二 1，
二 3-4) 。
4. 保羅為一些被教會看為軟弱和謙卑的行為自辯 (六 1-10) ，並表示他的屬靈地位絕
對不在那些自命是「超級使徒」的人以下 (十二 1-10)
5. 當哥林多教會看過「嚴厲的信」和見過提多後，便對保羅改觀，並產生順服保羅教
導的心，以及對他熱情起來。所以保羅寫了這一封信，旨在強化這種積極的反應
(七 5-16) 。
6. 保羅鼓勵教會，預備金錢奉獻 (八-九章) ，藉以幫助耶路撒冷教會的需要。
7. 預告第三次造訪哥林多教會 (十二 14，十三 1) 。
D. 作者、寫作地點及日期
信中作者自稱使徒保羅 (一 1) ，清楚表明自己的身份，這一點是沒有學者懷疑的。大
部份學者都相信，保羅是在第三次宣教行程中寫了哥林多前書，地點是在以弗所，時
間約公元 55 至 56 年間。而在前書與後書之間，保羅曾經造訪教會，並且寫了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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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的信」，所以，我們相信寫哥林多後書的時間，是在 56 至 58 年間，地點大概
在馬其頓。信中提及保羅將造訪教會，以及收集捐獻的事，按此了解，我們相信本信
是在第三次宣教的末期寫成的。

你從保羅寫哥林多後書的目的中，反映了保羅是一個怎樣的人？
E. 神學主題
哥林多後書與哥林多前書最大的分別，便是前書除了辯證外，還有很多教導成分；而
後書主要以辯證為主體，修辭技巧處處皆是。
1. 基督論
保羅明言，他所傳的福音核心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基督是聖子，是與父神及聖
靈同等、同尊、同榮的，所以祂的名字，出現在信末對教會的祝福禮文中 (十三
14) 。在功能上，父神藉著基督應驗了舊約中一切的應許，並且藉著基督，教會得
以被膏立和保守，更因為基督所差的聖靈，信徒得著救贖的憑據 (一 19 - 22) 。基
督的死，固然帶來救贖，祂的復活，亦表示一切在祂裡面的人都必然復活，並且得
著永生 (四 14-15) 。還有，福音的核心是耶穌是主，這是信徒所信，亦是教會所傳
揚的信息 (四 5) 。信徒務要珍惜，因為基督是寶貝 (祂滿有神的榮耀) ，藏在信徒這
瓦器裡，要顯出信徒事奉的能力，是來自基督 (四 4 – 7) 。
《思考》
信徒如何能夠因為倚靠基督，而有事奉的能力？
再者，基督本是富有的，但祂反倒虛己，甘願成為貧窮，這誠然是指祂放下聖子的
尊貴榮耀，成了肉身，替眾人死 (五 15) ，這正是無罪的代替有罪的 (五 21) ，以致
本來是貧窮的世人，也可以成為富足 (八 9) ，即罪人因為祂的救恩，得著一切屬靈
的福祉，這無疑是出於祂那份愛世人的恩典。因此，身為祂的子民，亦要學習與有
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富足，實現道成肉身的神學。還有，在世的基督處處顯出溫柔
和忍耐 (十 1) ，這亦成為跟隨祂的人所學習的對象。基督的大愛亦激發信徒，願意
放下自我，為主而活 (五 14 – 16) 。這為主而活的生命，是因為「在基督裡」而生
的。這樣，信徒便因為基督更新的能力，能夠脫離舊我，經歷生命的再造，成為新
造的人 (五 17) 。
對於基督的僕人來說，基督成了肉身，受了人的限制，日後更受苦，被釘於十字架，
但反而彰顯出復活的能力，這種藉著極其軟弱無能反倒彰顯神的能力的做法，便成
為主僕人的榜樣。藉著學習基督的受苦，主的僕人也參與了基督的苦楚，如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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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了基督的復活，以致主的僕人是與復活主一同活著，滿有力量事奉祂 (十三
3 – 4) 。
最後，神藉著基督成就了神與人和好的豐功偉績。使徒作為基督特派的使者，務要
把基督那和好的職事延續下去。所以，使徒的職事便是要使人與神和好 (五 20) 。
2. 聖靈論
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神，與聖父及基督同等、同尊、同榮的 (十三 14) 。在論及保羅
自己的事奉時，他表示新約執事 (三 6) 的特點，便是藉著聖靈在人心中的工作，使
相信福音的人得以脫離死亡，得著新生，所以其榮光是不會終止的，亦更超越摩西
職事的榮耀 (三 18) 。正因如此，保羅毋需要別人為他推薦，因為聖靈在信徒心中
的工作，藉著人的良知，信徒得以知道保羅的信譽和確定他的工作 (四 2) 。
此外，聖靈是給予信徒的憑據 (一 22) ，將來得以進入永遠的榮耀裡 (四 16 - 18，
五 5) 。聖靈使人得著自由，並且使人經歷由裡而外的生命更新 (三 5 – 6) 。再者，
聖靈使信徒的生命不斷改變，更像基督 (三 18) ，並且堅固信徒的信心 (五 5) 。藉
著聖靈的同在和契通 (十三 14) ，信徒得以用愛心與和平彼此契通，滿有喜樂，生
命達至完全，即過著聖潔無瑕和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十三 11) 。
3. 榮耀與盼望
保羅論及神的榮耀是永遠的 (三 11) ，身為神的子民，我們將如基督一樣死而復活，
並且在復活之後，得著那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 (四 14 – 18) 。保羅用兩個比喻指出，
人今生的身體，有如地上的帳棚，是短暫的，並且充滿勞苦 (五 4) 。將來復活的靈
體，卻是永恆的房屋 (五 2) ，是人永遠的居所，得著安息；又有如人脫下舊的衣服，
赤身露體，直到穿上新衣，才感到安舒和滿意 (五 2 – 3) 。這一真理是信徒不能憑
肉眼看見，只能靠著信心領受 (五 7) 。雖然這樣，聖靈在信徒的心中卻可以成為憑
據 (五 5) 。
有見及此，由於永恆生命和全然剛強是屬於主再來時才有的，身為主的僕人，活在
今生，仍然要面對人性的軟弱和限制。在這個「已然未然」的時期，主的僕人常常
要穿梭於軟弱和剛強，生存與瀕臨死亡威脅之間。按此了解，活在今世的信徒，便
要與死而復活的主一同活著 (十三 4) ，因而軟弱扭轉為剛強，這便證明主的恩典是夠
用的 (十一 9) 。

再者，活在今世的人要面對將來的審判，實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十一 15) 。身為
神的子民，儘管今生經歷重重苦難，使人感到軟弱無能，信徒也不能自我吹噓，裝
腔作勢，反而要在主面前過著討主喜悅的生活，這樣才能坦然無懼見主的面 (五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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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徒的職事
從這封信中，我們估計，保羅蒙受教會的攻擊，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a. 他缺乏誠信，心意經常搖擺不定，使人難於捉摸，在表示他沒有定見和立場
(一 17 – 22) 。
b. 他處事不當，例如當他第二次造訪教會，表現得軟弱無能，實在強差人意 (十 1
- 11，十三 1 – 3) 。
c. 他的地位及權能不及那些「超級使徒」，尤其在強勢領導及神蹟奇事的表現上
(十 12 - 十二 13) 。
d. 他在傳福音給哥林多人時，沒有收受哥林多教會的捐獻，這一點為教會所詬病
(十一 7 -12，十二 13 – 14) 。
保羅的自辯，並不是發洩情緒，更不是怕自己的聲譽受損，影響了他的江湖地位，
而是一旦他失去屬靈的誠信，連同他所傳的福音亦被質疑，問題便嚴重了。所以，
他的自辯，是逼於無奈，亦事在必行。然而，亦因為他的自辯，顯出了保羅是很清
楚他使徒的職事。身為使徒，即主的僕人，實有以下七大特點：
a. 使徒是基督耶穌的僕人，不是出於人意，更不是出於自己，而是出於奉神的旨
意，承擔使人與神和好的職事 (一 1，五 20) 。
b. 使徒的權柄，不是靠自吹自擂而得，而是直接從主而來的 (十 8，十三 10) 。工
場也是主所安排的 (十 13) 。
c. 使徒事奉的動力，不是出於人意，為名為利，而是主愛的激勵 (五 14、11) 。
d. 使徒工作的成果，即得救的果子 (在這裡是指哥林多教會，是由保羅一手建立
的) ，便是他們的薦書 (三 3) 。
e. 使徒是新約的執事，這約藉著聖靈，寫在信徒的心版上 (三 3 – 7) 。
f. 使徒活出真摯的生命，內有良心為證 (一 12，四 2) ，外有所傳的道為憑，這道
是在神面前靠著基督宣講 (二 17) ，是絕不謬誤的真理 (四 2) 。
g. 使徒的表現，絕對不是「勝利主義」，不像那些「超級使徒」，自以為高人一
等，可謂盡領風騷。反而，使徒有如在世的主耶穌，活在謙卑、爭戰、掙扎和
苦痛中 (一 5) 。再者，主被釘於十架，是何等軟弱的表現，反而能夠彰顯神復
活的大能大力 (十三 4) 。使徒若能如此，反而能夠散發基督的香氣 (二 15) ，並
且學習倚靠主，得著主的能力 (十二 9) 。於是，人的軟弱反而成為神能力彰顯
的平台 (十二 10 -11) ，這便是使徒為何以軟弱自誇 (十二 10) ，並且在面對苦困
時而不喪膽 (四 1) 。
《思考》
怎樣才能確定所宣講的道是沒有錯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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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大綱
1. 信首語 (一 1 - 7)
a. 問安 (一 1 - 2)
b. 受苦的引言 (一 3 - 7)
2. 流淚寫信及痛苦的造訪 (一 8 - 七 16)
a. 自辯試信 (一 8 - 二 13)
b. 自辯新約的職事 (二 14 - 七 3)
i.
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二 14 - 四 6)
ii.
生與死的對比及盼望 (四 7 - 五 10)
iii.
作主工人的特質 (五 11 - 七 4)
c. 提多的報告 (七 5 - 16)
3. 為耶路撒冷教會的捐獻 (八 1 - 九 15)
a. 呼籲教會捐獻 (八 1 – 15)
b. 安排處理捐獻 (八 16 - 九 5)
c. 捐獻的原則 (九 6 – 15)
4. 警告及勸導教會為第三次造訪作好準備 (十 1 - 十三 10)
a. 為再訪教會作準備：答辯批評者 (十 1 – 11)
b. 論「超級使徒」(十 12 - 十二 13)
c. 預告第三次造訪教會 (十二 14–21)
d. 保羅警告教會將行使徒權柄 (十三 1 – 10)
5. 信末的祝福 (十三 11 – 14)

Reference:
1.
「哥林多後書」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 - 張永信著- 明道研經叢書47
2.
2 Corinthians – James M Scott –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Community Series. Baker
Books
3.
2 Corinthians Finding Strength in Weakness – Paul Stevens – A life guide Bible Study
4.
哥林多後書 - 史艾德，史威廉 - 天道研經導讀
5.
哥林多後書研讀:作祂的僕人 - 楊牧谷 - 更新資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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