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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9 —— 哥林多后书 

敞开的心扉 

哥林多后书 1-7 

介绍 

比起其他书信，哥林多后书能够更多的表露出保罗的心意。和哥林多

教会关系不睦，为了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训导，并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

日渐成熟，保罗向他们表达了自己更深刻的感受和信心。往往就是在

难于处理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够让世界看到在我们这属世的瓦器中所

藏的宝贝（哥后 4:7）。保罗“敞开他的心”（6:11），也让他们用“敞开

的心来报答他”（6:13）。虽然从历史纪录中我们不晓得哥林多教会最

后的光景，但是历史让我们读到了这封特别的书信，它表现出保罗的

内心。在完成这封书信后，保罗最后去了一次哥林多，并在此之后去

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保罗被捕，并在最后被押至罗马受审。 

哥林多后书大纲 

问安：1:1-2 

保罗说明他的传道职责：1-7 

规劝人们慷慨捐赠：8-9 

保罗拥有使徒的权柄：10-13 

保罗说明他的传道职责：1-7 

——我们在患难中神的安慰：1:3-11 

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三年，期间他经历了很多试炼（1:8-11）。那时他

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去了。然而，神支持他，藉着众人的祷告，让他

胜过了试炼。通过他自己的例子，保罗教导我们，神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让我们经受试炼。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

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 

  



2020 年 2 月 2 日                        1268 
 

正如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楚，我们也靠基督得许多安慰”（1:4,5）。 

常常是那些自己经历过苦楚的人才能够给正在经历痛苦的人真正的

支持和安慰。所以，如果神让我们经历试炼，那么我们就要去经历。

我们依靠神，并从圣灵，神的话语和团契中得到安慰，我们之后也能

够给其他遭遇痛苦的人以同样的安慰。 

 

——保罗改变了行程计划：1:12-24 

哥林多教会质疑保罗改变行程的动机。如果他是神所带领的使徒，为

什么要改变计划呢？难道他的计划仅仅出于人的想法和聪明么？他

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领路人么？ 

 

“我有此意，难道是反覆不定吗？难道我的意愿是从私欲起的，以致

我忽是忽非吗”？（1:17） 

 

保罗告诉他们自己受圣灵的引导，而不是仅仅靠人的意念摇摆不定。

但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保罗借这个机会教导和提醒哥林多人。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没有“又是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神的

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1:19,20）。 

 

保罗真的是善于利用环境，并在其中找到圣灵的带领。他愿意开诚布

公的说明他为什么如此行的原因，并总能够让人将注意力从他转向基

督。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抹我们的，就是神。他在我们

身上盖了印，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1:21,22）。 

  

你经历过什么样的试炼？你怎样感受到了来自神的安慰，供应和保

护？你是否想到过也许神要让你去安慰其他人？去看看是否有机

会让你的经历（特别是经历的困难）实现这个使命，惟愿你能够带

给别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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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借此机会强调了另一个重要的灵命真理，每个信神的人都有平安。

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他的灵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但是也是

一个保证，当他完成了最后的工，他会实现诺言，把我们都接到天国。 

 

神让保罗改变计划，因为要让他们不会经历太多痛苦的拜访

（1:23;2:1）! 

 

——一次令人忧愁的拜访和书信：2:1-4 

保罗提到了令人忧愁的信和拜访（参见 7:8-10）。大多数学者不认为

他这里所指的是哥林多前书。那么就可能有一封比较短的书信写于哥

林多前书之后，该封信作于他对哥林多教会那次令人忧愁的拜访之后。

那次拜访提到了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教会进行改变。 

 

“我先前忧心忡忡、眼泪汪汪地给你们写了信，并非要使你们悲伤，

而是要你们知道我格外疼爱你们”（2:4）。 

 

人们经常会怀疑我们的动机，冤枉我们的初衷。其实我们自己也会

这样对待别人。比较好的方法就是陈明我们的想法，告诉对方“我这

里不清楚”。“我不清楚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而不是现在才

说？” 这样诚实，尊重对方的问题能够让对方可以陈明他们的动机，

目的和行动。很多冲突因此就可以避免了。我们不要自己去猜想，

然后论断别人的动机。你有没有对什么人想问这个问题？或者是否

有人让你想要去告诉他，我对你有些疑问，请你告诉我你的真实的

动机，目的和行动。 

保罗说他说这么严肃的话就是因为“我格外疼爱你们。” 你是否有什么人

也要对他这样说话？请他人为你祷告，让你有圣灵帮助可以让你清楚地

完成这样困难的谈话。然后在爱里继续。是否有人因为爱你而跟你坦诚

说话？你相信他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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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犯过失的人：2:5-11 

我们不太清楚这里保罗所指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是他在哥林多前书

5:1-8 中所提到的道德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情况。不论是哪个，

保罗都要为此进行令人忧愁的拜访并写信。然而，得知那个犯过失的

人最后因着受了教导而有痛悔的心，保罗很欣慰。保罗敦促教会赦免

这个人，向他表明教会对他的谅解和爱，这样他就不会过于忧愁，撒

旦也不会因此分裂教会。  

 

——得胜的彰显，基督的馨香之气:2:12-17 

保罗解释说当他抵达特洛亚的时候，主为他开了传讲福音的门；但是

他的心里却仍没有平安。他希望在特洛亚能够遇到提多，但是提多一

直没有去。所以他就告辞了，前往马其顿。 

 

 

赦免跌倒的弟兄和姊妹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庭）要做的事。耶稣自

己就此进行过教导（马太福音 18:15-2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

个大的，就像 OPC 这样的团契当中。只有当我们和他人的生命联系

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家庭”生活中得到理解和谅解。倘若我

们迷失了方向，其他弟兄姊妹会用爱来召唤我们回去。同样，如果有

其他人迷失方向，我们可以作为上帝的代理者，去用爱来召唤他们

回家。在感情和灵性上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相信，谅

解和爱。 

在这里有一个原则“靠着圣灵行事”（加拉太书 5:25）。尽管在特洛亚

主开了门，但是保罗没有独自在那里传讲福音。他很在意要和提多

一起，也担心不知何故提多没有前来。保罗那时压力很大，也许也

知道他自己的局限，也许他也担心提多无法自己传道。离开特洛亚

前往马其顿并不是一次“失败”，相反神还是在带领他（还有其他信

徒）们得胜，把基督的馨香之气赐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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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用两个比喻来形容他的生活和传道。第一：在战斗得胜之后，罗

马将军将会带领他的部队进行凯旋的巡游。（想象一场体育比赛后得

胜的那个队伍回到家乡的场景。）这个凯旋巡游正是将军最大的荣耀。

保罗想象耶稣就是将军，带领他走在这样的巡游队伍中。 

第二：保罗将自己的生命和见证比作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 对于

那些拒绝救赎福音的人来说，这馨香是死去的味道。而对于其他因福

音的恩典得救的人来说，这是生命的馨香。保罗的观点是：这些事谁

能担当得起呢（2:16）？言下之意是：没有人！ 

 

——活的推荐信:3：1-3 

在当时，人们去到一个新的城市，需要推荐信。保罗也有这样的推荐

信，但是它却不是用笔和纸写成的。 

 

“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读的，

而你们显明自己是基督的书信，藉着我们写成的。不是用墨写的，而

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而是写在心版上的”（3:2,3）。 

 

 

 

只有神的恩典和圣灵做工才能让我们在世上成为神合用得器皿。如果

有人因为我们而接受了基督，那是我们的喜乐。但是，这篇信息也告

诉我们，如果把救恩分享给其他人时，他们不想听，甚至拒绝我们，

我们不要认为这是我们的错。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若非神，没有人

有足够的能力成为神的见证者。若非神，也没有谁能改变任何一颗心。 

谁的生命因你而改变？那个人的生命就成为基督写的推荐信。他使用

你在那个人的生命中写下他的信。让神指引你接下来的传福音侍工，

不论你的职业是什么。那么你就会成为人们生命中的基督的馨香之

气。你也会看到神的灵写成的鲜活的推荐信，那就是生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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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和旧约：3:4-18 

保罗将神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立的旧约（出埃及记 34:29-35），和

由基督借最后的晚餐所立的新约进行对比。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

人们要努力遵守律法。新约是圣灵写在我们心里的。神将他的律法写

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住在里面，神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们能

够从里到外发生转变，合乎他的律法。保罗总结了圣灵如何在我们心

里做工的。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既然我们众人以揭去

面纱的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了与主有同

样的形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3:17,18）。 

 

当摩西和神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神的荣光，他不得不用面纱把自己的

脸遮起来。当荣光暗淡下来，摩西就不需要再带着面纱了。保罗解释

道，在基督里，新约是靠着耶稣的死而成就的。我们只要信，我们的

心里就会有面纱，之后，面纱被拿去。我们和基督同行，我们的脸上

也会有神的荣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就变

成了与主有同样的形象。”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看到过坐落于底特律市中心的雕像，我们就会知

道在雕像后面的墙上刻着“底特律精神”，就是来自于圣经中的经句；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3:17）。真的，神的灵

让我们在救恩中得自由，倘若我们一直跟随他，我们也会不断地得自

由。让我们更像基督耶稣，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果我们知

道这个旨意，就会更好的理解一切看似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那些试

炼，伤心和难处。神改变我们的工作常常是通过“火的试炼”来完成的，

它们陶灶了我们的信心。你在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遭遇？你现在遇

到的一些困难是否会成为神的工具，用它来让你彰显耶稣的荣耀，因

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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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器里的至宝：4:1-18 

保罗表明神做工的奥秘，那就是使用不完美的人来点亮这个世界。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神荣

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

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4:6-7）。 

 

脆弱的瓦器——这就是我们！神会使用我们的弱点，不足，以及我们

所经历的，让我们将福音的光反射给这个世界。人们不是通过我们的

能力，而是我们的弱点和不足才能够看到耶稣。因为神就是在我们的

不足上显得完全。正因为这样的信念，保罗哪怕在无数的患难中仍然

能够坚持住。奥妙就是保罗拥有永恒的眼光。 

 

“所以，我们不丧胆。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

更新。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

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

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4:16,18）。 

 

这种对未知事物的永恒眼光让保罗能够看到在天国等待我们的荣耀

的新身体。 

 

——地上的帐篷会变成天上永远的家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将有神所造的居

所，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渴

望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居所，好像穿上衣服；倘若脱下也不至于赤身了”

（5:1-3）。 

 

“离开身体”指的是我们要“和神在一起了”（5:8）。保罗一直有明确的

生活目标“与主同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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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地上的使者：5:11-21 

 

基督对所有人的爱让他为人的罪而死，神来安排这样的惩罚。保罗正

是被这种终极的爱的牺牲所控制和制约。特别是，这爱也督促保罗实

现他的使命，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使者，呼唤人们接受神的爱，降伏在

这爱中(5:18-21)。保罗的福音信息代表了基督为我们牺牲的爱，他为

了让我们免去因罪而死的惩罚，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5:21）。 

 

  

仔细思考 5:9。你的生命，态度和行为是否讨主的喜悦呢？保罗只

为一人而活，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不需要任何更高

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愿望就是“讨主的喜悦，”这样就能够解决我们

人生中的很多问题和决定了。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这样做神是否

会喜欢？”那么这个问题是否现在会影响你呢？注意：哪怕救主耶

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都说，他来是要荣耀父；“差我来的那位与我同

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一直行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

音 8:29）。 

你知道么，神让我们做他的使节。那么使节都做什么？他在异国代

表他的国家。那么我们就是在世界上（异国）的天国（我们的家）

的使节。在腓利比书 3:20 中, 保罗称我们为“天国的民”。你是如何

完成神给我们使命呢？是否有人因为你而更愿意接近主？求主让

你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三个人，他们不认识基督，或耶稣的爱。祈

求他们愿意聆听主的话，并且你会成为在神的计划中基督忠诚的使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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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的使徒，保罗所经历的苦难：6:1-13 

保罗在这一部分详细记录了他作为使徒所经历的苦难。他这么做不是

为了荣耀自己，相反，他想向哥林多人表明他动机的真实性（他们怀

疑他的动机）。之后，他就解释了为什么要提到这些苦难。 

 

“哥林多人哪，我们对你们，口是诚实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的狭窄不

是由于我们，而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

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6:11-13）。 

 

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相互间坦诚而又尊重的关系。我们能够从保罗给

其他教会的书信对比中看出，他和其他的基督徒之间都有比较健康的

关系（比如帖撒罗尼迦，腓利比和以弗所）。但是他和哥林多教会之

间一直不好相处。他们虽然跟随耶稣，但是不够谦卑，他们一直有着

骄傲的心，不断地论断保罗，让他承受了很多痛苦。 

 

——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6:14-7:1 

为什么保罗没有得到哥林多教会对他的爱呢？因为他们把心交给了

假教师，那些“超级使徒“欺骗并且奴役他们（参见 11:3,4: 13-15）。 

 

——他们的回应鼓励了保罗：7:2-16 

这一段信息是这篇很有难度的信件中不多的几处两点。提多从哥林多

回到以弗所，带来了好消息。说哥林多人对保罗就一些困境的教导给

予了积极回应。从文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直接顶撞保罗，但是他们用

“属灵的痛悔“来回应，他们感到懊悔，想要知道是否影响到了保罗。

他们盼望改正，告诉保罗他们爱他。因为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们准备

跟保罗和好，让保罗做他们的领袖。这些都因为他们现在真心的体会

到了“虔敬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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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7:10）。 

是的，忧愁也有不同，有简单的“懊悔”（早知道我就不那样做了）和

“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我感觉道我做的事情产生的后果，对别人的

影响，不讨神的喜悦）。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会自然地产生懊悔，更

新和成长。 

 

问题讨论 

 

1. 哥林多后书这一部分有很多有用的信息。请回顾前文中方框中的

内容，哪一部分与你现在的生活关系最大？ 

 

2. 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相处的并不顺利，从保罗处理困难关系的方式

中你可以学到些什么？哪一部分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3. 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出，保罗在地上的生命却活出了永恒的奖赏。 

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在当今，能够活出向他这样的生命很难？是

什么影响你活出哥林多后书 4:17-18 这样的人生呢？ 

 

“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

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

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注意 7:5-7.保罗非常沮丧；但是他也受到提多到来的鼓舞。当我们

疲惫不堪的时候，神借其他人给我们的灵魂带来鼓舞。在 OPC 教

会，我们管这样的鼓励者叫做“凌晨两点的朋友。“ 那么，当你沮丧

的时候，你需要鼓励，谁是你两点钟的朋友呢？当然，保罗会说提

多是他两点的朋友。而保罗也会是提多两点钟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