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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10 —— 哥林多后书 

敞开的心扉 

哥林多后书 8-13 

介绍 

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所怀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用较多的篇幅为他

的使徒之分进行辩护。而其中有两章与自我辩护没有关系，它们是关

于金钱奉献的。应该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这一部分。哥林多教会无疑

在怀疑保罗的动机和方法，尤其是他在所有的外邦人教会都发动了较

大规模的奉献活动，为的是支持处于困境中的耶路撒冷教会。也许在

奉献活动初期，哥林多人自由而又慷慨的进行募捐，不过他们可能对

最初的决定也有所动摇，因为他们开始怀疑保罗作为教会领袖的合法

性。哪怕就是在谈到奉献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也是在为他的角色和

行为辩护，与此同时，他在恳求他们慷慨倾囊，以帮助困苦的耶路撒

冷教会。总之，比起新约圣经中的其他记录，哥林多后书让我们更全

面，也更深刻的看到了这位由神所拣选的领袖的内心想法。保罗为了

维护自己的使徒身份，他必须要解释每个行为背后的用心和动机。这

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窥见作为一位虔敬的领袖，他的内心到底如何。 

 

哥林多后书与领袖原则 

在 1999 年 Shirley 深入的研读了哥林多后书。她从书中总结出了 40

条领袖的原则。以下就是一些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让你看到神

怎样使用你，呼召你。（如果你愿意，可以根据书中的内容学习这些

原则。） 

1. 领袖需要经历他们自己的难处，这样他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安慰，

对他人所经历的试炼感同身受，并能够给与真诚的安慰和期望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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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袖要“竭尽所能”，这样才能够完全相信神，因为神能够带领他们”

超越所能“（1:8-11）。 

3. 领袖必须在神和他的跟随者面前保持清醒，用全然的正直和真诚的

内心去领导众人（1:12）。 

4. 领袖必须对于圣灵的带领有敏锐的直觉，哪怕面对批评，他仍需要

去激励，引领并调整人们的做法（1:15-23; 2:12,13）。 

5. 领袖热爱他的人民，也不惧怕向人们表达他深切的情感（2:1-4）。 

6. 哪怕面对人的疑虑，领袖仍然继续前行，而不是为了讨人欢喜而

有意避开问题（2:4-6）。 

7. 领袖能够面对失败，也能够用慈悲，饶恕和重建的心去带领那些

需要成长的人（2:7-11）。 

8. 领袖是为独一真神而活，不是为了人的赞许或是个人得失而活

（2:14-17）。 

9. 领袖需要依靠神，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聪明，能力或者资源

（3:4-6）。 

10. 哪怕遭遇困境，领袖都不会灰心丧气（4:1,16）。 

11. 领袖为真理而行，在神面前和在人面前都纯洁无暇。他们在“神的

眼光下“领导人们并生活（4:2-6）。 

12. 领袖为人谦卑，知道自己不过是易碎的瓦器，神会用他的大能擦

亮这瓦器（4:7-12）。 

13. 领袖聚焦在未曾亲眼所见和永恒的奖赏之上，而不是他眼下生命

利益。他里面的心思每天都会更新（4:16-18）。他们靠所信而非

所见而活（5:7）。 

14. 领袖为神而活，他们知道最后他们的奖赏会根据他们在世上所成

就的而定（5:9,10）。 

15. 领袖对他人的爱是真诚的，因为耶稣爱他，爱众人（5:16,17）。 

16. 领袖相信只要有信心在“基督里“， 每个人都可以靠着基督的大能

有盼望（5:16,17）。 

17. 领袖是基督的大使，他们呼吁人们与神和好，因为耶稣担当了人类

的罪（5:18-21）。 

18. 领袖为让神通过他们做工，在所不惜自己所经历的苦难（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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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领袖向他的追随者敞开心扉（6:11-13）。 

20. 领袖需要其他坚强的人来鼓励他们（7:6,7）。 

21. 领袖爱他的追随者，鼓励和更新他们（7:13-16）。 

22. 领袖鼓励追随者彼此赞赏，关注追随者所成就的功绩（8:1-6）。 

23. 领袖不遗余力激励人们高举上帝，让神透过自己来成就神在这世

上的计划（8:7-15）。 

24. 领袖选择同工和他一起更好地为神做工（8:16-18）。 

25. 领袖对人们拥有的资源开诚布公（8:20,21）。 

26. 领袖用神灵性的武器来为神征战（10:3-6）。 

27. 领袖不将自己和其他领袖比较（10:12）。 

28. 领袖只为神所成就的事工而夸耀（10:13-18）。 

29. 领袖为保卫耶稣的真理而战斗（11:1-5）。 

30. 倘若需要，领袖情愿为实现神所安排的使命而经历困难（11:21-

29）。 

31. 领袖将会为了他的跟随者愿意倾倒自己（12:15）。 

32. 领袖从不会放弃他的人民，相反，他会唤醒人们里面神所赐的潜力

(13：5-11)。 

 

II．敦促慷慨奉献: 8-9 章 

比起圣经其他部分，从这两个章节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很多关于奉

献地内容。我们在下面列出了保罗教授地主要原则，以及扼要的解

释和说明。保罗开展的捐助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传道中的贫穷问

题。保罗敦促那些较为富裕的基督徒，请他们帮助那些在耶路撒冷

因受迫害而至穷的人。这不是一个捐款运动，相反，是一次人道主

义救助。 在此，保罗提倡经济救助，并给出训导，关于这些，保

罗也提出了一些原则。 

 

我们不是让你全部吸收这些领袖的原则。但希望你能将哥林多后书

看作是一本神教导领袖原则的教科书。也许你会浏览以上项目，并

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你的选择，更详尽地学习其中内容。 



2020 年 2 月 9 日                        1280 
 

1. 能够为神的工奉献是一种荣幸（8:1-4）。 

马其顿人恳求保罗让他们也能够有奉献的殊荣，哪怕他们自己也

在遭遇困苦，经济窘迫。保罗把他们的恳切作为范例，鼓励哥林多

人（之前他也在马其顿人那里将哥林多人慷慨奉献作为榜样！）牺

牲的奉献是这一章为神做工的主要内容。 

 

2. 成熟的信徒能够“在奉献上更胜一筹“（8:5-7）。 

我们在其他的恩典上（或是灵性上）诸如信心，口才和爱上能够显

出基督徒的成熟的话，我们也能够在奉献上表现出在主里面的成

熟。慷慨的奉献是基督徒灵命成熟的一个标志。 

 

3. 我们慷慨奉献的时候也更象基督（8:8,9）。 

以下的经文不仅仅是保罗所写的非常富有诗意的一段，更是包含

了奉献的精义：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

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8:9）。 

 

4. 奉献的热心需要被满足（8:10-12）。 

除非某人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否则就应该满足他所承

诺的奉献请求。保罗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奉献；他既保持热忱也很

实际。保罗希望人们量入为出，而不是超出所能地奉献。他既不愿

在收集奉献上出现贪求，也不希望辜负人们热心参与奉献的愿望。 

 

5. 奉献是要填补不足（8:13-15）。 

奉献应该要“平均“。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些有余的基督徒应该向那

些不足的奉献。奉献从来不是指让富者愈富；相反，它是要人们平

均。所以人们收集起不同的资源，然后救助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困苦

的，遭遇迫害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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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奉献的活动需要有“冠军“（8:16-24） 

提多和一位没有姓名的弟兄是冠军，他们还管理着这个活动。每个

奉献的活动都需要核心领导去阐述他们组织的目标，为了获得支

持，引领人们努力的方向并保护资金实现成功的目的。 

7. 经济的付出必须直截了当（8:20-21） 

神的子民在奉献方面不能犯错或出现可疑行为。慷慨的奉献应该

伴随着对财务的小心看管。否则，人们就会失望，并且以后不再慷

慨奉献了。 

8. 主要的募捐集会应该有慷慨的主要的奉献人（9:1-5） 

哥林多人提出要慷慨募捐，保罗把他们作为榜样劝导其他地区的

教徒也要慷慨奉献。现在他写信希望他们能够信守承诺，这样他曾

经以他们为荣的夸口就不会成为空头支票了。每个募捐都应该有

带头捐助的人，因着他们的慷慨，每个人都受到鼓舞而愿意捐助。 

9.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慷慨撒种（9:6）。 

在奉献时，“种瓜得瓜，种豆得得豆“这句谚语也同样适用。如果我

们慷慨播种，我们的收获也会很丰富（神按照他的心意赏赐；参考

以下 11 条）。如果我们只是零星的播种，也只会有零星的收获。 

10. 上帝爱甘心捐助的人（9:7）。 

奉献应该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如果我们甘心奉献，上帝会很高

兴。如果是出于强迫(我不得不捐)，这样不能荣耀上帝。 

11. 上帝加倍回馈慷慨的奉献（9:8-11）. 

上帝回馈奉献，或者在金钱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他会让我们的

义有收获。无论怎样，神会纪念我们的付出。 

12. 奉献也是一种见证（9:12-14）。 

基督徒通过我们的慷慨奉献受到鼓励并感激神的恩赐。非基督徒

也会从我们的所性看到我们对耶稣的信心。 

13. 上帝给了我们了不起的恩赐 (9:15)。 

我们从不可能奉献的比神赐给我们的更多！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

给了我们。我们的奉献根本比不上神为了我们所付出的。“不可言

状”一词指的是“无法言说”，或者“没有合适的语言可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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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保罗的使徒权柄：10-13 章 

哥林多后书的后面部分又回到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进行辩护上。

他提到自己的情况，要不是他被迫为自己申辩，我们都无从知道他

所经历的。 

——事件的中心：10:1-18 人们通过外在来判断他 (10:7), 比如他

的写作风格，外貌特征，说话的方式等(10:10-11)。人们把他看作

卑下，无法和他们眼中的大人物相比。对于人们对他的看法，保罗

有两个回应。 

1. 他的力量在于精神上，而非肉体上，外在的或是属血气的。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因为我们争战的兵

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凭着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我

们攻破各样的计谋，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高垒，又夺回人心来顺

服基督”（10:3-5）。 

2. 当我们和他人进行对比时，我们就会被误导。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某些自我推荐的人并列相比；他们用自己

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是不明智的”（10:12）。 

在这里有很多出提到奉献。读了上文的 13 个方面，对你来说哪

个方面最重要？对于自己在神的侍奉上的表现，你是如何受到这

两个章节影响的。对保罗而言，神的慷慨是我们慷慨奉献的主要

动力（参见 8:9 和 9:15）。那么神的赏赐（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神

给我们救赎）如何影响到你的奉献呢？ 

当今，我们身处一个看重外表的时代。那些外在的东西（外貌，资

源，身份，个性，所受教育）往往会得到赞赏和肯定。但是人看重

外在，“神却看重人的内心” （撒母耳记上 16:7）。周遭的世界看重

外在，你对这一点怎么看？为了将眼光从外在转移到内心，你要怎

样改变自己的生活重心？怎样让你一天新似一天，有什么灵性上的

原则么（哥林多后书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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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先知;11:1-15 保罗非常震惊，因为哥林多人陷入到假“基督

的仆人”的假的说辞当中。这里很像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在那里

也对人们接受“不同福音”感到深深难过。、 

 

1. 对于哥林多人那么容易就被假的福音所蛊惑，保罗非常吃惊。 

“我只怕你们的心偏邪了，失去那向基督所献诚恳贞洁的心，就像

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

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圣灵；或者接

纳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接纳过的；你们居然容忍了”（11：3-

4）！ 

哥林多人接受假的训导，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个传道者，所以

他们就盲目的接受假的讯息。他们不再“单单放眼在基督身上”了。 

这些假教师经常会介绍复杂的规则系统，宗教律法等，让人们追

随。 

 

2. 这些所谓的“使徒”往往是伪装成仆人的撒旦。 

“那样的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公义的差役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们的结局必然跟他们的行为相符”（11:13-

15）。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非常深，不仅仅在于他们

将保罗和其他合法的使徒进行比较（比如彼得，阿波罗，雅各等）。

他们还将他与一些假的使徒相比，这些加试图是伪装成“光之天使”

的撒旦的仆人。 

 

——保罗遭遇患难:11:16-23 保罗回顾了他为传讲基督所遭遇的

苦难，这些都是为了证明他是合法的使徒。他承认自己在这里“夸

口”（11:16-18）；但是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教会的信徒，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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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该对他有信心，相信保罗是神所预备的领袖。其他被哥林多

人用来和保罗对比的领袖善于自我推销。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

作为基督的使徒，他所作的这些可爱、可敬的事情，都是为了赢回

他们的尊重和团结。 

——保罗在身体上的那根刺:12:1-10 保罗曾经看到了天国非凡的

场景，但是神也让他经历身上的那根刺（肉体上的病痛），这样他

就不会为自己曾经的神国的经历而夸口了。保罗向神求了三次，求

神能够挪去他身上的刺，但是神告诉他，他的大能正是在保罗的软

弱上体现出来的。这样，保罗决定顺服神的大能，接受病痛带给他

的软弱。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

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12:9-10）。 

 

——为最后的拜访做准备：12:11-21 保罗将要第三次访问哥林多。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保罗在这里为自己一直辩护自己的

试图身份而表达歉意（这些也许听上去是在自夸）；但是他解释到

这些“自夸”是为了让哥林多人相信他拥有神所赐的作为领袖的主

权。 

“你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吗？其实，我们本是

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说话。亲爱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

（12:19）。 

——最后的训导：13:1-10 保罗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话，他的口气非

常坚定。他会再来，而且将是决定性的。  

你是否有“身上的一根刺”呢？为了它你是否经常求告主，但是主

却迟迟没有挪去它？继续向神求告，同时也祈求神，让你能够理

解他通过这根刺想让你知道什么。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上，而

不是我们刚强上才显的完全。求问主，将你能够承受这样的软弱，

并且让他将他的能力显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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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要实验他们对基督信心的真诚，他们是否真的顺服自己，承认

他是神所派的使徒，让他来建立教会。 

“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是否在信仰中生活；你们要考验自己。除非你

们经不起考验，你们自己岂不应该知道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13：5-6）。 

 

为什么保罗的口气如此坚定？因为他们就可以在保罗来之前真的

有所改变，让保罗最后一次的到来是充满喜乐，而非痛苦。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使我见你

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

就人，而不是为摧毁人”（13:10）。 

 

 

问题讨论 

1. 根据上文提到的领袖的原则，选择一个或两个来讨论为什么你

关注这一条？ 

2. 参看第 8，9 章。根据这些原则，你如何理解为了神的事工进

行奉献呢？ 

3. 哥林多人在乎外在的表现和个性鲜明的人。根据当今社会，你

如何看待这样的趋势？ 

4. 我们怎样做才能够更关注我们里面的光景？ 

5. 你能否想到一个“灵性教师”的例子，这个人表面上很好，但是

仔细查看，其实是他在欺骗呢？ 

 

“你们要自省，自查“——你是怎么做的？印着对耶稣基督真

正的信心和相信，我们要看自己的内心。我们如果在基督里

是“新造的人”那么我们里面接了那些“果子”（哥林多后书

5:17）？我是否对自己对待神和他人的态度，言语和行为更

加敏感？我是否能够谦卑，有“神所赐的恳切地愿意悔改的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