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讀經計劃》
第二十六週， 8/22-8/27
經文：哥林多後書第二章到七章
哥林多後書
週一。第 2 章。去憂愁傳香氣
這章闡明保羅來到哥林多的內在原因，並道出他因疼愛哥
林多教會，為眾人好處如此行的苦心。第二章的背景請參
閱卷首有關痛苦之旅的憂愁之信。
1:23-2:4 分題: 化愁為樂。
Q1: v.1-4 中的“憂愁”與“快樂”兩詞接連出現，使保
羅憂愁的是什麼？使他快樂的又是什麼？
Q2: 保羅的喜與愁與哥林多信徒有何關連？他是轄制還是
寛容？試從中體驗保羅的牧者心？提示: 保羅上次訪問
哥林多時彼此的關係緊張，此次再訪哥林多時，可能會
引起哥林多教會的大憂愁。所以他改變初衷，決意先寫
一封信(“憂愁/嚴勵”的信， v.4)，希望再訪時大家
轉愁為樂。
2:5-11 分題: 赦免之道。
Q3: 保羅勸哥林多人如何對待犯錯叫人憂心的人？赦免前
後要有什麼對應？
Q4: 赦免之心從何而來？在神和撒但面前有什麼重要性？
對於教會有什麼好處？你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嗎？
Q5: 教會施行管教對於受管教者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提示:
叫人憂愁者是指犯錯者；保羅似乎故意不在信中提名；
因為管教的最終目的不是定罪而是更正扶立；使犯錯者
改弦易轍，責罰後就要用堅定的愛心接納，神在基督裡
赦免我們，我們也要赦免他人(太 18:21-35, 5:12, 14,
15)，好叫撒但難以控訴，並且能保持教會合一。
2:12-13 分題: 再解釋行程改變的原由。
Q6: 保羅作任何計劃和去留的決定，是以何為依歸？你的
人生決定是自己作主或是先求問神？

2:14-17 分題: 基督馨香之氣。

29-30, 33-34)

Q7: 基督馨香之氣是指什麼？誰帶著這樣的香氣？

Q7: 為什麼摩西下山後要以帕子蒙面？

Q8: 對誰是死的香氣？對誰是活的香氣？為什麼？提示:
基督犧牲獻上馨香之祭，顯揚基督的人帶著這樣的香氣，
對信從者是成為活的香氣，對不信者是死的香氣，使人
被定罪滅亡。默想: 我們是帶著香氣的人或是叫人憂愁
的人？

Q8: 為什麼保羅說如今以色列讀舊約，帕子還沒有揭去？
他們錯在那裡？提示: 摩西以帕子蒙面為要留住會褪去
的榮光，但藉基督帶來的榮光既是永久的，就不用帕子
來保留了；可惜以色列人心地剛硬，死守舊約，不願接
受基督， 所以他們如今還是蒙著面，想保留那留不住
的。唯有歸向主的人，不再受律法綑綁，靈裡才得自由，
才可以活出基督的樣式。

週二。第 3 章。稱義的榮光
保羅自辯的背境: 當時有割禮派人士攻擊他所傳的信息，
作使徒的權柄，動搖信徒對他的信任。2:7-7:4 保羅用頗
多篇幅討論使徒執事與性質。

週三。第 4 章。受敵不被困, 作難不失望

Q1. 哥林多教會怎樣成為保羅的薦信？如何寫成？給誰讀？

這章繼續用福音榮光的主題，解釋使徒在四面受敵中如何
看他榮耀的職事；其中有好些似是而非的雋語(paradox,
如 v.7-12)，使人在沮喪中得鼓舞，常被引用。

Q2. 你每天接觸的人是否可以作你的薦信？

4:1-6 分題: 表明真理，傳基督榮光。

3:4-6 分題: 憑精義作新約的執事。

Q1: 神榮耀的光如何顯出？使徒傳的是什麼真理？

Q3: 保羅的稱職能力從何而來？

4: 7-15 分題: 死裡復生的祕訣。

Q4: 比較新約與舊約，v.6“字句”叫人死，“精義”叫
人活，分別指什麼？(參羅 7:6, 9-11; 8:3; 加 3:10)

Q2: 瓦器中的寶貝指什麼？二者如何對比？ (v.7)

3:1-3 分題: 活的薦信。

Q5: 教條主義有什麼弊病？聖經的精義有沒有叫你活？提
示: 寫在石版上的舊約字句叫人知罪，把人圈在罪裡，
罪的結局是死；唯有寫在心版上的新約精義(或作聖靈)
藉基督贖罪，聖靈內住，給人生命平安。無人能靠行律
法得救， 唯有恩典使我們被稱為義。
3: 7-11 分題: 新約的職事榮光長存。(複習出 34:1-2,
29-30, 33-34)
Q6: 保羅如何以摩西面上榮光的褪去來比較舊約的職事是
暫時的，新約的職事是長存的？提示: 摩西上山領受定
罪的律法，尚因與神說話面沾上榮光；這榮光只是暫時
的， 會褪去；我們如今在新約底下，敞著面看見神的
榮光，這榮光是長存的。所以新約的職事越舊約的職事。
3: 12-18 分題: 在基督裡帕子己廢去。(複習出 34:1-2,

Q3: 你如何應付生命中的困境？v.8-9 能給你鼓舞嗎？保
羅的祕訣是什麼？
Q4: 你如何理解“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v.10-12)為什麼死在使徒身上發動，
生就可以在信徒身上發動？(v.12)提示: 保羅深深體會
福音真理: 神的榮光在基督裡賜人生命；他自認作基督
僕人不過是瓦器，所盛載的卻是寶貝的福音；故他冒死
傳這福音，他的擺上使別人聽到福音得生命；他認同基
督的受苦與死，感受基督復活大能，故能在“四面受
敵”，“心裡作難”，“逼廹”，“打倒”四種厄運中
視死如歸。
4:16-18 分題: 至暫至輕的苦楚成就極重無比的永遠榮耀。
Q5: 極重無比的永遠榮耀是什麼？
Q6: v.17 透露保羅的人生觀，他如何看今世的苦楚，如
何對比將來的榮耀？你認同嗎？提示: 榮耀的原文有重

量的含義。

如今與神和好，也勸人與神和好。

週四。第 5 章。坦然無懼接受和好職事

週五。第 6 章。不負所託

這章繼續生死榮辱的主題，道出保羅怎樣從困苦回轉過來，
積極面對主所託付的福音職事，勸人與神和好。
5:1-10 分題: 憑信坦然候主台前。

神既託付我們作福音使者，我們就當克苦自律，分別為聖，
才能稱職。這章充滿似是而非的修辭(rhetoric)，是林後
的寫作特色。

Q1: 保羅怎樣用比喻來對比今生與來世？ (v.1-4)

6:3-13 分題: 克苦自律。

Q2: 神如何幚助我們為永生作預備。 (v.5)

Q1: v.4-6 上記載了 14 種克苦節制的功夫，有那些是環
境做成的，有那些是別人加添的，有那些是靈命的造就？
Q2: 根據 v.6 下-7 節，分享福音必具那五種屬靈條件？
Q3: 8-10 節有什麼文字上的特色？這七個對比是要表
達作福音使者的什麼特性？提示: 保羅在這段中寫他作
使徒的甘苦，充滿矛盾性，正如新約學者 F.F.Bruce 所
說，是神和人眼中使徒生涯的寫照。

Q3: 比較第 6-8 節，有何重覆或對比的詞句？從“曉得”
到“願意”(從頭到心)需要學什麼功課？ (v.7,9)
Q4: 默想保羅視死如歸的袐訣，你對生死的態度如何？提
示: 保羅用可拆毀的帳棚對比天上永存的房屋，以喻今
生必死，來生永存；聖靈是承受永生的慿據，今生是神
培植我們的機會，故此我們坦然無懼，不慿眼見，慿信
心活， 立志討神喜悅，今生的工作將來必要在主台前
交帳。

Q4: 保羅把心底話坦露之後，希望哥林多人如何回應
（v.11-13) ？

5:11-15 分題: 主愛的激勵為主而活

6: 14-7:1 分題: 分別為聖。

Q5: 比較第 11 與 14-15 節，保羅活在主前的原動力是什
麼？是畏懼審判、還是受主愛激勵？提示: 保羅對未來
的盼望是他對自己職事的告白，可以敵擋反對派的攻擊
(v.11-12)，更重要的是他熱心事奉，不是出於懼怕而
是受主愛的激勵。

Q5: 從 14-16 上有五個對比的修辭問句，請找出來。答案
在那裡？

5:16-6:2 分題: 作主使者, 勸人和好。

Q8: 你如何具體地履行分別為聖，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
的教訓？底線是什麼？神是否要求我們不食人間煙火？
提示: 這段的大前題在 14 節“你們與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負一軛”，也是往下一連串修辭問句的答案，保
羅綜合引用一連串舊約經文如利 26:11,12; 賽 52:1 等
等說明選民是被召，被揀選出來作神兒女的，要保持聖
潔，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不參予與信仰抵觸的事，今日
信徒更要積極進入社會作光作鹽，正如基督所說的入世
而非出世(約 17:14-19)。這話題可能也是促使保羅與
哥林多教會不和的因素。

Q6: 比較第 12 與 16 節，在“外貌”與“內心”之間，保
羅如何對比那些反對份子？
Q7: 從神與人關係和人與人關係中你如何理解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v.17-19)
Q8: 試從 v.21 解釋什麼叫“稱義”？
Q9: 在保羅眼中傳福音是怎麼回事？你對傳福音有沒有廹
切感？(5:20; 6:1-2) 提示: 猶太人/外邦人的分別是
從外貌看人，基督來了只有信與不信之別，在基督裡我
們因基督的義被稱為義，成爲新造的人，從前與神為敵，

Q6: “我們是永生神的殿”的實存意義是什麼？(v.16)
神對兒女的要求是什麼？(v.17)
Q7：作為神的殿，神要求我們如們與世俗分別？（7：1）

週六。第 7 章。題目: 憂愁生懊悔以致得救

這一章結束保羅作為使徒的告白，從 7:5 保羅回到 2:13
原來的話題，討論他去哥林多的行程(2:14-7:5 通常被稱
為離題或加插片段 Digression )，他表白對哥林多人的
情意，希望修好雙方的關係，“安息”和“憂愁”的字眼
頻頻出現，顯示出牧者對羊群的關愛。
7:2-4 分題: 愛中寬大接納。
Q1. 比較 6:11-13 與 7:2-4 有什麼相似的內容? 提示: 對
稱架構，前後內容相似，呼籲信徒在愛中彼此接納，突
現中間分別為聖的主題(6:14-7:1)。
Q2. 彼此接納在教會生活中有什麼重要性？你能接納與你
不同的人嗎？
7:5-7, 13-16 分題: 提多帶來的安慰。
Q3. 提多是誰？(多 1:4,5, 加 2:3)他在保羅與哥林多人
之間的角色是什麼？(林後 2:13, 7:5-7, 13- 16)保羅
如何在提多面前誇哥林多人？(7:14-16) 提示: 提多是
保羅同工，雙親均是外邦人(加 2:3)，曽與保羅同往耶
路撒冷， 成為初期教會割禮派與自由派之爭的一個代
表性人物，是保羅的帶信人，與哥林多人關係緊張時被
派去修補裂痕， 其後他曾服事革哩底教會(多 1:5)，
撻馬太教會(提後 4:10)。
7:8-12 分題: 按神意憂愁所生的果效。
Q4. “先前的信”對哥林多人産生什麼功效？(9-12)
Q5. 保羅對“先前的信”有什麼前後不同的感想？為什麼？
(8-13)
Q6. 哥林多人為什麼事情悔改？“依神意思憂愁”是什麼
意思？
Q7. 你有沒有受神管教而傷痛悔改以致得釋放的經歷？提
示: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的關係，對他在外邦人中間工作
的成敗，有關鍵性的意義，“先前的信”指一封鼓勵責
備的信(現己遺失)。受神管教當時痛苦，其後卻産生聖
潔的果效(來 12)，（ 林後 7:8-10 新譯本語文上更清
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