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讀經計劃》
第二十七週， 8/29-9/3
經文：哥林多後書第八章到十三章
哥林多後書
週一。第 8 章。慷概樂捐
第 8，9 章討論捐獻問題，是書信的另一宗旨；從 5257AD 年間，保羅竭力募欵供應較窮困的耶路撒冷母會，
外邦教會樂意的捐欵，顯示他們對母會的愛心，飲水思源
和合一，所以保羅很看重這事工。
8:1-5 分題: 馬其頓教會的榜樣。
Q1. 馬其頓教會是否有餘財捐助？你捐獻的原則是什麼？
Q2. 他們在金錢的捐獻之外還獻上什麼？人的錢財與心有
什麼關係？提示: 馬其頓是希臘半島北面的省份，省內
的教會包括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和庇利亞等。

週二。第 3 章。預備妥當, 雙重果效
繼第八章再論資助弟兄；從施與受雙方看捐助帶來的各種
好處。
9:1-5 分題: 預備好，免羞愧。
Q1. 保羅如何誇奬哥林多人，鼔勵馬其頓人(v. 1-3) ？
Q2. 保羅差使者先去的原因是什麼？ (v.5)
9:6-11 分題: 多施捨, 結果子。
Q3. 多種的多收，樂善好施能收什麼果效？“各樣的恩惠”
是指具體的財物還是屬靈果子(v.8) ？仁義的果子是指
什麼？(詩 112)
Q4. 你同意“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的道理嗎？(參
路 6:38)
Q5. 比較王上 17:8-16 以利亞與窮寡婦的故事: 分享出去
的麵和油不減不缺，是否與保羅所言『異曲同工』？

8:6-12 分題: 富足者當格外慷概嗎？

9: 12-15 分題: 得憑據，同蒙福。

Q3.新譯本把 8:2 譯作“満溢的喜樂，豐厚的慷概”充份
表達 v.7,8“多得者要多付出”的道理；你從神多有領
受，是否也應多付出？

Q6. 哥林多教會的供應將會給耶路撒冷教會帶來什麼感受？

Q4.試從基督的獻上去，理解捐獻與愛心的關連。

Q8. 用得合宜的錢財可以收屬靈的果效，施與受兩者都一
同蒙福。你如何看待這雙蠃的投資？ 提示: 資助弟兄
可得雙重的果效--物質補缺，屬靈增長，雙重的福氣-施與受兩者都得福；並能加強教會合一，榮耀歸神。

Q5.v.12 說慷概奉獻的底線是什麼？
8:13-15 分題: 均平的原則。
Q6.教會可以怎樣藉捐獻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8:16-24 分題: 打發幾位弟兄收捐獻。
Q7.保羅差派那幾位弟兄(8:16,18,22)去收捐獻？他如何
推薦他們？ 提示: 除了提多之外，另兩位弟兄沒有提
名字，保羅特別誇獎他們的熱心、好名聲、有榮耀神、
有愛人、服事人的心。
Q8. 保羅在處理教會銀錢上如何小心，叫人無懈可擊？有
何原則可循？(8:19-21,23) 提示: 在神、在人面前光
明磊落，多人同工彼此見證，以愛心為原動力，以榮耀
神為宗旨。

Q7. 耶路撒冷教會與哥林多教會有什麼關係？v.13 所說
的“憑據”是指什麼？

週三。第 10 章。為使徒權柄辯護
在十章到十三章裡，保羅的語氣明顯地有所改變，一至九
章向全教會說話，十章到十三章針對反對派的指控(10:2)，
言詞嚴勵，目的是要教會提高警覺，不受惡勢力的影響。
10:1-11 分題: 當前問題的對策: 勇敢責罰，不慿血氣爭
戰。
Q1: 在 v.1 保羅提到他對哥林多教會用那三種不同態度？
為的是什麼？(10:2 下) 提示: 他從前到訪是謙卑的，
後來因為他們的過錯，他“勇敢”寫了憂愁的信去責備
(7:9ff)，現今他們已悔改可言和(五至七章)，希望再

去時用不著再“勇敢”怒責他們。
Q2.“在血氣中”行事與“憑血氣”行事有何區別？什麼
是屬靈爭戰？要用什麼兵器(參弗 6:10-20) ？ 提示:
保羅承認在肉體之內難免有血氣(如怒氣)，但攔阻福音
的惡勢力來自撒但，是屬靈爭戰，不能靠血氣得勝，必
須憑藉從神來的能力，靠神得勝。(v.4,5)
Q3. 從第 6 節中可見到保羅對付哥林多教會的問題用什麼
策畧？(v.6) 保羅採用什麼權柄執行這策畧？提示: 策
畧: 先預備信徒有順服的心，再責罰不順服的反抗份子；
執行這策畧需用主所賜的使徒權柄。
Q4. 反對派如何質疑保羅的使徒權柄？提示: 保羅辯護他
作使徒是主賜的權柄。他是被召作福音的傳人(林前
15:1-11)，造就教會(林後 10:8)；反對派不承認他是
使徒，他們是憑外表看人。
10:12-18 分題: 只在神量的界限裡，指著主誇口。
Q5. 字裡行間顯示反對派在那兩方面攻擊保羅？提示: (1)
保羅的使徒權柄(v. 12, 18)是否來自神？ (2) 保羅是
否越過界限傳福音？
Q6. 保羅如何回應？提示: 保羅是蒙神差派往外邦人中傳
福音(徒 9:15, 加 2:9)，他到哥林多並非越界，並且他
是先到那裡傳福音建立教會，雖然傳福音的地域只是使
徒之間的協議，並非規定，哥林多人若能接受保羅，他
更可以開展工場向以外地區(羅馬, 西班牙)傳福音
(v.15, 16)， 而對方所關切的不是哥林多人的靈魂，
只是想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和領域(v. 12,15)。
Q7.“誇口”一詞頻頻出現，保羅是否為自己成就誇口？
提示: 保羅不願意以福音工作的成功誇口，他的辯護只
是出於不得已，他認為誇口當指著主(誇主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悅納和稱許來自神(v. 12, 13, 15, 17)。
Q8. 請自我省察傳福音和事奉的動機; 有沒有“屬靈的驕
傲”，是否以聖靈的果效自誇？提示: 真正屬靈的人，
不會驕傲！
週四。第 11 章。挑戰假師傅

保羅當前的要務是從撒但或假師傅手中奪回哥林多人的心，
“愚妄”一詞在 11-12 章不斷出現，以反嘲的語氣問對方，
言詞廹切。
11: 2-4 分題: 為假師傅的誤導而起義憤(Godly
Jealousy)。
Q1: 為何保羅與神一樣對哥林多人起一種“憤恨”
(Jealousy) ？這“義憤”是什麼？(v. 2-4) 提示:
“義憤”是因為他們對神，對所信的真道不忠貞。
Q2: 假師傅如何誤導信徒？我們如何警惕防備，被誤導可
能引起的後果？
11: 1, 5-6 分題: 不下於大使徒。
Q3. v.1 的“愚妄”接續在 v.5, 6 節解釋。試從上下文
中找出保羅為何如此辯護？他如何與大使徒比較？大使
徒指誰？ 提示: 割禮派的反對份子攻擊保羅的使徒權
柄，控訴他不能與耶路撒冷的使徒(加 2:9: 雅各、彼
得、約翰)相比，保羅的答辨參林前 2:1-5。
11: 7-12 分題: 答辯不收工價的原因。

Q1: 保羅為什麼像愚妄人說這番狂話？他希望藉著這番話
起什麼作用？(v.16, 19)
Q2. 保羅用什麼與割禮派相比？(v.20-13) 提示: 保羅在
第 17 節中說他不是奉主命說這些話，乃因哥林多人看
重人的傳統地位，他不得不降低成愚妄人來誇口: (1)
他有猶太傳統: 希伯來民族，以色列選民，亞伯拉罕應
許的繼承人(v.22)。(2) 他有基督僕人的地位。(v. 23)
保羅在此並非鼓勵屬靈驕傲；他的大前題是：自誇是狅
妄的。
11:23 下-33 分題: 以作主僕受苦為榮。
Q3. 保羅事主很多內憂外患，試分類數點。 (v. 23 下25, 26-27, 28-29) 你是否有類似的憂患？
Q4. 30-33 節保羅轉而誇自己的軟弱，讀徒 9:23-31，顯
然這事件對保羅印象深刻，他在此時提起這事的重點是
什麼？提示: 保羅在大馬色，從逼迫基督徒的猶太人變
成被猶太人逼迫的基督徒；保羅誇的是自己的軟弱
(v.30)，從他的軟弱中顯出神的大能。

Q4. 假師傅的另一控訴是保羅不像其他使徒接受教會經濟
支助；保羅如何解釋？你同意保羅的做法嗎？(參林前
9:3-18) 提示: 3 個原因: (1) 使人白白得福音。(2)
馬其頓教會已有供應，保羅不讓工價成為攻擊把柄。(3)
沒接受供應不等於不愛他們。

12:1-3 分題: 得啟示的使徒憑據。

11:13-15 分題: 揭開偽裝假面具。

Q7. 保羅既不公開異象細節，為什麼他要提到這件事？
(v. 5-6)

Q5. 保羅如何揭發假信徒的偽裝？
Q6. 試比較保羅看假使徒(v. 13-15)和他看大使徒(v.
5,6)有何分別？我們要如何分別真假師傅？ 提示: 保
羅看假使徒是撒但的使者，裝作光明的天使，看大使徒
只是認同。
週五。第 12 章。愚妄與自誇
保羅一向以謙卑僕人身份面對哥林多人，不被賞識，他只
好充作愚妄，為主得人(參腓 3:2-8)。
11:16-23 上 分題: 像愚妄人說狂話。

Q5: 第 5 節所說的人指誰？被提見異象發生在保羅生平什
麼時段？在異像中他有什麼經歷？
Q6. 神賜他異象的目的是什麼？ v.7 的一根刺指什麼？
與他領受的異像有何關係？

Q8. 保羅三次求神挪開這刺，神如何回答？(v. 9-10) 你
有同樣經歷嗎？提示: 保羅得異像大概發生在他信主後
14 年的沉黙時期。(加 1:21; 2:1) 在異像中他在體內
或體外被提到樂園，聽見隱祕言語，內容被禁止不能公
開，神卻容許他得一根刺(身體的某種軟弱)，提醒他主
恩在軟弱上顯大，他提到這件事，要說明他與其他使徒
看齊，有使徒權柄的憑據(v. 11-12)，只是不願自視過
高。(v. 5-6)

週六。第 13 章。一切為了造就信徒
信末保羅為第三次造訪舖路,申明信中的訓誨都是為了造
就哥林多信徒。(12:19, 13:10) 希望他們在造訪之前自
省，悔改而作完全人。在 56-57AD 保羅第三次到哥林多
(徒 19:1, 8)，在那裡平靜地寫了羅馬書，看來哥林多教
會的問題最後得到解決。
12:14-18 分題: 不在財物上連累你們。
Q1. 保羅和他的同工在財物上如何保持清白？ (v.14,1718) 敵對者如何在這方面攻擊他？(v.16)
Q2. 保羅如何以父母的心志關愛他們？他所注重的既不是
財物而是什麼？(v. 15)
12:19-21 分題: 為你們屬靈狀況擔心。
Q3. 請數點保羅在第三次造訪之前，對哥林多教會有那幾
種擔憂？
13: 1-4 分題: 為執行紀律作警告。
Q4. 教會中執行紀律要有什麼慿據？(林後 13:1, 太
18:15-20, 林前 5:3-5) 你認為教會在什麼情況下要執
行紀律？
Q5. 對行為不撿者保羅的警告是什麼？
Q6. 留意 v. 3-4“軟弱”與“大能”指的是什麼？二者
有何關連？如何在基督，在保羅，在信徒身上彰顯？
提示: “軟弱”指基督上十架的柔和謙卑，“大能”指
勝過死亡權勢的復活大能；基督如是、保羅如是；過去
兩次謙卑探訪，第三次將顯權柄，執行教會紀律；信徒
也如是如此，謙卑悔改而得活。
13:5-13 分題: 勸自省，最後勸勉。
Q7. 從“(負面)不是可棄絕的”到“(正面)蒙悅納”的地
位，哥林多人要留意做什麼不做什麼？(v. 5-10)
Q8. 保羅執行使徒權柄的目的是什麼？他對哥林多教會最
後的勸勉包括那五個“要” ？ (v. 11-12)
保羅期望哥林多人作“完全人”，你對自己的屬靈狀況有
什麼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