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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1.1-11 

 
0. 哥林多後書—背景資料 

1. 引言（1.1-11） 

1.1. 問安（1.1-2） 

1.2. 稱頌（1.3-7） 

1.3. 亞西亞的脫險（1.8-11）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引言（1.1-11） 

a. 保羅在以弗所寫了哥林多前書之後，曾經派提摩太到哥林多教會去，希望能夠解決教會的紛爭。提摩太的任務似乎沒有達

成，保羅親自跑一趟，也沒多大效果。 

b. 保羅心裡很難過，他寫了一封較嚴厲的信（2.3-4,9; 7.8,12）託提多帶去，接著他就離開以弗所，往特羅亞去。 

c. 這封「嚴厲的信」發出之後，保羅十分擔心，不知道哥林多教會反應如何。他在特羅亞等提多，提多沒有出現，保羅心裡不

安，就往馬其頓去（2.12-13; 徒 20.1）。 

d. 這時，保羅遇到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7.5）。幸好，提多及時出現，帶來哥林多教會的消息，為保羅心裡帶來安

慰，就再寫哥林多後 書，交由提多帶給教會（8.1-6,16-24）。 

 
1.1 問安（1.1-2） 

a. v.1「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提摩太弟兄，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和全亞該亞所有的聖徒。」（新譯

本） 

i. 「奉神旨意」，表示保羅不是自己要當使徒，而是神的揀選。 

ii. 「使徒」（ajpovstoloß）= 被差遣的。這是他唯一的身份和自我認識（腓 3:7-9），其他的身份角色也原於此。 

iii. 「提摩太」與哥林多教會的關係：徒 18.5 提摩太有到過哥林多；林前 4.17;16.10; 林後 1.19 也多提到提摩太的名字。

猜測提摩太在哥林多也受過羞辱地對待，假如這是事實，那麼保羅將提摩太一起列名，為哥林多教會禱告，或許有提升

地位的用意。或是「兩三人的見證」的用意（申 19.15）。 

iv. 「耶穌基督」還是「基督耶穌」？從保羅的用法，我們或者可以歸納說： 

1. 在世的工作—「耶穌基督」 

2. 得勝的主—「基督耶穌」 

v. 「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1. 神的教會 

2. 「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 「上帝的教會—在哥林多」(the church of God which is at Corinth) 。  是「上帝的教

會—在哥林多」，而不是「哥林多的教會」 

3. 不是保羅描寫收信人時的慣常方式（帖前 1:1） 

4. 「教會」（ejkklhsiva/）一詞並沒有特別神聖的地方，但 ejkklhsiva/ tou' qeou' （上帝的教會）就表明兩件事： 

a. 教會為上帝所擁有 

b. 教會為上帝而存在 

vi. 「亞該亞」原指哥林多附近地區，但從主前 27 年開始，它也是希臘省名，包括了雅典。如此，「亞該亞」省應在馬其

頓省以南，包括哥林多地峽、雅典和堅革哩等地。 

vii. 「全亞該亞」表示亞該亞全境，不只限於哥林多附近。 

viii. 羅馬帝國將希臘半島分成兩個行省：亞該亞省與馬其頓省。但根據林前 16.15 有提到「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出結的果

子」，此經文的亞該亞應該是指「哥林多地區」。在觀察哥林後書的內容，似乎不是一封公開信，更可以指向針對哥林

多教會，當然我們不用排除哥林多教會之外的人也會讀此封信。 

ix. 「聖徒」（aJgivoiß） 

1. 聖徒 ≠ 頭上有光環的聖人，更不是苦修而達的境界！ 

2. 聖徒（aJgivoiß）� 教會（ejkklhsiva/）= ejk + kalevw （call out of） 

3. 我們不可能遠離弟兄姊妹而成聖（來 10:24-25） 

4.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靈命不成熟，問題眾多，但保羅仍以「聖徒」稱呼他們。正因在保羅眼中，他確信基督徒已經在

基督裡得了聖潔的地位，成了聖徒，這是何等的恩典呢！ 

5. 但同時，作為「聖徒」卻實在需要在哥林多這個地方活出—作為上帝約的子民—這與別不同生活。從罪分別出來，

並委身於主（6.14-7.1; 12.21; 13.7）。 

b. v.2「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 神和主耶穌基督臨到你們。」 

i. 「平安」「憐憫」都是舊約中重要觀念，保羅及新約書信的用語顯然受猶太背景影響。其基本和主要的意義是一種「健

全的狀態」 

1. 亦即全人在終極和末世性的意義上獲得拯救的狀態。 

2. 其次（次要的意義），平安指人因進入了健全的狀態而享受心中的平安。 

3. 不僅是中文的「太平」、「安全」、「無事發生」 

ii. 作為猶太人或會熟悉「憐憫和平安」（mercy and peace）的問候語，但說「恩惠與平安」（grace and peace），就

定必有些驚奇，特別是保羅將賜恩惠的神—以色列立約的神，和「耶穌」放在一起。換言之，保羅將猶太的一神主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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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義。這是從他對舊約、法利賽派的信仰的了解和他在大馬色的經歷而來的（參 LXX 詩 46(7).5／帖前 4.16；LXX

珥 2.32／羅 10.9,13；LXX 賽 45.22-23／腓 2.10-11）。 

iii. 「恩惠」也常譯成「恩典」，是保羅所傳的福音中重要觀念，用此作為問安語，實在具有特別的意義。 

c. 保羅的問安絕對不是公式化的。對一個經濟發達的大都會，個人的幸福被認定是自己決定的，你可以賺多少錢，就可以為自

己換來多少的滿足感，沒辦法的大多數人怎樣辦呢？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種不是心勞形拙才能擁有的幸福；同樣地，對一

個已為黨派之爭所分裂的教會，還有甚麼比平安祥和更寶貴呢？ 

 
1.2 稱頌（1.3-7） 

a. 首先，保羅承繼舊約的教訓，認識神的憐憫與安慰。其次，保羅認識到他的困境是「基督的苦楚」。第三、保羅指出信徒能

因「神」與「基督」的緣故超越苦難。第四、保羅指出他所受的苦難與哥林多信徒有密切的關係。從神學角度來看，保羅是

以與基督合一的真理看苦難的問題。 

b. v.3「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是應當稱頌的。他是滿有憐憫的父，賜各樣安慰的 神。」 

i. 「主」耶穌基督，表示保羅對耶穌基督神性的肯定。再次，我們看見保羅將耶穌放在對神稱呼的位置。但同一時間，我

們的主卻是作中保的角色，將人和上主的祝福連合。同樣，作為中保，祂亦擔當了啟示的工作，將父神用我們明白的方

法具體啟示出了。 

ii. 「滿有憐憫的父」：「憐憫」（或譯「慈悲」）是複數，表示憐憫的感情和作為。在舊約中「慈悲」常用在詩篇中，上

帝救人脫離患難的話（25.6; 40.11; 69.16）。在新約中，「慈悲」主要是在保羅書信中出現（羅 12.1; 腓 2.1; 西 3.12; 

來 10.28），有看到人的「患難」而「同情」、「憐憫」的意思。 

c. v.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i.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似乎是說明因見證和傳道的事工上，因外在的攻擊而至內心壓力。（參 11.23-12.10） 

ii. 要留意，「患難」不會自動帶來對別人的安慰。我們能安慰別人，卻是靠著我們在苦難中所經歷過主的安慰來與人分

享。而神所賜的安慰，往往就是透過激起別人憐憫之心而來的。 

iii. 「安慰」：此處的安慰有「大大加強」的意思，是增強他對人生種種苦難的洞察力。原文是現在分詞，表示這安慰是繼

續進行著。 

iv. 我們可以在此留意在基督裡的群體的圖畫：神透過提多來安慰保羅，而提多卻是由哥林多教會中得安慰（7.6-7）。這

使保羅可以透過這封信用神所給的安慰去安慰哥林多的信徒並「全亞該亞所有的聖徒」（1.1）。 

d. v.5「我們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著基督多得安慰。」 

i. 我們既「多」受基督所受的苦楚，此處「多」是指「溢流」出來。正如基督的苦楚「溢流」出來，及於我們，我們也就

靠基督「多」得安慰。「靠著基督多得安慰」直譯可為：「我們的安慰也照樣藉著基督溢流出來」。 

ii. 「基督所受的苦楚」：信徒的生命與基督聯合，基督在地上活的時候既經歷苦楚，信徒也不能倖免（參太 20.22-23; 可

10.38-39）。 

iii. v.5 前面有「因為」（o&ti），表示一切安慰來源，來自「基督的安慰」，「苦難」跟「安慰」都跟基督有關。 

e. v.6「如果我們遭遇患難，那是要使你們得著安慰，得著拯救；如果我們得到安慰，也是要使你們得到安慰。這安慰使你們

能夠忍受我們所受那樣的痛苦。」 

i. 「拯救」，有兩個含意，1）保守得平安，2）救恩。保羅常用是救恩的意義。 

ii. 「這安慰使你們能夠忍受我們所受那樣的痛苦」：「那樣的苦楚」應該翻譯成「同樣的苦楚」。 

iii. 「如果」（ei~te de）更貼切的翻譯應是「不論」。這說明「患難」或「安慰」的遭遇並不是假設性的（NIV＝”If”），是

真實的不同情況（”whether”）。 

iv. 「忍受」：並不是苦忍，信徒能忍受苦難，不是因為我們有被虐待狂，而是明白「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

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4.17）既有盼望，自然能使信徒滿懷喜樂地忍受。 

v.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凡事都是為你們」（4.12,15）。對保羅來說，一切都是為

了他們。 

f. v.7「我們對你們的盼望是堅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然一同受痛苦，也必照樣同得安慰。」 

i. 「確定」之原意是「把腳站穩在地上」。原文是一商業用詞，有信用可靠的含意。要留意「盼望是堅定」的重點在於它

源自上帝，並非「盼望的人」。（參 1.22） 

ii. 「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可以直譯為「你們是苦楚／苦難的同伴，因而也是安慰的同伴」。 

iii. 哥林多人所受的「痛苦」是甚麼？我們不能確定。可能是與保羅一樣，因信仰或見證的原故被人攻擊或排斥。 

g. 為何保羅在信卷的起首多次提及「患難」、「痛苦」、「你們…我們…的痛苦。」？是否哥林多信徒對作為使徒（保羅）和

作為教會（他們），要面對這多方面的患難和痛苦感到困惑？ 

i. 「基督所受的痛苦」：是奉差遣的使徒和那差派者所建立的群體所不可避免的（6.3-10），但同時從「基督而來的安

慰」也是不可避免的。（1.5）既知如此，保羅就既不自誇，又不怨天尤人的面對人生。 

ii. 對保羅來說，「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記號是甚麼？不是他的成就或是叫人迷倒的魅力，卻是他所面對的患難！

在事奉中，因此不需要更多的銜頭和群眾給我們的肯定。我們仍然殷勤去作，是為了忠於召命，是「奉神旨意作…」。 

 

1.3 亞西亞的脫險（1.8-11） 

a. 從稱頌這位在患難中賜各樣安慰的神，保羅將他的描述收窄，記下他在亞西亞那瀕死的經歷。這位父神和安慰者，就正是那

位救他脫離死亡的。對保羅來說，神的屬性（attribute）永遠不是腦子裡的理論，卻是他之所以能夠存活到今天的原因！ 

b. 學者指出，猶太會堂崇拜中「十八福」（Eighteen Benedictions）禱文的首兩個禱文和 vv.3-7 及 vv.8-11 的內容極為相似，

可能保羅是借用了這些禱文並將其「基督信仰化」（Christi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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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8「弟兄們，我們在亞西亞遭受的患難，我們很想讓你們知道。那時我們受到了過於我們所能忍受的壓力，甚至活下去的

希望都沒有了，」 

i. 句子中的「因為」（ga;r）未有翻譯出來。新譯本的「弟兄們…我們很想讓你們知道」似乎減輕了哥林多信徒對此事

「不知道」的嚴重性：對比和合本：「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ii. 徒 19.23-20.1 有記載保羅在亞細亞省的以弗所遭遇騷亂事件，這件事的描述應該只是他在該省所遇苦難的一小部分。

甚至早於林前 15.32; 16.9 已經透露過在以弗所的挑戰。究竟這「在亞西亞遭受的患難」是指甚麼？我們有許多可能猜

測，卻始終沒有清楚的答案。會否是百基拉和亞居拉捨命相救的結果？（參 羅 16.4） 

d. v.9「而且斷定自己是必死的了；然而，這正是要我們不倚靠自己，只倚靠那叫死人復活的 神。」 

i. 「斷定自己是必死的了」：時式為完成式（perfect），顯示這感受從那天起一直存在。但同時，「正是要我們…倚

靠」的時式也是完成式，說明保羅對神的依靠是也一樣是從那天起一直存在到如今！ 

ii. 當時的教會（哥林多）希望保羅成為他們的成功指標（參 林前）。但保羅要說明的是做基督的跟隨者並不是要做個

「成功的個案」，卻是如何與「人生中的失敗」相處（live with），並如何能與「叫死人復活也可以的神」相處。 

iii. 福音的信息，就是那死人也可以使之復活的真神，是足以進到生命中各樣的深處，無論你在任何的情況，當你遇上人生

的最低谷與絕望時，叫死人復活的神也可以在那兒。 

e. v.10「他救我們脫離了那極大的死亡，而且他還要救我們，我們希望他將來仍要救我們。」 

i. 「而且他還要救我們，我們希望他將來仍要救我們」（新譯本）是較「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

們。」（和合本）為準確的翻譯。 

ii. 「那叫死人復活的神」是過去、現在及將來也拯救的神。那曾在亞西亞拯救保羅（脫離患難）的神，在往後的日子也會

拯救他（脫離患難），並最終拯救他脫離死亡。（詩 116） 

f. v.11「請你們一同用禱告支持我們，好使許多人為著我們所蒙的恩獻上感謝。這恩是藉著許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 

i. 保羅呼籲信徒為他代求，使他在日後的苦難中可以蒙恩脫險，然後眾人得以為他一同感謝神。 

ii. 「請你們一同用禱告支持我們」：原文是續上句：「他還要救我們…他將來仍要救我們—當你們一同用禱告支持我

們…」（參 NRSV ”he will rescue us again, as you also join in helping us by your prayers”） 

iii. 保羅能有如此的胸襟和信任，當哥林多教會四分五裂的時候；當他們和保羅的關係並不好的時候，他仍然相信他們能合

一同心，為他祈求。 

g. 這樣的絕境、這種信靠、以及這種可以經歷神大能拯救的時機，成了度過面前日子的信心。就是連死都不怕了，世上還有甚

麼勢力可以威脅我們的？ 

 
小結： 

「死亡的意義就是不存在了；那些不存在的人，不再可以決定或行事，他也不能成為別人決定或行事的對象。死人復活並不是別

人可以參與的一種可能性，當它發生了，就只有神是在那裡工作。叫死人起來，並賜死人生命，就像叫無有的成為有，是只有神

能獨力完成的，完全沒有合作的可能。」（來 11.19; 林後 1.9; 羅 4.17） 

 

延伸閱讀: 

• Craig L. Blomberg, "The Structure of 2 Corinthians 1-7," Criswell Theological Review 4.1 (1991) 3-20. 
(http://faculty.gordon.edu/hu/bi/Ted_Hildebrandt/NTeSources/NTArticles/CTR-NT/Blomberg-2Cor1-7-CTR.htm)  

 
下週經文： 

哥林多後書 1.12-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