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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7.5-8.15 

 
4. 保羅在馬其頓，提多帶來哥林多的消息（7.5-9.15） 

4.1. 「嚴厲的信」的影響（7.5-16） 

4.1.1. 樂見提多到達（7.5-7） 

4.1.2. 樂見對信的接納（7.8-12） 

4.1.3. 對哥林多信徒放心（7.13-16） 

4.2. 完成捐助的呼籲（8.1-9.15） 

4.2.1. 向他們呼籲的基礎：神向馬其頓眾教會所賜的恩（8.1-7） 

4.2.2. 預期的誤會（8.8-15） 

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 

4.4.1. 對他打發到訪的三位弟兄的讚賞（8.16-24） 

4.4.2. 保羅即將到訪哥林多（9.1-5） 

4.4.3. 慷慨捐助的祝福（9.6-15） 

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保羅在馬其頓，提多帶來哥林多的消息（7.5-9.15） 

a. 至此，保羅結束了這大段插論，重返 2.13 節有關他的行程的話題。他說，他從提多口中得知哥林多教會讀了他的「嚴厲的

信」後不但能知錯，而且萌生真正悔改之意，從而生出熱心、聖潔和喜樂；另也得知他們對提多極為友善和尊重，提多自己

的感受也使保羅深感欣慰。 

b. 在雙方言歸於好的情況下，保羅又重提為耶路撒冷教會募捐這個敏感的話題。猶大地於第一世紀四十年代的饑荒，使耶路撒

冷教會貧困不堪。在保羅看來，這種募捐不但是濟困扶危的善行（徒 11.27-30；加 2.10），而且也是猶太教會與外邦教會

合一和團結的象徵。 

c. 自身也極貧困的馬其頓教會曾踴躍捐助，不遺餘力，故提多來哥林多，幫助那裏的教會完成年前即已開始的募捐（大概因與

保羅的矛盾而停頓了，參林後 8.1-7）。保羅對捐獻所本的原則有 3 項：（1）哥林多教會應效法耶穌，祂為人成為貧窮；

（2）捐獻當各盡所能，不在乎多少，因為神所悅納的是施捨之行，而不是施捨之量；（3）各教會的經濟需均平，不要有

人富裕，有人不足（出 16.18）。這經濟均平的原則可應用到分隔兩洲的兩個教會的關係上（8.8-15）。 

d. 教會委派提多和另外兩位可靠的弟兄來監理捐募事務（保羅不涉財務的具體工作）。須知教會理財之清廉十分重要，不僅要

無愧於神，也要在世人面前清白（8.16-24）。 

e. 保羅指出他無須多談募捐的意義，因為哥林多教會在年前開始捐獻時即已有清楚的認識；保羅此次只是加以督促，希望當他

率各教會代表攜各自的捐項到達哥林多時，捐款業已備齊，且不會讓人覺得富足的哥林多教會竟然未有預備，因為保羅早曾

誇讚過他們在年前那次募捐中的熱心與慷慨。保羅這一段文字顯示他思考縝密、循循善誘的特點；他表示對他們有極高的期

望（9.1-5）。然而在陪同保羅往耶路撒冷送捐的各方教會代表的名單中，卻未見有亞該亞（暗指哥林多）代表之名（徒

20.4）。 

f. 保羅如耶穌所教導，指出金錢的唯一價值在於施出（太 6.19-20），但不希望哥林多教會的施捨是出於某種罪念或勉強。施

捐者當深信神施惠於人的大能和慷慨，以致可歡暢快樂地施出。受施者必當感謝神的恩典並為施者禱告，從而使全教會在愛

的融洽中結成牢不可破的整體。保羅結束本段時再提醒人注意神給我們極大的恩賜。 

 

4.1「嚴厲的信」的影響（7.5-16） 

a. 在 2:12-13，保羅曾提及馬其頓的經驗，但沒有任何的闡釋。從 7:5 開始保羅描述他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心，而這些信心是根

據馬其頓的經驗。這一段經文終於讓讀者較仔細瞭解一些情況。本段經文分成三小段結構： 

i. 樂見提多到達  （vv.5-7） 

ii. 樂見對信的接納  （vv.8-12） 

iii. 對哥林多信徒放心  （vv.13-16） 

b. 在此，值得一問的是，為可這樣喜樂的消息並未有在之前的章節表現出來？既然在 2:12-13 已提及提多，保羅就是不可能在

7.5 之後才得知「嚴厲的信」的正面影響，及對保羅的安慰。為何之前卻沒有這樣的表達？（故此，有學者提出 2.14-7.4 是

另外一封信，本來是獨立的，卻是後來才與 7.5 及後的內容連在一起） 

c. 讓我們了解經文內容後再對此作出評估（參 4.1.3.e）。 

 
4.1.1 樂見提多到達（7.5-7） 

a. v.5「「「「我們從前到了馬其頓的時候我們從前到了馬其頓的時候我們從前到了馬其頓的時候我們從前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一點安寧也沒有身體一點安寧也沒有身體一點安寧也沒有身體一點安寧也沒有，，，，反而處處遭受患難反而處處遭受患難反而處處遭受患難反而處處遭受患難，，，，外面有爭戰外面有爭戰外面有爭戰外面有爭戰，，，，裡面有恐懼裡面有恐懼裡面有恐懼裡面有恐懼。。。。」」」」（（（（新譯本新譯本新譯本新譯本）））） 

i. 「身體一點安寧也沒有」：與 2:13「心裏不安」同義。留意保羅用「身體」和「心裏」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在此都是

在說他自己而已。 

ii. 「也沒有」（e~schken，和合本：「不得」）：在原文是完成式動詞。保羅在指當時是真的一點安寧也沒有。 

iii. 「處處遭受患難」：大概是保羅在馬其頓遇到敵對者的攻擊。（可能是不信的猶太人或信徒） 

iv. 「外面有爭戰，裡面有恐懼」：「外面的」包括教內和教外的爭辯（徒 16.23; 17.5; 帖前 2.2; 腓 1.30）；「裡面的」

可能是指為各教會可能走錯路而擔心，當然在此是特別地指哥林多教會。 

v. 對比 2.12-13「從前我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雖然主給我開了門，我心裡仍然沒有安寧，因為見不到提多弟兄。於

是我辭別了那裡的人，到馬其頓去了」。保羅因為遲遲不見提多回來，又焦慮不知之前寫的「嚴厲的信」能否使教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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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於是趕往馬其頓去尋找提多。以當時來說，約不先預約地點是差不多不可能會遇上的。故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保

羅可能知道提多延誤了到特羅亞的船期，被逼滯留在馬其頓，於是，保羅趕到該地與他會合。 

b. v.6「「「「但那安慰灰心的人的但那安慰灰心的人的但那安慰灰心的人的但那安慰灰心的人的    神神神神，，，，藉著提多來到藉著提多來到藉著提多來到藉著提多來到，，，，安慰了我們安慰了我們安慰了我們安慰了我們；；；；」」」」 

i. 「但那安慰灰心的人的神」：比較 1.3 的描述。 

ii. 「灰心的人」（tapeinou;ß，和合本：「喪氣之人」）：原文用詞與「謙卑」是同字眼，但重點卻不同，這裡是指被重

擔所壓心力絞碎的人，卻不是自願在道德上的自卑。保羅在林後對自己描述的表白，實在很接近我們今天的「抑鬱症」

的徵狀。 

c. v.7「「「「不但藉著他來不但藉著他來不但藉著他來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安慰了我們安慰了我們安慰了我們。。。。他把你們的渴望他把你們的渴望他把你們的渴望他把你們的渴望、、、、你們的哀慟和你們對我的熱誠你們的哀慟和你們對我的熱誠你們的哀慟和你們對我的熱誠你們的哀慟和你們對我的熱誠，，，，都告訴都告訴都告訴都告訴

了我們了我們了我們了我們，，，，因此我就更加歡喜了因此我就更加歡喜了因此我就更加歡喜了因此我就更加歡喜了。。。。」」」」 

i.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我們說過，保羅能被安慰其實是基於提多所帶來的消息多於提多本人。但值得留意，提

多作為保羅的同工，並帶信者，他對哥林多教會的關切絕對不遜於保羅的。從「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一話我們可

以看出提多同樣的關心（與及同樣需要被安慰的心）。作為同工，提多與保羅的關注是一致的。 

ii. 在這裡我們看見肢體間相互鼓勵的美麗： 

          寫信幫助             帶信幫助 

保羅   提多  哥林多教會 

 
 安慰              回應、悔改 

安慰               安慰 

  
iii. 「渴望」（ejpipovqhsin，和合本：「想念」）：表達他們渴望再見保羅的心，另見 7.11。要明白，保羅之前的改變行程

的而且確令他們左等右等也不見他來。加上現在提多帶來他們悔過的消息，他們更想見見保羅也不足為怪。 

iv. 「哀慟」（ojdurmovn）：是不能見保羅而生的傷感。可能是對他們過去引起保羅的痛苦而生的哀慟，也可能是因為保羅

不能即時到訪而憂愁。 

v. 「熱誠」（zh'lon，和合本：「熱心」）：他們願與保羅站在同一陣線，支持及聽從他。保羅也在 11.2 表示他對他們的

忠誠。 

vi. 「歡喜」（carh'nai.）：與 7:4 的「快樂」同字根，7:4 是名詞，而「歡喜」是動詞。 

vii. 在這裡，保羅為加強語氣，特別重複了「你們的渴望」、「你們的哀慟」、「你們對我的熱誠」（和合本的翻譯卻省略

了去），來凸顯他喜樂的來源正是哥林多教會！叫他「更加歡喜了」的，沒有其他，正是他們！ 

viii. 今天，在事奉中我們能否學習保羅在眾多的問題上，仍然能夠細察值得他喜樂的地方，而真心的歡喜？就算是哥林多教

會，保羅也能如此！或者說，正是哥林多教會，我們更加需要如此！ 

4.1.2 樂見對信的接納（7.8-12） 

a. vv.8-9a「「「「雖然我在那封信上使你們憂傷雖然我在那封信上使你們憂傷雖然我在那封信上使你們憂傷雖然我在那封信上使你們憂傷，，，，但我現在並不後悔但我現在並不後悔但我現在並不後悔但我現在並不後悔；；；；其實我曾經有點後悔其實我曾經有點後悔其實我曾經有點後悔其實我曾經有點後悔，，，，因為知道那封信使你們憂傷因為知道那封信使你們憂傷因為知道那封信使你們憂傷因為知道那封信使你們憂傷，，，，雖然只雖然只雖然只雖然只

是暫時的是暫時的是暫時的是暫時的。。。。現在我快樂現在我快樂現在我快樂現在我快樂，，，，不是因為你們憂傷不是因為你們憂傷不是因為你們憂傷不是因為你們憂傷，，，，而是因為你們的憂傷帶來了悔改而是因為你們的憂傷帶來了悔改而是因為你們的憂傷帶來了悔改而是因為你們的憂傷帶來了悔改。」。」。」。」 

i. 「後悔」（和合本：「懊悔」）：7:8~10 經文中有三個後悔／懊悔，但原文並不全同一個字。7:10 的「懊悔」是過渡

到得救，所以翻譯成「懺悔」更適當。 

ii. 這段經文從文法上是很混亂，似乎說明保羅寫的時候有多種的思想同時出現。經文直譯如下： 

「雖然我後來懊悔了，我認為那封信，雖然是短暫的，傷害了你們，如今我是歡喜的，不是因為你們受了傷害，只是你

們從傷害生出懊悔來。」 

iii. 綜合整理，保羅似乎在說，當他寫了「嚴厲的信」而送出了，他後悔。但現在他不後悔了，因為從提多的彙報得知這信

雖然導致他們短暫的受傷害，卻能叫他們生出懊悔來。既然這樣，他就快樂起來。 

b. v.9b「「「「你們依照你們依照你們依照你們依照    神的意思憂傷神的意思憂傷神的意思憂傷神的意思憂傷，，，，凡事就不會因我們受到虧損凡事就不會因我們受到虧損凡事就不會因我們受到虧損凡事就不會因我們受到虧損。。。。」」」」 

i. 「你們依照…受到虧損」：神要哥林多人受責備而悔改，如果他們不接受就是他們的虧損。 

ii. 「依照神的意思」（kata; qeovn）：人能從神的角度評估自己的行為，不會自顧自辯、不思進取；也不會自顧自責、灰

心放棄。 

iii. 「凡事就不會因我們受到虧損」：這句話的關鍵乃在「因我們」，若把這三個字拿掉，則所受的虧損乃是一般性的，即

指凡神的旨意所要給他們的益處的缺少。然而這裏的「因我們受到虧損」表示這個虧損是與保羅作為使徒有關係的：哥

林多信徒過去未能善待保羅，也未虛心領受他的教導，他們若不按神的意思憂傷痛悔，必然會因此招致靈性上莫大的 

損失。這並非保羅的晦氣話，卻是他對自己作為復和使者的認識和他對信徒影響的重視。他絕不希望哥林多信徒因與他

缺裂而在信仰上受到虧損。 

c. v.10「「「「因為依照因為依照因為依照因為依照    神的意思而有的憂傷神的意思而有的憂傷神的意思而有的憂傷神的意思而有的憂傷，，，，可可可可以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以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以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以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以致得救以致得救以致得救；；；；世俗的憂傷卻會招致死亡世俗的憂傷卻會招致死亡世俗的憂傷卻會招致死亡世俗的憂傷卻會招致死亡。。。。」」」」 

i. 「悔改」：在整個保羅書信中，除這裡提及外，在林後就只有 12.21。對我們來說，這是相當出奇的。為何保羅不提

「悔改」卻多提「得救」？這是因為對保羅來說，「悔改」常有被誤解為個人努力之意，救恩，對保羅來說，是神的工

作，人是欣然接受，而信徒的生活上的改變，卻是因著成了新造的人作變得可能！是「得救」帶來「改變」，而不是先

改變，後得救。 

ii. 「世俗的…死亡」：世俗的憂愁不會讓哥林多人產生懺悔而歸向神。聖經中有些地方叫我們基督徒不要憂愁（約

14.1），但這裏卻說憂愁與我們有益，其實它們並不彼此衝突，因為此憂愁非彼憂愁。基督徒不該照世人的樣式憂愁，

卻該有在主裏、屬靈的憂愁（詩 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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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世俗的憂愁」是以自己為中心，只記掛自己的得失，徒然為失敗而憂傷，卻沒向神回轉。這種顧影自憐的憂傷，對靈

性生命沒有幫助。（對比以掃和大衛、猶大和彼得：大衛和彼得所犯的罪其實並不比其他人輕，但以掃和猶大只顧自怨

自艾，前者卻認罪悔改，這正是死亡與得救的分別）。 

d. v.11「「「「看哪看哪看哪看哪，，，，你們依照你們依照你們依照你們依照    神的意思憂傷神的意思憂傷神的意思憂傷神的意思憂傷，，，，在你們中間就產生了怎樣的熱情在你們中間就產生了怎樣的熱情在你們中間就產生了怎樣的熱情在你們中間就產生了怎樣的熱情、、、、申訴申訴申訴申訴、、、、憤慨憤慨憤慨憤慨、、、、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渴望渴望渴望渴望、、、、熱誠熱誠熱誠熱誠、、、、正義正義正義正義；；；；你們在你們在你們在你們在

各方面都表明了各方面都表明了各方面都表明了各方面都表明了自己在那事上是清白的自己在那事上是清白的自己在那事上是清白的自己在那事上是清白的。。。。」」」」 

i. 「看哪」（ijdou; ga;r）：「因此看哪」所要產生下面六種「何等樣的」（＝「怎樣的」）結果！ 

ii. 「熱情」（spoudhvn，和合本：「殷勤」）：對提多和對保羅的熱情。留意這是在他們悔改之後的轉變是如何大！ 

iii. 「申訴」（ajpologivan，和合本：「自訴」）：不是找藉口的開脫過錯，是對保羅或提多解釋現況。 

iv. 「憤慨」（ajganavkthsin，和合本：「自恨」）：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所對付，立意清除阻礙，與保羅修好。 

v. 「戰兢」（fovbon，和合本：「恐懼」）：指敬畏神、畏懼（警覺）保羅的懲戒（林前 4.21），是敬畏神而謹慎地行事

為人。 

vi. 「渴望」（ejpipovqhsin，和合本：「想念」）：指渴想再見保羅，與他修好（7.7）。 

vii. 「熱誠」（zh'lon，和合本：「熱心」）：與 v.7「熱誠」同。 

viii. 「正義」（ejkdivkhsin，和合本：「責罰」）：指執行公義、責罰犯錯者（包括自己）。 

ix. 「你們在各方面…表明…清白的」：哥林多教會願意懲戒犯錯者，與保羅和好，表明他們今後與罪惡無關，行為清白。

昔日的錯誤既糾正過來，他們的控罪便徹消了。 

e. v.12「「「「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從前我雖然寫過信給你們從前我雖然寫過信給你們從前我雖然寫過信給你們從前我雖然寫過信給你們，，，，卻不是為了那虧負人的卻不是為了那虧負人的卻不是為了那虧負人的卻不是為了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了那受害的也不是為了那受害的也不是為了那受害的也不是為了那受害的，，，，而是在而是在而是在而是在    神面前把你們對我們的熱神面前把你們對我們的熱神面前把你們對我們的熱神面前把你們對我們的熱

情情情情，，，，向你們顯現出來向你們顯現出來向你們顯現出來向你們顯現出來。。。。」」」」 

i. 「因此」（a~ra）：「這樣說來」、「那麼」。 

ii. 「卻不是為…也不是為」（oujc e&neken…oujde; e&neken）：應該譯為「既非僅為…也非全因為」，卻不是兩者都沒關係。 

iii. 「那虧負人的」：指犯錯者，在此特別指是那些反對保羅的人。指那亂倫的弟兄（林前 5.1），或指那在保羅第二次訪

問哥林多教會時，當著眾人面前反對並攻擊他的人（或是根本兩者就是同一批人？）。 

iv. 「那受害的」：可能是指哥林多人，或是保羅自己。依上文下理看，兩者都合理。 

v. 「而是在…顯現出來」：保羅寫嚴厲信的目的不是單單為了自辯、向哥林多信徒申辯，或是責備那些攻擊他的人，而是

要信徒在神的鑒察下，醒覺他們與保羅深厚的情誼，不因犯錯者的事情與保羅交惡。 

vi. 在教會中常遇上不正常的光景，不要只在消極方面對付難處—為那虧負人的或那受人虧負的，而要在積極方面激發信徒

們的愛心—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教會的光景之所以不正常，最主要的原因是眾人的愛心不正常。 

 
4.1.3 對哥林多信徒放心（7.13-16） 

a. 哥林多人恐懼戰競地接待與順服提多，表示他們對保羅的態度有所改變，這樣的改變使提多和保羅都感到十分的安慰。 

b. v.13「「「「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們得了安慰我們得了安慰我們得了安慰我們得了安慰。。。。在這安慰之外在這安慰之外在這安慰之外在這安慰之外，，，，我們因提多的喜樂就更加歡喜我們因提多的喜樂就更加歡喜我們因提多的喜樂就更加歡喜我們因提多的喜樂就更加歡喜，，，，因為他的心從你們眾人那裡得到暢快因為他的心從你們眾人那裡得到暢快因為他的心從你們眾人那裡得到暢快因為他的心從你們眾人那裡得到暢快。。。。」」」」 

i.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故此」指基於前述哥林多信徒對那封信的正面反應。 

ii. 經驗長的肢體（保羅）要學習以輕驗淺肢體（提多）的喜樂為喜樂，為他們製造一種可以安心作工的事奉環境，引導眾

聖徒的眼目從自己身上轉向輕驗淺同工，以便為將來的接棒鋪好道路。 

c. v.14「「「「我若對他誇獎過你們甚麼我若對他誇獎過你們甚麼我若對他誇獎過你們甚麼我若對他誇獎過你們甚麼，，，，也不覺得慚愧也不覺得慚愧也不覺得慚愧也不覺得慚愧。。。。我們對你們所說的是真話我們對你們所說的是真話我們對你們所說的是真話我們對你們所說的是真話，，，，照樣照樣照樣照樣，，，，我們在提多面前誇獎你們的也是真我們在提多面前誇獎你們的也是真我們在提多面前誇獎你們的也是真我們在提多面前誇獎你們的也是真

的的的的。。。。」」」」 

i. 保羅曾說對哥林多教會的誇獎話，都是出自真心的。 

ii. 「誇獎」（kekauvchmai）：詞式為完成式，表示昔日的誇獎今天仍然有效。 

iii. 像哥林多的教會，究竟還有甚麼值得誇獎？ 

1. 從始至終，保羅都以父親對兒子的心看待哥林多信徒。對自己的兒女，就是最頑劣，也必能看見他們仍然可愛的一

面。仍然有值得誇獎的地方。 

2. 另外，從提多的帶來的消息中，保羅得知在教會滋事的既非全部，並且他們中間也已經悔改了，故此保羅以樂觀的

心境說這話，是很自然的。 

iv. 叫保羅快慰的，不單是哥林多信徒，也是他過去的對他們的誇讚今天得到肯定。這是一個委身於真理之人能夠展示出自

己說過的話不是徒然所帶來的喜樂和滿足。 

d. v.15-16「「「「並且他想起你們眾人的服從並且他想起你們眾人的服從並且他想起你們眾人的服從並且他想起你們眾人的服從，，，，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他懷念你們的心就更加熱切了他懷念你們的心就更加熱切了他懷念你們的心就更加熱切了他懷念你們的心就更加熱切了。。。。現在我很歡喜現在我很歡喜現在我很歡喜現在我很歡喜，，，，因為在一因為在一因為在一因為在一

切事上我對你們都有信心切事上我對你們都有信心切事上我對你們都有信心切事上我對你們都有信心。。。。」」」」 

i. 「恐懼戰兢地接待他」（wJß meta; fovbou kai; trovmou ejdevxasqe aujtovn）：參林前 2.3; 腓 2.12; 弗 6.5。是謹慎行事，恐不

能成就所託的意思。 

ii. 「他懷念你們的心就更加熱切了」：愛心越發增多。 

iii. 「因為在一切事上我對你們都有信心。」；參 7.4 

iv. 教會中信徒彼此之間的關係，最不可少的是「信任」。而這種信任，乃是信任各人裏面的主，祂必保守我們到底（參提

後 1.12）。信任並不等於放任，信任是因為先信靠主，相信主的工作祂必負責。在信靠主的基礎上，肢體給教會教導

及帶領，而神的兒女也因為信靠主，因而信任主所用的肢體的帶領。 

e. 關於這樣喜樂的消息為何並未有在之前的章節中表現出來：我們相信，當保羅再遇提多的時候，不可能報喜不報憂（或相

反），要待保羅處理完一方面的感受才從提多以外的另一個消息來源得知事情的另一面。2.14-7.4 和 7.5-9.15 在情緒上表

達的不同是基於問題先後處理不同。2.12-13 的平穩表明保羅明白消息的好壞參半。及至 7.5-7，保羅已經處理了哥林多教

會的問題（就是交叉結構的核心），使之憂愁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加上當他想到哥林多教會仍然有人順從他（提多的報

告），於是便流露他的喜樂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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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成捐助的呼籲（8.1-9.15） 

a. 保羅藉由馬其頓眾教會在窮困中仍盡力參與賙濟的事（v1-8）為例子，來勸哥林多信徒也應在慈惠的事上展現愛心（vv.1-

9）。保羅的勸說是建立在信仰的根基上：主耶穌捨棄生命為要賜人救恩，我們都領受了恩典。從經文的結構來看，第八章

是以馬其頓教會作為榜樣，期望哥林多教會效法；之後第九章是以誇讚亞該亞信徒的熱心。雖然對象似乎不同，但描述的是

同一事件。 

b. 關於為耶路撒冷務捐的描述亦見於羅 15.25-32; 林前 16.1-4; 加 2.10 及徒 24.17。總括來說，保羅完成： 

i. 顧念耶路撒冷經濟陷困境的信徒（加 2.10）。 

ii. 落實了肢體彼此關顧的呼召（8.11-15; 羅 15.25-27）。 

iii. 將教會中不同種族的人透過關顧連結起來（9.13-14）。 

c. 如此，我們看到整個捐助的呼籲不但是關顧的事，更是保羅在神學上的具體落實。 

d. 提多的彙報似乎說明早於一年前開始的收集捐獻並沒有預期的理想（8.6,10; 9.2; 林前 16.1-4）。值得留意的是消息的來源

應該還是提多，但整段討論卻沒有說過他的報告，似乎是為了避免某方面的尷尬。 

 
4.2.1 向他們呼籲的基礎：神向馬其頓眾教會所賜的恩（8.1-7） 

a. v.1「「「「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我現在把我現在把我現在把我現在把    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告訴你們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告訴你們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告訴你們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告訴你們：：：：」」」」 

i. 「馬其頓眾教會」：包括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和庇哩亞等地的教會。該地信徒所遭受的試煉可比較帖前 1.6;2:14; 帖後

1.4; 腓 1.29-30）。 

ii. 「神賜…的恩典」：不是人應得的。保羅整段的訴求是基於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慈悲心腸或修德積善。 

iii. 加上 v.9 的說明「你們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要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

富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保羅的勸助基礎仍然是立於「效法基督」：我們今日的一切富足是從神而來的，而這恩是藉

基督賜下，基督則是以自己的富足成為貧窮，使我們富足，故此現在我們也要用自己的富餘補別人的不足。 

b. v.2「「「「他們在患難中受到極大的考驗的時候他們在患難中受到極大的考驗的時候他們在患難中受到極大的考驗的時候他們在患難中受到極大的考驗的時候，，，，他們滿溢的喜樂和極度的貧乏他們滿溢的喜樂和極度的貧乏他們滿溢的喜樂和極度的貧乏他們滿溢的喜樂和極度的貧乏，，，，匯流出豐厚的慷慨來匯流出豐厚的慷慨來匯流出豐厚的慷慨來匯流出豐厚的慷慨來。。。。」」」」 

i. 「極度的貧乏」（hJ kata; bavqouß ptwceiva aujtw'n）：就是赤貧。可能受逼迫以致生活艱苦。有關他們慷慨的表現，可比

較後來保羅在腓 4:10-18 的描述。 

ii. 「慷慨」（th'ß aJplovthtoß，和合本：「樂捐」）：純一無偽，一種願意隨時給予的心態。 

iii. 對馬其頓眾教會來說，患難是大的，但喜樂卻是滿盈的；貧窮是極至的，但施予卻是豐厚的。可見信徒愈是外面處在逆

境中，愈能顯明裏面生命的不凡。 

iv. 在財物的事上很容易測量出我們屬靈的狀況：若與主親密，就會大方的施予；若與主疏遠，就會愈來愈吝嗇，甚至視財

如命。 

c. v.3「「「「我可以作證我可以作證我可以作證我可以作證，，，，他們是按著能力他們是按著能力他們是按著能力他們是按著能力，，，，並且是超過了能力並且是超過了能力並且是超過了能力並且是超過了能力，，，，」」」」 

i. 「按著能力…超過了能力」：馬其頓教會的捐助是完全超乎想象的。 

ii. 和合本的「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在新譯本中歸到第四節。這在原文只有一個字（aujqaivretoi），指此事乃出於「自

願」，這說明他們的樂捐不是出於人的吩咐（v.8）。 

d. v.4「「「「自動地再三懇求我們自動地再三懇求我們自動地再三懇求我們自動地再三懇求我們，，，，准許他們在供應聖徒的事上有分准許他們在供應聖徒的事上有分准許他們在供應聖徒的事上有分准許他們在供應聖徒的事上有分。。。。」」」」 

i. 馬其頓處於極大的考驗的時候，他們卻因神而有滿意的喜樂，雖然環境極度的貧乏，馬其頓教會卻「豐厚的慷慨」。他

們的捐獻，不只是竭盡所能且超過了他們的力量、甚至是自動地再三懇求。 

ii. 「他們在供應聖徒的事上有分」：可以譯成「分享供應聖徒的恩惠或恩典」。「有分」（koinwnivan）就是團契、相

交、分享的意思。 

e. vv.5-6「「「「他們超過了我們所期望的他們超過了我們所期望的他們超過了我們所期望的他們超過了我們所期望的，，，，照著照著照著照著    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先把自己獻給主先把自己獻給主先把自己獻給主，，，，然後獻給我們然後獻給我們然後獻給我們然後獻給我們。。。。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們勉勵提多我們勉勵提多我們勉勵提多我們勉勵提多，，，，既然開始了既然開始了既然開始了既然開始了

這慈善的事這慈善的事這慈善的事這慈善的事，，，，就應當在你們那裡把這事辦好就應當在你們那裡把這事辦好就應當在你們那裡把這事辦好就應當在你們那裡把這事辦好。。。。」」」」 

i. 「然後獻給我們」（和合本：「又歸附了我們」）：指按神旨意順從代表神的使徒。對保羅來說，這不存在高抬自己或

自我神化的意思（林前 4.6），因為順從他的，其實只是順從他所順從的主。事實上，哥林多教會的問題正是有人自以

為要成為歸附的對象（假使徒，及教會分裂的現象）。 

ii. 財物奉獻的基礎，就是「先把自己獻給主」；承認了主的權柄，然後才能跟隨主的心意，去作主所要作的事。人保留自

己，便跟不上神的旨意，這在任何事上都是一樣。 

iii. 這絕不是陳腔濫調，保羅正是要用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馬其頓眾教會）對抗人以為這是不設實際的遐想。 

iv. 這裏大概是指保羅在馬其頓見到提多，並聽取了他的報告之後，勸他回到哥林多繼續從事未完的工作（參 v.18, 22; 

12.18)。對保羅來說，過去的不再重要了，他只鼓勵勸勉提多和哥林多人趕快完成這個務捐工作。 

f. v.7「「「「你們在一切事上你們在一切事上你們在一切事上你們在一切事上，，，，就如信心就如信心就如信心就如信心、、、、口才口才口才口才、、、、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熱情和愛我們的心熱情和愛我們的心熱情和愛我們的心熱情和愛我們的心，，，，既然都是富足的既然都是富足的既然都是富足的既然都是富足的，，，，那麼那麼那麼那麼，，，，在這慈善的事上在這慈善的事上在這慈善的事上在這慈善的事上，，，，也要顯出也要顯出也要顯出也要顯出

你們是富足的你們是富足的你們是富足的你們是富足的。。。。」」」」 

i. 保羅列舉出他們的優點為： 

1. 「信心」（pivstei）：林前 12.9; 13.12-13。 

2. 「口才」（lovgw/）：林前 12.8，特別的演說和辯說。 

3. 「知識」（gnwvsei）：林前 8.1,7,10; 13.2,8。這是他們最愛誇的。 

4. 「熱情」（spoudh'/）：林後 7.11-12。 

5. 「愛心」（ajgavph/）：林後 8.8,24; 2.4,8; 5.14; 6.6; 13.11,13。 

ii. 「顯出你們是富足的」：即「十分富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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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也要顯出你們是富足的」：文法上的命令句，不是空的盼望、一廂情願。特別的是保羅在下一節便急忙補充說「不是

吩咐你們」（參 v.8 討論）。 

 

4.2.2 預期的誤會（8.8-15） 

a. 因基督救贖大愛的激勵，保羅專心為主而活，並為他人的好處而活。 

b. v.8「「「「我這樣說我這樣說我這樣說我這樣說，，，，不是吩咐你們不是吩咐你們不是吩咐你們不是吩咐你們，，，，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心來考驗你們的愛心是否真實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心來考驗你們的愛心是否真實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心來考驗你們的愛心是否真實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心來考驗你們的愛心是否真實。。。。」」」」 

i. 何解 v.7 明顯是命令「要顯出你們是富足的」，卻要說成「不是吩咐」？保羅要說明他關心的，是要求哥林多信徒務要

表明真正的愛心和慷慨。他們的愛心是具體和帶有行動的。這樣的要求，一方面的確是種命令，但另一方面，他並非希

望他們的愛心是要靠人的吩咐所能產生的。換句話說，這不是「他」的命令，卻是信仰對他們不可推卻的要求／命令。 

ii. 肢體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 3.18）。 

c. v.9「「「「你們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你們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你們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你們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的：：：：他本來富足他本來富足他本來富足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卻為你們成了貧窮，，，，要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富足要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富足要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富足要使你們因他的貧窮成為富足。。。。」」」」 

i. 藉著主耶穌個人的榜樣，或說這是信仰的根基，保羅進一步要哥林多人瞭解他們的富有，事實上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恩

典之上。 

ii.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按原文在本句前面有「因為」（ga;r），表示下面的話乃是解釋為甚麼保羅不用

吩咐他們，乃因為有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參 4.2.1.a.iii 的討論） 

iii. 主耶穌的「富足」指祂道成肉身以前在天上所原有的榮耀、尊貴、權能；「貧窮」指祂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像，且

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昔日基督的犧牲成為祂愛的標記（5.14），今天我們的捐助也表明我們的「愛心是否真

實」。 

iv. 這行動能成為可能，是因為我們是新造的人（5.17），而不是可憐別人所以作點經濟上的施捨。 

d. v.10「「「「我在這裡表示我的意見我在這裡表示我的意見我在這裡表示我的意見我在這裡表示我的意見，，，，這對你們是有益的這對你們是有益的這對你們是有益的這對你們是有益的：：：：你們不僅一年前就在辦這事你們不僅一年前就在辦這事你們不僅一年前就在辦這事你們不僅一年前就在辦這事，，，，而且早就想這樣作了而且早就想這樣作了而且早就想這樣作了而且早就想這樣作了，，，，」」」」 

i. 「有益的」：甚麼是有益的？林前 6.12; 10.23; 12.7。是受助者和捐助者同被建立（vv.11-15）。 

ii. 「不僅一年前」按中文很容易被誤會為：從他們有意參與捐助耶路撒冷貧窮聖徒（林前 16.3），迄今至少已有十二個

月以上的工夫了；但按原文是「從去年就已經有了」，從去年至今可能只有幾個月，也可能長達十幾個月。 

iii. 留意是哥林多信徒主動希望參與這工作的（林前 16.1-4 是描述似乎假定了哥林多信徒已經決定參與）。這可能正是保

羅誇獎他們的因由，而「現在」（v.11）正是要將「希望」落實為行動的時候。 

e. v.11「「「「現在就應當把這事辦好現在就應當把這事辦好現在就應當把這事辦好現在就應當把這事辦好；；；；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你們既然有願意作的心你們既然有願意作的心你們既然有願意作的心你們既然有願意作的心，，，，因著你們盡了自己所能的因著你們盡了自己所能的因著你們盡了自己所能的因著你們盡了自己所能的，，，，就可以完成就可以完成就可以完成就可以完成。。。。」」」」 

i. 本句指明促成樂捐的兩大要素：（1）「有願作的心」，按原文含有一種迫切的意願之意；（2）「照你們所有的去辦

成」，意指不要過度勉強，超過他們現有的力量（v.3），結果恐會一拖再拖。事實上，保羅並不要求哥林多信徒如馬

其頓教會般作「超過了能力」的奉獻。 

ii. 神賜給每一位信徒大小不等的恩賜，祂要我們使用祂所給的，而不可將它們埋藏於地（太 25.24-30）。神多給誰，就

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 12.48)。祂是先給人，然後向人要；多給的多要，少給的少要。 

iii. 不錯，捐獻應出自樂意，且量力而為。問題是：我們知道自己是「多」是「少」並「盡了自己所能的」是甚麼意思嗎？

還是我們永遠在神面前都是祂「少給」的，所以我們的奉獻連施捨也不如（瑪 1.6-14）？ 

f. v.12「「「「因為人要是有願意作的心因為人要是有願意作的心因為人要是有願意作的心因為人要是有願意作的心，，，，按照他所有的按照他所有的按照他所有的按照他所有的，，，，必蒙悅納必蒙悅納必蒙悅納必蒙悅納，，，，不是按照他所沒有的不是按照他所沒有的不是按照他所沒有的不是按照他所沒有的。。。。」」」」 

i. 「願意作的心」（proqumiva）：甘心樂意的奉獻，必然蒙神悅納。 

ii. 「按照他所有的…不是按照他所沒有的」：神並沒有勉強我們，乃是照我們所已蒙到的恩典「所有的」，為神擺上。我

們所有的是甚麼？我們已經把自己所有的，例如財物、時間、體力、才幹…為神擺上沒有呢？ 

iii. 有人講：「我若是有錢的話，我會捐一百萬給主」。這種願作的心，並不是照他所有的，乃照他所無的，因此一點價值

都沒有；萬一真的有一天有錢，是真的還會記得主嗎？ 

iv. 留意馬其頓的例子：他們是「先把自己獻給主」，神是看人內心的，不是數奉獻金額來定我們是否樂捐；不論是教會常

費、或是為幫助信徒，對象必先是神，後是人。 

g. vv.13-14「「「「這不是要別人輕省這不是要別人輕省這不是要別人輕省這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你們受累你們受累你們受累，，，，而是要大家都均等而是要大家都均等而是要大家都均等而是要大家都均等。。。。現在你們富裕現在你們富裕現在你們富裕現在你們富裕，，，，就要補助他們的缺乏就要補助他們的缺乏就要補助他們的缺乏就要補助他們的缺乏，，，，到了他們富裕的時到了他們富裕的時到了他們富裕的時到了他們富裕的時

候候候候，，，，也可以補助你們的缺乏也可以補助你們的缺乏也可以補助你們的缺乏也可以補助你們的缺乏，，，，這樣就均等了這樣就均等了這樣就均等了這樣就均等了；；；；」」」」 

i. 「這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ouj ga;r i&na a~lloiß a~nesiß, uJmi'n qli'yiß）：可譯作「真的，問題不在叫你們受苦，好

叫別人舒服」。保羅是要求「均等」（＝「公平」）。 

ii. 不是共產主義式、報復性強的富貧對掉，「均等」的意思乃是： 

1. 富餘的補不足的，使眾人都無所缺乏； 

2. 彼此互補—沒有人永遠站在「施」的一方，也沒有人永遠是「受」的一方； 

3. 現在富餘的，將來可能不足，而現在不足的，將來可能富餘； 

4. 富餘或不足，並不限於指物質方面的財富，也可包括身心的健全或病弱、壯年或老幼、發揮特長的機會、靈命的彼

此供應、恩賜的互相幫補等。耶路撒冷的教會正是供應哥林多教會屬靈福分（福音）。 

h. v.15「「「「正如經上所記正如經上所記正如經上所記正如經上所記：：：：“多的多的多的多的，，，，沒有剩餘沒有剩餘沒有剩餘沒有剩餘，，，，少的少的少的少的，，，，也不缺乏也不缺乏也不缺乏也不缺乏。。。。”」」」」 

i. 「多的…也不缺乏」：引 LXX 出埃及記 16.18 「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按著

自己的飯量收取。」。 

ii. 保羅引此段經文主要說明神的心意是要信徒互相補足，富裕的教會信徒應該賙濟貧窮的教會信徒， 因為一切都是神的

恩典（嗎哪，v.1「神賜…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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