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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安的里面，强调出的重点：
一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保罗十分看重神呼召他来事奉的使徒的身分。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唯一能说我的教会的就是我们的主，
太十六 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
耶稣说 我 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 上
 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指的是那一栋建筑、那个地点，
建筑物不能代表教会 我们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聚会
建筑物不能代表教会，我们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聚会，
这一群弟兄姐妹就是教会
教会是神的教会 主权归属于神 教会也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教会，主权归属于神、教会也是神的家。
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
不论他们的生命光景如何，
不论他们的生命光景如何
他们是被主分别为圣、称义、得救，
站在成圣的地位上
去追求成圣的生活的这一群人。

林后一1-11

前言
一1-2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
，
该
众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这是一个典型的新约书信的写信格式，
这是
个典型的新约书信的写信格式
和哥林多前书比较的话，后书稍微简洁了一点：
 写信的同工从林前的所提尼，改换成提摩太
写信的同工从林前的所提尼 改换成提摩太
 收信者，加上了亚该亚的信徒，
亚该亚是哥林多附近的地区，
27BC 以后就成为了希腊的一个省，
还包括了雅典
这封信主要的收信人当然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但是也不排除附近地区的信徒，
他们可以作为见证人。

保罗的祝福：
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恩惠平安是神赐福给他儿女的总纲，
 恩惠平安的源头是由神，
恩惠平安的源头是由神
是由我们的主那里所赐下来的
 总是恩惠在先、平安在后–
总是恩惠在先 平安在后
得着了神的恩惠，才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
很多时候感觉得罪神，
很多时候感觉得罪神
需要认罪、悔改，
耶稣的
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
再 次洁净我们，
我们享受赦罪的恩典，就重得属天的平安
保罗有的时候再加上怜悯
好像在 提摩太前、后书 提前一2b、提后一2b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一3-7 保罗所带出来的主题 - 受苦有益…
3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4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5 因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在结构上，3-5
在结构上
3 5 原来是很长的一句话，
原来是很长的 句话
 3、4 用了好几次的「一切」、「所有」
 4 点出了我们得神安慰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也就是「使我们」
 5 一开始
开始，其实有
其实有一个「因为」没有翻译出来
个「因为」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看到 第五节 的重点
不在于受苦、 在于安慰
不在于受苦、乃在于安慰

患难可以指外面的、内心的，走在这条天路上，
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患难 挑战
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患难、挑战，
神的安慰，就在我们所经历的当中，
带着鼓励 恩典 使我们重新振作
带着鼓励、恩典，使我们重新振作。
难道主的祝福只停在我们个人身上、到此为止吗？当然不是，
因为更可以借着我们的经历 遭遇 得着安慰的见证
因为更可以借着我们的经历、遭遇，得着安慰的见证，
去安慰同样遭患难的人。
教会里有 位新来姐妹，得了癌症，
教会里有一位新来姐妹
得了癌症
我立刻介绍另外一位姐妹跟她认识，得了她同样的病症，
经过医治，现在有很好的结果，让她们可以彼此了解，
让这一位过来人成为她的帮助、也成为她的激励。
从苦难当中所领受的恩典，不是只白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从苦难当中所领受的恩典
不是只白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基督徒的人生观、事奉观，不是只为自己、而是利他，
是为基督、是为他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 林后 保罗的神学观。


我们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因此 可 在我 的 切患难
因此他可以在我们的一切患难…
一4a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可以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
诗
诗六八19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看这一节经文 我们就领受许多的安慰
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就领受许多的安慰…
罗十五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我们在神、在主前面看到一些这样的描述，
更加强了我们对我们所信仰的
这位独一真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更深的一个感谢。
更深的一个感谢

一5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新译本 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
就是在基督所受的苦难上有分，
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一切所思、所行都是为主。
为我们是属主的人
切所思 所行都是为主
保罗在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个观念…
当主耶稣质问他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当主耶稣质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没有逼迫耶稣啊…
从耶稣的问话里就知道 –
逼迫属主的人、就是逼迫主，
多受基督的苦楚 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多受基督的苦楚、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
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的 生是属主的，所以靠着主、倚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的一生是属主的
所以靠着主 倚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从苦难当中重新得力。

一6 如果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如果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如果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原来受苦与安慰的主题，最后的目的是叫人得安慰。
每一件我们所遇到的，不是一个徒然的事，
 有的时候真的经历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很多时候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
但是回头 看 豁然了解 - 这是化妆的祝福！
但是回头一看、豁然了解
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共同的这样的体会。
保罗不断地在讲我们、在讲你们，
保罗不断地在讲我们
在讲你们
不断地把他自己跟信徒连在一起，
这就是团契 这就是教会生活
这就是团契、这就是教会生活。

腓二1b 圣灵有什么交通。
来十 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来十33
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名词，我们作在苦难当中人的陪伴者，
这就是彼此、团契的生活。
彼后一4 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
来十三16 行善和捐输的事。
讲的是物质 就是捐输那个字 也是团契
讲的是物质，就是捐输那个字、也是团契。
所以彼此、同、团契，
这个主题在这里提出来 到了 第四章 就更突显这个主题在这里提出来，到了
 把保罗受苦的观念
连在与基督 同受苦、与基督 同作王
连在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作王
 与基督合一，
督所有 那
，
就必须要经历基督所有的那一切，
包括苦难、还有荣耀。

一7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保罗用了「同」这个字，是分享、是团契。
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彼此」：
真
神的话教导我们要
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
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
彼此劝慰、彼此关顾、彼此相助、彼此建立，
不要彼此相恨 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不要彼此相恨、不要彼此相咬相吞，
这一切指的就是我们的团契生活。
团契指的是与神相交、与人相交，
团契指的是与神相交
与人相交
共同分享基督的生命、以及在基督里的一切；
因此这个字 它有共有 共享的意思
因此这个字，它有共有、共享的意思。
不但是像前面所说的：
彼此 我们只是在生命层面的建造；
彼此，我们只是在生命层面的建造；
它也指的是在物质方面的捐助、帮补。

表面上，保罗为着自己在患难中得着神的安慰来感谢，
实际上 他的受苦在对哥林多人的事奉上是有帮助的
实际上，他的受苦在对哥林多人的事奉上是有帮助的。
他的经历与古今信徒的经历
都是奠基在「属神的人」的关键上 –
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经历与主一样的经历。
保罗因为基督的缘故作人的仆人，这是保罗的事奉观，
保罗因为基督的缘故作人的仆人
这是保罗的事奉观
深深影响传道人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作雇工的观念，
那是牧人 牧人与信徒是生命的连结
那是牧人，牧人与信徒是生命的连结，
牧人自己所遭遇的、所领受的，
成为他服事弟兄姐妹的学习 经历 分享 榜样
成为他服事弟兄姐妹的学习、经历、分享、榜样。
这样的观念在 林后一、四、十一章 都有，
罗马书第八章 得着充分的诠释。
得着充分的诠释
腓三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 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一8-11 保罗说：他靠着神终于能够得救的，

这是他过去的经历。
这是他过去的经历
一8-9a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这是保罗在亚西亚主观的感觉，
没有明言是什么样的事件，
哥 多
但是他假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知道的…
一9b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这是保罗从这个苦难事件当中所学得的功课：
这是保罗从这个苦难事件当中所学得的功课
安慰是他对信徒的心，
倚靠是他对神的态度、或服事的态度，
 他靠着神的大能 因为这一位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倚靠神的恩惠，因为知道神是乐意施恩与人的

从旧约到新约，救恩都不是纯粹只有灵魂的救恩的，
的确是神在苦难世界里去拯救保罗 让他脱离苦难
的确是神在苦难世界里去拯救保罗、让他脱离苦难，
所以保罗说：他过去是这样，保罗相信他将来还要救，
神是 直在拯救着神的儿女的
神是一直在拯救着神的儿女的。
一11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用死亡的角度来看救恩，最后一定会带出赞美、感谢，
我们在当中能做的是什么呢？只有祷告！
我们在当中能做的是什么呢？只有祷告
不是只有保罗的祷告、而是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祷告。
神答应信徒祷告的目的 有两个许多人
神答应信徒祷告的目的，有两个许多人…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保罗体会个人的经历
绝对不是他自己的事 而是与他的事奉有关
绝对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与他的事奉有关，
看重的是哥林多人在祷告上与他同工
 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就是许多人的代祷、所得着的恩典

一10a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从圣经的角度要了解苦难，必须从死亡的角度来看：
苦难是一种死亡的经历、带着死亡的阴影，
 诗篇里充满着从死亡的角度来理解苦难
 一8-11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呈现，在神学上也是如此
从死亡来理解苦难有个帮助，界定苦难的基本性质 苦难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是死亡的呈现，
当人体会到这点时 就可以跟着谈救恩 谈拯救
当人体会到这点时，就可以跟着谈救恩、谈拯救。
一10b 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按照原来的意思，不能够分成以前、现在、将来，
有人用来讲神的救恩三段论，是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呢？这个救都是未来式的救，
新译本而且他还要救我们，
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
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
这个拯救所指的就是拯救保罗脱离苦难…

谢谢神与我们同在，
时刻拯救我们，
在各样患难当中
把我们拯救出来。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