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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成书‧要旨
哥林多前后书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一些事情的发生与这卷书的写成非常有关联。
一些事情的发生与这卷书的写成非常有关联
主后 50 年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建立的，徒十八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建立的
当时保罗年约五十岁。
在哥林多逗留了十八个月，
与百基拉 亚居拉夫妇同住
与百基拉、亚居拉夫妇同住，
以兼职制造帐棚来维持生活、
支持自己的传道工作。
支持自己的传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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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 52 年

保罗第三次传道抵达以弗所，写成哥林多前书。
在之前，曾与哥林多教会有过两次接触：
 短暂访问哥林多，
短暂访问哥林多
为要打击反对他的势力、纠正教会内的罪行，
发现问题但没能立刻处理。
发现问题但没能立刻处理
书信中多次提到「第三次」
访问哥林多教会 林后二1
 提到先前写的一封信 林前五9
 心里难过痛苦的写了另一封信林后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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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传道旅程期间，
保罗在以弗所进行三年的服事工作，
保罗在以弗所进行三年的服事工作
满有成果，
也有非常多的患难

保罗各地旅行传道事奉，心系所建立的教会。
离开以弗所后，来到特罗亚。林后二12-13
在特罗亚可能病倒，「至暂至轻的苦楚」林后四17
往马其 开展传
往马其顿开展传道工作；与哥林多教会继续有消息往来
； 哥 多教会继续有消息往来
提多从哥林多来到马其顿，
带来好坏参半的消息：
 哥林多教会的灵命复兴
 教会问题仍未解决

主后 55 年

在第三次旅程将结束时，
写了哥林多前书，
由提多送交哥林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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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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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共写了四封信给哥林多教会：

以弗所 → 特罗亚
↑
↓
哥林多 ← 马其顿

耶路撒冷 ←

建立教会
写罗马书

在马其顿，保罗写成哥林多后书，
提多将信送往哥林多教会

一. 林前五9提到的信
二.

哥林多前书

三. 林后二3提到的信
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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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主后 56 或 57 年之间
 写作地点：马其顿某地，可能是腓立比城
 受书对象：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林后一1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教会
面对非常多的挑战，
保罗用书信的方式服事教会

哥林多

亚该亚大部份地区
都面对到福音的挑战，
保罗期望众圣徒，
借着书信能够被建立、被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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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教导教义，给 实际的劝
一. 教导教义，给予实际的劝勉
二. 指示为耶路撒冷贫苦圣徒筹集捐款的事 徒九
三. 鉴于哥林多教会内某些人的错误指摘，
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身分作进一步辩护
 一–七【见证与教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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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与特色：
不同的目的、主题，有不同的风格变化
章

目的

写作风格

1-7

见证与教义性

8-9

实用性

以牧人身分
向群羊说话时 语
向群羊说话时，语
调温和、从容

10-13

护教性

语气
对得罪他的人：
饶恕、和好、感恩
充满自信：了解信
徒间有帮补的意念

 八–九
八 九【实用性】
 十–十三 【护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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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
 荣耀与羞辱
 忧愁与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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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与死亡
 严厉与温柔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竭尽所能的为主而活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竭尽所能的为主而活，
否则就不是真正属神的生命。
为灵魂、福音焦急忧虑 ─
在 帝 前必能得着安慰
在上帝面前必能得着安慰
愿为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 ─
必能经历从神而来荣耀的盼望

为使徒身分申辩时，
运用强而有力的语
句 滔滔 绝地讲论
句，滔滔不绝地讲论

雄雄辩证：为服
事 挑战辩论
事、挑战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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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书与后书的比较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客观事实及实际教导

主观及个人化的劝勉

洞悉初代教会的特质

洞悉保罗的性格及工作

审慎的教导教会次序

令人感动的见证个人表白

警告要防备异教的影响

警告要防备犹太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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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说不尽的恩赐来看保罗的服事
 服事中有患难
有安慰 – 从神而来的恩赐
 使徒经历苦难
得到上帝的帮助
 教会遇见挑战
愿意互相帮补、显明恩赐
 面对受苦的情境
上帝有说不尽的恩赐
看见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成为工人，有说不尽从神而来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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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卷书分为三大部份，信息交织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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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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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患难困境、不方便当中，
神的恩典成为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么吸引人的部份！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后十二9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不致于在困境过于悲观，
平衡的面对困境、谨慎的领受恩典、与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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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独特的经历

 一–七章 从以弗所到马其顿，过去曾经的服事，
从以弗所到马其顿 过去曾经的服事
原本要探访哥林多，但是还没去。
二14-七3 插句：讲述自己的福音事工
插句
自
音事

 逃往大马色
 遇见神、见到启示和异象
 他肉体上的
他肉体上的一根刺
根刺
 一生当中受苦的清单

八
八–九章
九章 现在要从马其顿到哥林多，
要把捐献的事办妥当，实际的指示

看见牧者的心怀 摸着传道人的心
看见牧者的心怀、摸着传道人的心

 十–十三章 第三次访问哥林多所要做的事，
第 次访问 林多所要做的事
忧虑教会有敌对的势力、反对福音的问题，
严谨的提到使徒的权柄，指责假使徒的服事

吸引深入研究的主题
 对比新旧之约 三章
 耶稣替我们成为有罪 五章
 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托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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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澄清、整理、归纳，给服事主的人很好的提醒
 有宝贝在生命的瓦器里 四7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四16
 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五1
保罗的人生观、价值观，
如何看自己的生命 死亡 患难 境遇
如何看自己的生命、死亡、患难、境遇
帮助我们学习不同的眼光：
 患难是带来祝福的钥匙
 外体的朽坏，使我们知道所要羡慕的

Click 左下角

谢谢耶稣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你的话语
谢谢耶稣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内里的深处 需要圣灵来光照
我们内里的深处，需要圣灵来光照。
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让我们愿意认识福音的好处、看见福音的真实与宝贵，
讨你的喜悦、被你称许，成为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我们可以建立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美好与有荣耀的盼望

问题思想

祷告

可以阅读解答

 保罗写作哥林多后书有哪三个目的？

感谢你成为我们里面的宝贝 祝福我们 常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你成为我们里面的宝贝，祝福我们、常向你献上感恩

问题思想
 保罗写作哥林多后书有哪三个目的？
一. 教导教义，给予实际的劝勉
二 指示为耶路撒冷贫苦圣徒筹集捐款的事
二.
三. 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身分辩解

 列出哥林多前、后书四方面的比较？
林多前 后书
较

 列出哥林多前、后书四方面的比较？
林多前 后书
较
哥林多前书
一. 客观及实际
客
实
二. 洞悉初代教会的特质
三 审慎的教导
三.
四. 警告防备异教的影响

一.
二.
三
三.
四.

哥林多后书
主观及个人化
个
洞悉保罗的性格及工作
令人感动的见证
警告防备犹太教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