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第 8 章：甘心奉献 

背景说明 

神的仆人(使徒)是神為建立基督的身體而賜給教會的。他們的服事不是為了一個地方的教會，而是為了眾教會。他們

的功用不是只在一個小範圍中顯出供應，而是供應整個基督身體。哥林多後書第八章一方面提供一些有关財物奉獻的

教导，另一方面也指出聖靈是要藉对財物奉獻的學習，叫人看見『眾教會』的需要，也就是說，地方教會與地方教會

之間是需要彼此交通，和彼此扶持的。以及在处理教会的财物时，所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 

  

第 8 章主题: 甘心奉献 

分段 

一．稱讚馬其頓教會（8:1-5） 

 １．捐獻是神所賜的恩（8:1） 

 ２．在窮乏中的捐獻（8:2） 

 ３．盡力的捐獻（8:3） 

 ４．請求給予捐獻的機會（8:4） 

  ５．先把自己獻給主（8:5） 

  

二．勸勉哥林多信徒（8:6-12） 

 １．怎樣勸提多（8:6） 

 ２．怎樣勸哥林多信徒（8:7-8） 

 ３．基督的榜樣（8:9） 

 ４．當照「願作的心」辦理（8:10-12） 

  

三．解明主內相通之理（8:13-15） 

  

四．介紹三位代表（8:16-24） 

 １．提多（8:16-17） 

 ２．一位弟兄（8:18-21） 

 ３．另一位弟兄（8:22-24） 

  

一．稱讚馬其頓教會（8:1-5）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注/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地? 哥林多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安慰，责备，劝勉，敦促，鼓励哥林多人 

解释 1.就是他们在患难中，仍有满足的快乐；在1.什么是「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8:1)   



  

是 什 么 意 思

What? 

为 什 么 这 样

Why? 

有 什 么 影 响

Wherefore? 

字词原义、说

明背景、上下

文思路、因果

关系、模拟和

对比。 

极其穷乏的时候，仍旧乐意捐献。（8：1） 

 

2. 因为在保罗看來，願為神的聖工奉獻，

不是個人的偉大，而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

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从神领受. 

(林前 4:7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

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3. 他們把能夠奉獻錢財給別的聖徒使用，

看作是一種很難得的權利，惟恐错过機會。

所以再三地求保羅，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

恩情上有分。 

 

4. 因為他們先把自己獻給了主。他們追求

過一個真正完全奉獻的生活，一切所想所求

的，都是為著主的利益。這樣當他們想到別

的聖徒有需要時，就盡力幫助他們。 

 

 

2.为什么这些是神赐的恩？(8:2) 

  

  

  

  

  

  

3.为什么馬其頓眾教會再三请求保罗給予

捐獻的機會?(8:4) 

  

  

  

4. 為甚麼馬其頓的信徒能夠這樣奉獻呢？ 

  

  

  

  

  

  

  

 

 

太 6:20 只要积

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

咬，不能锈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

来偷。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物 

  因为馬其頓教会追求成为一個真正完全奉

献给神的教会，所以在奉献的事上，他们能

够不仅是按着自己的力量，而且是过了自己

的力量去行；不仅是甘心乐意，而且是再三

请求，唯恐失去机会。凡歸附神领会真理的

人，也必愿意甘心把錢財歸神使用。 

  

应用   一個愿意全人奉献的人，必定樂意奉獻錢

財。奉獻錢財是神对我們信心的一種考驗，

看我們到底是不是愿意過完全奉獻的生活。

请分享自己在钱财奉献上所持的态度。是甘

心的还是勉强的?学了本段，你是否愿意在

奉獻錢財的功课上开始学习？ 

  

  

二．勸勉哥林多信徒（8:6-12）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注/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地? 哥林多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保罗安慰，责备，劝勉，鼓励哥林多教会 

解释 

  

是 什 么 意 思

What? 

为 什 么 这 样

Why? 

有 什 么 影 响

1. 因为真正考驗人愛心的，不是只在接近

我們的人之中表現我們的慷慨，更重要的是

對遠方無力報答我們的弟兄，顯出我們樂意

的奉獻。 

 

2. “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

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8:8）

1.既然哥林多人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

和对待使徒的爱心上都显出满足,为什么保

罗还要他们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

足来?(8:7) 

 

2.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稱讚馬其頓教會,是为

了向哥林多教会施加压力吗？(8:8) 

  



Wherefore? 

字词原义、说

明背景、上下

文思路、因果

关系、模拟和

对比。 

雖然保羅勉勵哥林多人，在奉獻的事上不要

落後，但保罗不是命令他們一定要照做。而

是把馬其頓人的愛心，和哥林多人的愛心比

較一下，让哥林多人检验一下自己的愛心到

底實在不實在。 

 

3. 耶稣放弃了在天上原有的榮耀、尊貴、

權能，道成肉身取了奴僕的形像来到世上，

完全倒空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

我們可以在基督裏得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

氣。保羅是要藉基督為我們完全捨棄自己的

榜樣来提醒哥林多人,叫我們知道自己也有

責任在物質上為別人捨棄，使別人得著福音

的好處。 

 

4.因为哥林多教會和馬其頓教會在靈性上

是不一樣的。哥林多人起了奉献的心意已經

有一年，還沒有完成，很可能他們中間有一

些人有點為難。而且神所悦纳的是甘心樂意

的奉獻，而不是勉強的答應。所以保罗让他

们照着所有的去办。（腓 3:16 然而我们到

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3. 林后 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

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句话

如何解释？保罗为什么突然在这里提到基

督的恩典?(8:9) 

  

  

  

 

4.当马其顿教会的奉献已“过了自己的力

量”,保罗却让哥林多人“照他所有的，并

不是照他所无的”奉献,这是为什么呢?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物 

  財物奉獻的屬靈價值和真實意義，乃在表明

基督的原則，活出耶稣的模型。主耶穌本來

富足，卻為我們成了貧窮；并且实在是为了

我们的缘故，完全把自己献上。但愿今天神

也赐我们象耶稣那样肯为别人牺牲的心。 

  

应用   1.按这樣的原則，察看我的内心愿不愿意为

别人牺牲自己的好处？如愿意的话，我可以

为别人牺牲什么？或者我已经为别人牺牲

了什么? 

2.若只將自己多餘或不要的給人，就不是奉

献，而是施捨。上一次我拿出财物的时候，

是在奉献呢？還是在施捨呢？ 

  

  

  

  

  

三．解明主內相通之理（8:13-15）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注/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地? 哥林多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保罗安慰，责备，劝勉，鼓励哥林多教会 

解释 

  

是 什 么 意 思

1. 舊約以色列人如果多收了嗎哪，就得把

多收的分給人，否則剩下的嗎哪也是會發臭

的。我們在養生的需要上也如此，有餘的人

1.保罗所说的“均平”是怎样的？是平均分

配的意思吗？ 

  

出 16:17-20 



What? 

为 什 么 这 样

Why? 

有 什 么 影 响

Wherefore? 

字词原义、说

明背景、上下

文思路、因果

关系、模拟和

对比。 

有責任去補那些不足的人。保罗所说的『均

平』乃是神在教會中處理經濟的原則，不是

強制方式的平均分配，而是自願的『互補長

短』。 

 

2. 因为“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

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

的不足”。神让我们经历有余和不足，是为

了让我们分别在不同的时候学習照顧那不

足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承担用爱心帮补别

人的责任。 

  

  

  

  

 

2. 既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均衡, 即“多收

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那么为什么神有時会使這人不足，那人有餘

呢?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物 

  各个教会在主內都是相通的，属于同一个基

督的身体。保羅自己雖然沒有接受哥林多教

会的供給，但哥林多人卻不能在帮补肢体的

功课上沒有學習。所以保罗盡力向他們講

解，信徒在財物需用上必须互相濟助，为要

均平，这原是神的本意。 

  

应用   以均平的原则来检查我们的教会，富足的幫

補有缺欠的肢体，这个功课我们学得如何？

不仅是在本教会以内，对其他的教会或宣教

团体的需要，我们愿意用爱心来补他们的不

足吗？ 

  

  

四．介紹三位代表（8:16-24）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注/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何地? 哥林多 

何时? 约主后五十七年 

何事?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何因?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如何? 保罗为自己的事奉辩护 

何果? 保罗安慰，责备，劝勉，鼓励哥林多教会 

解释 

  

是 什 么 意思

What? 

为 什 么 这样

Why? 

有 什 么 影响

Wherefore? 

字词原义、说

明背景、上下

文思路、因果

关系、模拟和

对比。 

1.提多: 殷勤;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8:16-17) 

一位弟兄: 在福音上得了眾教會的稱讚; 他

也被眾教會挑選。(8:18-19) 

另一位弟兄：在许多事上被屡次试验过；因

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8:22） 

  

2. 指他為福音所做的工作和見證，包含了

一切他為福音所付上的代價。因为他在福音

事功上的忠心，所以被教會所信任所挑選。

一個人對於福音的事工是否忠心，可以衡量

他對其他的事情是否忠心。在福音的工作上

有忠心的人，必然關切神家的事。這樣的人

來辦理捐獻的事，他就會以為神家利益籌算

的態度來處理。但如果他只是關心世界的事

或關心他個人的前途，在處理神家的錢財

1.保罗所派遣去哥林多教会的三位弟兄分

别有什么特点？ 

  

  

  

  

  

2. 在福音上得了称赞是什么意思？这与他

被挑选收取捐银有什么关系？ 

  

  

  

  

  

  

  

  



時，也就可能有徇私利己的成分了。   

  

3. 經管錢財很容易引起人的猜疑，必須盡

量避免給人可挑剔的把柄。雖然使徒保羅和

提多，都是教會所信任的。但發起這慈惠事

的主事人是保羅，而提多是保羅的親信。保

羅要在他的親信之外，另由教會派出大家所

信任的人跟提多一同處理大數目的捐款。

（8:20) 

  

  

 3.为什么要派这样的三人小组来收取捐

银？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物 

  保罗通过介绍被派去收取捐银的三位弟兄，

教导了一些教會在處理公款的事上該有的

原則：怎样的人可以被委托来处理公款，以

怎样的方式处理。结论是光明的事，也要很

謹慎地做。凡是關乎神也關乎人的事，不但

要行在神的面前，也要行在人面前，不让人

有可怀疑或可批评之處。 

  

应用   1.信主以来，我在福音的工作上有忠心吗？

我热心，殷勤，在试验中站立得住吗？根据

保罗所介绍的那三位弟兄的特点，我现在是

一个可以被教会托付重任的人吗？我该如

何成为这样的人呢? 

2. 当处理一些關乎神也關乎人的事的时

候，我的态度是大大咧咧还是谨慎小心的？

如果因为是光明的事，就不管是否会给人留

下批评的机会，这种态度正确吗？ 

  

 

全章应用 

我们既然在本章学会了在财务上奉献的原则，又学到在教会中应如何来处里众人的奉献，我们是否愿意现在就开始在

小组中操练财务上奉献？并祷告寻求如何来使用这些奉献，帮助本小组、本教会、其他教会或宣教团体、及社会中有

需要的人？ 

 

总结经训 

在本章保罗表扬了马其顿教会，又通过基督甘心牺牲的榜样，鼓励哥林多教会积极奉獻。接着保罗讲解了主内相通，

各教会须互补长短的道理。最后介绍了准备去收取捐银的三位弟兄，说明了一些教会处理公款的原则。通过这些教导，

保罗帮助弟兄姊妹们更深地认识主和主的心意。因为能有機會為主的工作奉獻錢財，不是虧損，实在是神的恩典。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主的教会奉献过财物吗？我是以什么方式奉献的？奉献时我是怎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