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第 12 章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世上有那些爱，是付出而不要求回报的爱？

背景说明
保罗为了证实自己的使徒身份，必不得已谈到了自己从主所领受的启示和异象，他为主耶稣所受无比的苦楚，
以及盖在他工作成果上上帝悦纳的印章。他宁愿自夸自己的软弱，顺服神，然而从神来的能力使他坚强。为主
受苦却有喜乐。保罗也拿出使徒身份的凭据，让哥林多人再次认清保罗的用心和诚恳，从而也显示出他对哥林
多教会的爱，像父亲般甘心乐意的付出而不索取回报。在本章结束前，他对于未悔改之人发出最后的呼吁，并
再次表明对哥林多人的期望。

本章架构
1.

2.

异象和启示

（12:1-10）

a.

保罗领受的显现和启示

（12:1-4）

b.

以软弱夸口

（12:5-6）

c.

刺和恩典

（12:7-9）

d.

以苦难为可喜乐的

（12:10）

使徒的凭据

（12:11-21）

a.

使徒的凭据

（12:11-12）

b.

对子女的爱

（12:13-15）

c.

陈说事实

（12:16-18）

d.

凡事为造就

（12:19）

e.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12:20-21）

查经内容
1.

异象和启示 （12:1-10）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何地?

哥林多

何時?

約主後五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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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何果?

安慰，责备，劝勉，敦促，鼓励哥林多人

解释
是什么意
思 What?

1.

讨论题目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11 章 16-18 节里，提到“乃是像愚妄人 1.
放胆自夸”，保罗知道自夸是无益的，
是愚昧的，可是为了唤醒哥林多人认
清保罗使徒身份，为了应付那些对他
诽谤的人，为了分别使徒与假使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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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保罗固然知道自夸无益还要自
夸，而且是不得已的？(12:1)

备註/参考

哥林多后书
为什么这
样 Why?

差别，他不得不自夸。
2.

有什么影
响
Wherefore
?
字词原
义、说明
3.
背景、上
下文思
路、因果
关系、模
拟和对
比。

这“人”实际上就是指保罗自己。第 6 2.
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
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
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
看见所听见的。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
启示甚大。。。”

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
人。。”这人是谁？(12:2)

「三層天」，代下 2:6 曾提到「天和 3.
天上的天」，而詩 148:4「天上的天和
天上的水」的講法。與本節保羅的見
證合起來，可見聖經以神所在的
「天」為第三層天，也就是超越宇宙
之上的天──物質界以外的境界，也就
是乐园。据推论，第一層天是物質界
的宇宙；第二層天，按弗 2:2 推想，
大概是指撒但現在所住的「空中」。
（取材自陈终道解经集）

什么是第三层天 third heaven (12:2)？
什么是乐园 paradise(12:4)？

4.

保罗把“自己”和“那个人”分别出来，
是因为避免为自己夸口。第 6 节“只是
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他受苦的经历（11 章）和乐园的经验
（14 年前），他从来没有拿来夸口。
现在不得已要说的时候，还是用一种
比较隐藏的说法。而且苦的经历和乐
园的经验，只讲过这一次，以后就没
有再提了。

4.

为什么保罗不说明是他本人，而用第
三人称呢？(12:2-4)

5.

保罗再一次把“自己”和“那个人”分别
出来。“那个人”因蒙了恩，而有这种
特殊的经验，应该感谢主、荣耀主，
从他的角度是应该值得夸口的。而他
“自己”呢？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除
了他的软弱以外，没有什么值得说
的。

5.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什
么意思? (12:5)

6.

这“刺”是加在保罗“肉体上”的---可能
是疾病（加 4:13-15;6:11）；是“撒但
的攻击”---神允许的磨炼；“免得保罗
过于自高”---来反复提醒保罗谦卑，并
管制他的骄傲和自负。

6.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
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
高。”加在保罗身上的刺是什么？
(12:7)

7.

第 9 节“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 7.
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
没有答应把刺拿掉，却应许赐下足够
的恩典，让他能胜过刺所带来的苦难
和痛楚，也要在他软弱的身体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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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三次求主拿掉这刺，主怎么说？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这话怎解？(12:8-9)

哥林多后书
明神无比的能力。人如果谦卑承认自
己的软弱，神将会加倍添加力量来显
明祂的能力。所以保罗宁可为他的软
弱而夸口，而不为所领受的异象和启
示夸口。
归纳综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应用

感谢主，祂是听祷告的神，祂知道我们的
软弱，祂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也谦卑
领受神应允加在我们身上的“刺”，好叫我
们不骄傲自负，免得我们过于自高而堕落
（正如撒旦）。承认我们的软弱，求主加
添力量和安慰。让神在我们的软弱里，彰
显出祂的能力和荣耀。在苦难中满有主的
喜乐！
第 7 节“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 在我们身上（或者服侍上），主是否也容
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
许有一根“刺”呢？这“刺”是什么？我们怎
高。”
么来胜过？
第 10 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 在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中，怎
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 么还会有喜乐呢？请分享。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2.

使徒的凭据 （12:11-21）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何地?

哥林多

何時?

約主後五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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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何果?

保罗安慰，责备，劝勉，鼓励哥林多教会

解释

1.

是什么意
思 What?
为 什 么 这 2.
样 Why?
有什么影
响
Wherefore
?
字词原
义、说明
背景、上 3.
下文思
路、因果

讨论题目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保罗在这里再次强调 11 章 16-18 节 1.
里提到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胆自夸”和
12 章 1 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
不得已的”。
保罗的“百般的忍耐”---为了主的缘故
所受的苦难和痛苦，和在他们当中所
行的“神迹奇事异能”---例如保罗叫行
法术的以吕马眼瞎的神迹（徒
13:11），在大马色路上的奇事（徒
22:6）等，来显明他是使徒的凭据，
这都是哥林多人亲眼在保罗身上看到
的

2.

“不累着你们”意思，是保罗在哥林多 3.
传福音，从来没有要求过和拒绝哥林
多教会的供给（11:7-9），却被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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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保罗说他被强逼成了愚妄人
呢？(12:11)

保罗用什么凭据，来提醒哥林多人他
使徒的身份？（12:12)

保罗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
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
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

备註/参考

哥林多后书
关系、模
拟和对
比。

说他使诡诈，用心计牢笼哥林多人
(12:16）。保罗请他们饶恕，但这句
话对哥林多人来说，却是反面责备的
话，叫他们惭愧。父母亲为了儿女所
做的一切牺牲，得到的却是无情的诬
蔑和毁谤，对保罗来说，这是非常痛
心的。“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
少得你们的爱吗？”（12:15）

吧。”是什么意思？（12:13)

4.

保罗不但没有占他们的便宜，他所打 4.
发出去的提多和其他同工，也没有占
哥林多人的便宜。除了在属灵方面帮
助信徒之外，别无他求。（12:1718）

保罗怎样证实他们不是诡诈的？不是
在占哥林多的便宜？

5.

我们做事，不是同一个圣灵引导吗？ 5.
不是同走一条路吗？

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
是一个脚踪吗？（心灵或作圣灵）。
（12:18）

6.

这些“怕”是担心的意思。1.“怕”---担
6.
心哥林多信徒没有像保罗希望的真实
悔改，而导致保罗来时是责备多于喜
悦的相聚。2.“怕”---担心来自内忧、
外患和罪恶所造成的破坏。3.“怕”--担心哥林多信徒不肯悔改，受神的责
备而蒙羞。所以，他就“忧愁”。

7.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 7.
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
话。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事，都是
为造就你们。”---凡事为造就
（12:19）

保罗在 20-21 节里用了那 3 个“怕”？
是什么意思？

保罗写这么多是为什么？“辩护”还是
“造就”？

归纳综合
對神、對
己、
對人、對
事物

使徒的凭据---百般的忍耐，神迹奇事异
能！
对子女的爱---付出而不要求回报的爱！
用事实说话---言行是否一致？
凡事为造就---是否造就兄弟姐妹？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以神的忧愁为我们的忧
愁！

应用

作为这个世代的“使徒”，我们应该有怎样
的心态和凭据？

总结经训
从这章经文里，我们看到保罗严厉却真诚，属灵丰富却谦卑，愤恨却带着慈爱，痛心却带着包容，忧愁却在主
里蒙恩，软弱却在主里刚强，责备中带着造就，在苦难中却有喜乐，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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