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第 2 章
背景
说明
羅馬帝國的將軍一生最高的榮耀，莫過於在戰勝敵國之後，引領得勝大軍進入羅馬城門。在
凱旋歸來之日，率領隊伍並俘虜進城，列隊遊行展示給國民觀看。在這種誇勝遊行中，有羅
馬異教祭司手持點然著的香爐加入遊行隊伍，邊行邊搖，發出馨香之氣。夾道歡迎的民众皆
可聞到。在隊伍中除了得勝歸來的大軍以外，還有戰利品與戰俘的行列。凱旋遊行過了以
後，軍人受賞，俘虜不是被殺，就是被賣為奴。對俘虏而言，香氣意味著由死亡進入死亡。
對那些得到自由、勝利的人而言，香氣則意味着由生命進入生命，以及随胜利而来的美好事
物。保羅借此表明他的心意，他愿意神的儿女们都把自己放在神的權柄下生活，带着基督的
馨香之气，走在得胜的道路上。
一、 ） 爱的快乐与忧愁 （二 1～4）
观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释

带领前的预备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哥林多
約主後五十七年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保罗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安慰，责备，劝勉，敦促，鼓励哥林多人
1. 是。因为保羅上次的訪問，曾不客氣
地指責哥林多信徒的過錯，令他們感
是什么意思
到憂傷；這裏的憂傷含有生出懊悔之
What?
意。(7：9)
2.
指哥林多信徒。保羅指望他們能憂傷
为什么这样
悔改，好叫他為他們而感到快樂。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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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註/参考

1.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
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2:1）是
否暗指之前保罗让他们忧愁过？
2. “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2:3)那
些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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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综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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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与哥林多教會在感情上是合一的。他
為教會靈性的墮落而憂心，為教會的復興
而快樂。他的憂愁與快樂，全在乎信徒靈
性方面的長進或退後。
思想我的快樂與憂愁有没有跟基督的身體
聯結在一起？如果別的肢體快樂或憂愁，
長進或退後，我會像保羅那樣為他們快
樂，為他們擔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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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赦免受责罚的人（二 5～11）

观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释

带领前的预备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哥林多
約主後五十七年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保罗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安慰，责备，劝勉，敦促，鼓励哥林多人
1. 犯罪的人。
2. 为那人著想，不願叫那人覺得難堪，
是什么意思
和承受太大压力。
What?
3. 因为他已受了众人的责罚，而且已经
为自己的罪悔过，又怕他忧愁太过，
为什么这样
甚至沉沦。（2:6-7)
Why?
4. 1）不可姑息罪惡，對於不肯悔改的
有什么影响
人，教會應該加以懲罰。2）也不可過
Wherefore?
分的嚴厲，以致跌倒的人被責太重而
陷入絕望，自暴自棄。3）对于已經肯
字词原义、
说明背景、
悔改的人，就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上下文思
赦免和安慰。
路、因果关
系、模拟和 5. 意思是保罗的赦免是真實的赦免，是
因為基督已赦免了。保羅在主面光中
对比。
察知主的心意，為著教會的益處和建
造也願意赦免。
6. 教會中缺少赦免，仇敵就會趁虛而
入。撒旦的诡计就是毀滅和破壞。引
誘人犯罪，再控訴人，使其以爲無法
被赦免，以至陷入绝望的境地。造成
教會的虧損，又利用這些事去繼續擴
大對教會的傷害。引起各種憤懣不
平，使教會陷於紛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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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综合

保罗提醒教會赦免受责罚的人。因为虽然
同心不容納罪惡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對犯
罪者過於姑息或過份嚴厲，都不合真理與
愛心的原則。該公義的時候就執行公義，
該憐憫的時候就顯出愛心。若不這樣行，
撒但的詭計就得逞了。
人對待犯了過失的人，往往不是太過寬
大，就是责罚太過嚴厲。若責罚不是出於
愛心，就只不過是一種發洩而已。思想如
果我犯了错，我希望受到怎样的对待？如
果自己受到，或看到别人受到不公平的责
罚时，我又会怎么做？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应用

备註/参考

1. 是谁叫保罗和众人忧愁？（2:5)
2. 为什么保罗只说“有几分”忧愁？
(2:5)
3.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不是说要责罚那人
吗，为什么又要赦免他呢？
4. 教会应该如何按真理來處理犯罪的信
徒？

5. “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
你们赦免的。”是什么意思？（2:10)
6. 撒旦的诡计是什么？（2:11)

三、 显扬基督的香气 （二 12～17）

2 Cor 2

2 of 4

2009.05.01

哥林多后书
观察
何人?
何地?
何時?
何事?
何因?
如何?
何果?
解释

带领前的预备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哥林多
約主後五十七年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人不顺服保罗和他的事工
保罗為自己的事奉辯護
安慰，责备，劝勉，敦促，鼓励哥林多人
1. 指信徒由啟示而得到对主的认识，這
個認識，不是道理上的認識，乃是從
是什么意思
經歷基督而有的認識。并且將这种認
What?
識表明在世人中間，到處為主作見
證，散發福音的香氣。
为什么这样
2.
羅馬軍隊凱旋大遊行時焚香慶祝，香
Why?
氣人人皆可聞到。同样，得胜的基
有什么影响
督，他的荣光和恩典彰显给所有的
Wherefore?
人。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
沉沦。（提前 2:4；彼后 3:9）
字词原义、
说明背景、 3. 香氣對一般羅馬軍民來說，乃是值得
歡樂愉悅的氣息；但對那些列在遊行
上下文思
路、因果关
示眾隊伍後邊的敵國俘虜來說，卻是
系、模拟和
一種即將面臨死刑的訊號。同样，顺
对比。
从相信福音的人，接受基督在生命中
掌权，流露基督的生命和屬靈的豐
富。而听了福音仍顽梗拒绝的人要受
亏损，福音要作定他們有罪的根據(約
三 18)，他們的結局乃是滅亡。
4. 在基督里夸胜,显扬基督的香气，傳講
基督的福音。
配得作這事而无愧。
显然只有得胜的一方才配。而得胜的
一方就是那以主为元首为统帅，心存誠
實，在神面前憑著基督传福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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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综合

保罗順從基督的帥領，在他的行程中，無
論到甚麼地方，都留下得勝的經歷和美好
的見證。这也是他对基督徒事工的理想，
一個显扬基督的馨香，从胜利邁向胜利的
過程。
思想我身上有基督的馨香吗？我有在生活
中，在我所到之处，显扬基督的馨香吗？
我有把传福音的责任当成一项殊荣吗？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应用

备註/参考

1. 什么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
气”?(2:14)

2. 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
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
基督馨香之气”？（2:15)

3. 这香气如何能够叫人死；叫人活？
(2:16)

4. “这事谁能当得起呢” （2:16)“这
事”是什么事？什么叫“当得起”？
“谁”当得起？

总结经训
責備是比較容易的。但惟有象保罗那样對教會格外疼愛，甚至“心裏難過痛苦，多多流淚”的人，才配代表神
對教會有嚴厲的責備。因為這樣的責備，並非血氣的棄絕，乃是愛心的挽回。在哥林多前书保羅曾让教会把一
个犯了亂倫的罪人趕逐出去，以維護教會的純潔。現在保羅又一次提到這個人。他知道他們已施行管教，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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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已經痛悔自己的敗行。所以保羅提醒哥林多教会现在当作的是赦免他，再度接納他。因为在神的恩典中，
處理事情不是目的，把人挽回才是目的。

引题

( 引發思 考本 课 主 題 )

如果 有 参加 过 对抗 性 的比 赛而 大 获全 胜 ，当 时 的心 情如 何 ？有 没 有觉 得 很荣 耀？ 之 后是 不 是会 愿 意向
别人 提 起这 件 事， 甚 至分 享回 味 每个 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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