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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第 4 章 

背景说明 

從前富有的人，常常把他們的寶貝藏在瓦器裡面，然後再把整個瓦器埋在地底下。保羅借用這樣的事，

作為一種比喻的講法，說明基督怎麼樣住在信徒的心靈裡面。保羅和他的同工都為福音經歷過苦難，而

且他所受的苦難比別人更多。他既然能夠勝過那許多的患難，許多惡劣的環境，證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

於那住在他裡面的基督。正如寶貝放在瓦器裡面，不是瓦器有甚麼價值，乃是瓦器裡的寶貝才有價值。 

 

  一、作職事的態度——只將真理表明出來(1~6 節)： 

     1.不喪膽(1 節) 

     2.不謬講神的道理(2 節) 

     3.不蒙蔽福音(3~4 節) 

     4.不傳自己，只傳耶穌(5~6 節) 

 

  二、作職事的方法——顯明瓦器裏的寶貝(7~12 節)： 

     1.顯明這出於神莫大的能力(7~9 節) 

     2.顯明耶穌的生(10~11 節) 

     3.藉死亡發動生命(12 節) 

 

  三、作職事的信心——復活的榮耀(13~18 節)： 

     1.因信說話(13 節) 

     2.信心的内容 

a.知道信徒都必復活(4:14) 

b.凡事益人榮神(4:15) 

c.等候永遠榮耀(4:16-17) 

     3.总结 - 不顧念暫時的，乃顧念永恒的事(18 節) 

 

一、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4：1～6）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註/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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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講的人沒有把真理認識清楚，所

以講錯。二，是讲道的人雖然清楚明

白真理，可是不想按他所認識的來

講。故意牽強附會，迎合人的喜歡；

或歪曲真理来达到个人自私的目的。 

1. 怎样是“谬讲神的道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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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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指不信的人之所以不信，是被世界

的各種物慾、主義、虛偽的宗教、學

說、各種的偏見等，弄得不會分辨福

音真理的寶貴，也不明白救恩原理的

奇妙。他們留戀這世界的罪惡，醉心

於各種物慾的引誘，聽從魔鬼的試

探，以致他們心靈的眼睛瞎了，看不

見福音的真光。 

3. 指传道的人，不是单单忠心高舉基

督，而是自吹自擂在屬靈或者屬世方

面的成就。而一些沒有屬靈程度的信

徒，難免單憑外貌看人，很容易崇拜

那些很技巧地為自己宣傳的人。这样

的传道人就可能變成不是只傳基督，

而是在传自己的人了。 

2. 什么叫“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

眼”？（4:4) 

 

 

 

 

 

 

3. 什么叫“传自己”？（4:5) 

 

 

 

 

 

 

 

 

 

 

 

 

归纳综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忠心傳講真理，包括對內按真理造就信

徒，對外宣揚純正的救恩。保羅和他的同

工正是這樣把福音傳得完全而透澈，可以

成为一切事奉主的人的好模範。。 

 

应用  1.忠心傳講真理，就算別人在情感上反對

我們，或在畏懼惡勢力之下表面上拒絕我

們，但在他們良心裡，還是接受我們的。

今天我有多在乎别人如何在外表上对待

我，还是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不谬讲真理？

2.思想在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会不会有意

无意地宣扬自己的一些在学问，恩赐，灵

性等等方面的成就，而惟恐別人不知道？ 

3.基督徒怎樣才能向神向人覺得良心無愧

呢？ 

 

 

二、 瓦器裏的寶貝（4：7-12）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註/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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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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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脆弱的瓦器被破碎，瓦器里的宝贝

就显露了出来。神的大能能够胜过我

们一切的软弱。所以保罗虽然遭受各

样患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

了”，但在事工中却仍满有能力和權

柄，且充滿了基督耶穌的勝利。显示

出保罗胜过一切艰难险阻的莫大能力

是出於那住在他裡面的基督。 

2. 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常常站在像主

耶穌被人釘死的那一種光景。被人輕

賤，被世界丟棄，被世人看作是“世

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林前

4:11-13）。卻仍不断勇敢、忠心地

1. 为什么“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

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

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

亡”？(林后 4:8-9) 

 

 

 

 

2. 什么叫“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

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林后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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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模拟和

对比。 
傳福音。基督榮美的生命，就藉著他

們，在這看得見摸得著的肉身上顯明

出來。且保罗在這樣軟弱、卑微的情

形下，能够把福音傳遍了小亞細亞和

東歐，以致影響整個世界的歷史，拯

救了無數的靈魂，也實在顯明了耶稣

基督复活的大能。 

3. 在基督十字架救贖的工作中，祂不但

擔當我們的罪，也釘死我們的舊人。

當我們讓基督在我們身上作釘死的工

作時，我们的新人就能使別人因我們

得著生命的供應。聖靈就在他們的身

上運行作工，叫他們受感動得造就。 

 

 

 

 

 

 

 

3. 为什么“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

在你們身上發動”？ 

 

 

 

 

 

 

 

 

 

 

 

 
 

归纳综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本段保羅见证了他甘願為基督的緣故，常

被交于死地，但他一心相信基督的能力和

拯救。当他經历與基督一同釘死的時候，

基督那榮美的生命，也就顯明在他必死的

身上了。 

 

应用  思想我身上有没有帶著耶穌十字架僕人的

記號？当偶尔受到逼迫，非议或委屈的时

候，有没有覺得無力得勝，擔當不起，甚

至怨天尤人，不願意再走十字架的道路，

还是象保罗那样,在患难中更经历神的大

能,将瓦器裏的寶貝显明出来？ 

 

 

三、 復活的榮耀（4：13-18） 

观察 带领前的预备 讨论题目 备註/参考 

何人? 保罗，哥林多教会及亚该亚的众圣徒 本段出現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事件发生在何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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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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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信心知道信徒都必復活(4:14) 

凭信心凡事益人榮神(4:15) 

凭信心等候永遠榮耀(4:16-17) 

2. 保罗在一切患难中，不顾自己的安危坚

持传福音，为了要看見有更多的人領受神

的恩惠。神的救恩更加擴展，得救的人越

發增多的時候，就會有更多人獻上感謝和

把荣耀归于神。(参 林前 3:21-23) 

3. 今生外體所受的苦楚; 

神的救恩，屬靈生命的成长，在天国的奖

赏和永恒的基业。 

4. 正如約一 2:17 所说，“這世界，和其

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遠長存。”“所见的/暂时的”

是指物質界的一切；“所不见的/永远

的”是指屬天的一切。 

1.保罗凭信心说了什么话？（4:13) 

 

 

2.“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

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

神。”如何解释？（4:15) 

 

 

3. 什么是“至暫至輕的苦楚”，什么是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4. 什么是“所见的/暂时的”，什么是

“所不见的/永远的”？（4:18) 

 

诗 116:8-10 “ 主

阿，你救我的命，

免了死亡，救我的

眼，免了流泪，救

我 的 脚 ， 免 了 跌

倒。我要在耶和华

面 前 ， 行 活 人 之

路。我因信，所以

如此说话。我受了

极大的困苦。” 

 

来 11:1 信就是所

望之事的实底，是

未见之事的确据。 

归纳综合 
對神、對己、 

對人、對事物 

  在本段保罗下結論說，之所以不喪膽，是

因為有美好的盼望。為基督的緣故，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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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會衰敗，会因受各樣的逼迫、危險、

患難，一天比一天毀壞，但是由於這些患

難的鍛煉，卻使我們的內心日益更新，更

像基督的榮美，更向神真誠堅貞。 

应用  1.事奉的目的是為了叫父神得榮耀，這是

主的工人的最高情操。思想，今天我在教

会里的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有不够单纯的

原因吗？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吗？ 

2.信心產生見證。我們相信，所以我們傳

講。那是基督徒事工得力、成功的祕訣。

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自己真信吗? 對永

世中會得到的榮耀有保羅那么實在的感覺

吗? 

 

 

总结经训 

 

本章保羅展示了作为一個神的工人的人生观，讓我們在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上，找到了那維持我們不退后不丧

胆的秘诀。即报定只传扬真理的决心，在一切遭遇中经历主自己，让主的能力更新我们的生命，凭信心工作和

生活。这样，我们就能不顾及眼前的，不被任何屬地的所辖制，成为主忠心的仆人，得着那“極重無比永遠的

榮耀”。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在侍奉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工作无法进展甚至遭到破坏，或被弟兄姊妹误解甚至被无辜地冤枉，

或者因服侍的需要，而必须放弃一些世界上的机会和好处 ……? 在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你又

会怎么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