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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第 7 章：福音执事的安慰 

背景说明 

在七章以前，保罗描写在事奉主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的苦难，但作为神的仆人，神是会赐下喜乐与安慰的，并且指

出一个照主心意服侍主的人(福音的使者)，是大有荣光的(见 3:9, 18)。这种喜乐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人若认识了神

的恩典，享用过祂不尽的丰盛，他们的心就越发不爱慕属地的享受与福乐。他们的生活虽是在地上，实际上却活出天

国子民的荣耀。世人不能了解他們的感受，不知道属天的喜乐与安慰，只能将眼光注视在物质的报酬和满足，他们不

认识神，更不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我因你們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7：4）”

当主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被主宝血所救赎的人）愿意行出神心意的事、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在保罗（神的仆人，

福音的使者）的眼中，这就是神赐给他的安慰，是他在患难中的大喜乐。以神为乐和观看祂的作为，这是神仆人的享

受。 

分段 

一．真诚的劝告（7:1-4） 

 １．洁净自己（7:1） 

 ２．要心地宽大（7:2） 

 ３．保罗的关切（7:3-4） 

二．争战中的安慰（7:5-12） 

 １．在马其顿的困境（7:5） 

 ２．丧气中得安慰（7:6-7） 

 ３．劝告者的忧与喜（7:8-9） 

 ４．没有后悔的懊悔（7:10-11） 

 5. 显明哥林多人的热心（7:12） 

三． 因提多受礼遇而得的安慰（7:13-16） 

  

一．真诚的劝告（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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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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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洁净自己 

- “这等应许”（参 6：7）： 

以赛亚的话，字面是对以色列人所说，也

是对信徒所讲。只要我们离开罪恶，神就

住在我们中间，作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当

过圣洁的生活。“洁净自己”—“除去身

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即无论是行为（身

体）上的罪还是心思里隐藏的罪，我们都

当认罪悔改而得洁净。 

- “敬畏神，得以成圣”： 

信徒在基督里已经是成圣的(来 10：10)， 

既然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就该有跟成圣

的地位相称的品德，在我们生活上也应竭

  

问题：“这等应许”是什么应许？ 

  

  

  

  

  

  

  

问题：如何理解此处的“成圣”？ 

  

  

  

  

  

  

  

  

  

  

  

  

来 10：10-我们凭

这旨意，靠耶稣

基督只一次献上

他的身体，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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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持守圣洁。这样成圣的恩典，在我们身

上才能渐趋完满（perfecting holiness）。 

  

7:2 要心地宽大 

保罗虽然说了些话让哥林多人难堪，但却

是为主的缘故而说，不是随便发泄怒气；

他和同工在生活为人方面，也没有亏负人

的地方，所以哥林多人该因着他为人的清

洁公正而收纳他们，不该只因他们说了责

备忠告的话，就把他们当成外人。 

  

7:3-4 保罗的关切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从保罗的劝告中，可见他与信徒的关系

之深，就像是血肉同胞，所以信徒受了他

的责备，还是觉得很快乐。因他们感受的

是父爱的劝责，而不是审判官的判罪。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

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 

保罗为他们夸口，是指他们接受劝告而悔

改说的。虽然他们有很多亏欠，但由于他

们的悔改，肯定保罗的话，就叫他大得安

慰。 

  

  

  

  

问题：为什么保罗要哥林多人收纳他们？ 

  

  

  

  

  

  

  

 思想&分享： 

保罗对信徒那份深深的爱—“爱之深，责之

切”，信徒也就是因着这样一份深深的爱，

才能够有着后来的悔改。 

当我们在给人劝勉责备的时候，是否也像保

罗弟兄一样有着这样一份真心关爱的心，愿

意与他们“同生同死”？还是我们只是扮演

着审判官的角色？分享保罗弟兄在这一点

上给我们的光照。 

  

  

问题：为什么保罗既当面指责而后又夸奖？ 

以成圣。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物 

  劝责人常要准备可能受反击，甚至被朋友看

作仇敌，然而一旦发现自己的劝告发生了效

力，看到自己的弟兄从错路上回转，那种安

慰和喜乐，只有用爱心劝告人的，才能深深

体会。 

  

应用   见以上“思想&分享”部分   

 

二．争战中的安慰（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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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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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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在马其顿的困境 

本节与下文 6 节连起来，可以知道这里讲

到的马其顿之旅，是记载在徒 20：1-6 中

的那一次，保罗从提多听到哥林多教会悔

改的好消息。 

  

  

7：6-7 丧气中得安慰 

  从这两节可见传道人有两方面的安慰： 

  1.因关心信徒而得安慰：保罗一直关心

哥林多信徒，当他知道哥林多人的改变

时，就大得安慰； 

  

  

  

  2.因信徒的关心而得安慰：哥林多人对

保罗的想念、哀恸和热心，成为他的安慰

和鼓励。 

  

  

  

7：8-9 忠告者的忧与喜 

-“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保罗恐怕自己前书所说太重，不知是否伤

了哥林多人的心，因而有些“懊悔”，如

今，因着得知他们的悔改，就不懊悔了，

因确知他的话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前书的话虽叫人难受，但却是“暂时”的，

对于他们的灵性到底是有益处。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保罗的欢喜，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受了责备

后，不将此看作是人的指责，而是神的责

备，并照着神所感动的，为自己的罪忧愁，

使他们的灵性得到复兴。 

  

7：10-11 没有后悔的懊悔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

懊悔来，以致得救”： 

  “以致得救”不是指灵魂的得救，保罗

并不是为哥林多人的灵魂灭亡忧愁，而是

针对他们过去的失败，希望他们在生活上

胜过罪恶而“得救”。 

-“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如果我们为自己的失败忧愁，却没有想到

应该回转向神，也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够我

  

  

  

  

  

  

  

思想&分享： 

1. 作为神的传道人（在职/全职）： 

我们的安慰来自何处？我们从身边的生命

开始悔改和翻转而大得安慰吗？我们在事

奉的时候能够体会为耶稣多救一个生命，或

是把偏行己路的人，带回神家中的那种无比

喜乐吗？要以耶稣的心为心！ 

2. 作为教会小组里的组员： 

对待我们的牧者，我们有那份像哥林多教会

对保罗一样的想念、牵挂和热心吗？还是我

们觉得他们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太

25：40-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

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问题：保罗曾经懊悔，现在却不懊悔，这是

为何？ 

  

 

思想&分享：忠言逆耳，人虽明白这个道理

却不易接受。我们当常常自省，神为何要藉

别人的口指责我们？是否因为我们已经多

次不理会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指责？ 

  

  

  

  

  

  

  

  

  

问题：如何理解“以致得救”？ 

  

  

  

  

  

问题：如何解释“世俗的忧愁叫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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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那就只是世俗的忧愁，对我们的灵

命没有益处，所以当“依着神的意思忧

愁”，回转向神。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

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的洁净的。” 

他们的忧愁，是合神旨意而可以蒙主宝血

洁净的。 

  

7：12 显明哥林多人的热心 

-“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

负的”： 

保罗的信不是要特别偏护是与非的任何

一方，乃是要哥林多人体会使徒的心意，

并顺服他们的教训。他的信把哥林多人的

态度显明出来，证明他们还是敬爱使徒，

愿意接受他的劝告的。本书常见此类解释

的话，可能保罗觉前书所说的话相当严

厉，如今哥林多人既然接受劝告，他有必

要加以解释，免得教会中的假师傅（11：

13-15），又利用机会毁谤保罗。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物 

  从保罗身上我们一再看见，他虽有爱心，却

不讨好任何人，且不怕得罪人、被人讨厌。

虽然这样，却得着更多人。因为那些受过责

备的，后来都知道他的好意，全是出于他真

诚的爱心，对他们有益，就更加爱他了。 

  

应用   见以上“思想&分享”部分   

  

三．因提多受礼遇而得的安慰（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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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

更加欢喜了”： 

  提多既是保罗的代表，若哥林多人因保

罗的责备起了反感，必然不会欢迎提多，

但他们却有礼热诚地接待提多，证明他们

真心接纳保罗的劝告。 

问题：为何保罗因提多的缘故而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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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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对提多夸奖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

惭愧…”： 

  保罗当面指责哥林多人的错，为的是要

挽回他们。但在背后向别人却提起他们的

好，这是保罗的美德，因哥林多人也有许

多好处。可以猜想保罗大概向提多预测，

哥林多人会顺从他的劝告。所以当他们果

然悔改，保罗就分外欢喜，便“觉得没有

惭愧”了。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

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愈发热

了”： 

哥林多人虽曾犯了很重的罪，可他们悔改

后，因为敬畏神，也就存敬畏主的心敬畏

提多，尽管他只是一个年轻人。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保罗所以能为他们放心，不是相信他们以

后不会再失败，而是知道他们会从失败中诚

实回转，这样的信徒纵然会失败，也可以放

心，因他们回转以后必然会更爱主。 

  

问题：保罗还没有打发提多去哥林多以前，

还曾经对提多夸奖哥林多人，既然这样，又

为何在前一书信中责备他们？ 

  

思想&分享：许多人当面只说好话，背后却

说人坏话，甚至可能是捏造的坏话，这跟使

徒待人的原则恰恰相反。耶稣说：“你们是

世上的光”，“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面

对我们身边的信徒们，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

们接受圣灵的光照，“凭爱心说诚实话”？ 

  

  

  

  

  

  

  

  

问题：保罗怎能在凡事上为哥林多人放心？

难道他们以后不会犯罪跌倒了吗？ 

  

  

  

  

  

  

  

  

  

  

  

  

  

  

  

  

赞美之泉：  真

实 的 悔 改 

http://www.music

sky.org/MusicPlay/

2/ccf9490f9a59bd

b4.Html 

  

  

  

归纳综合 

对神、对己、 

对人、对事

物 

  哥林多人所表现的态度，是信徒灵性的重要

关键。基督徒的灵性好不好，不只是表现于

胜罪方面，还表现于犯罪以后，是否诚实悔

改。信徒犯罪是可能的，可是犯罪以后是不

是接受责备，肯不肯回头，或是蓄意掩盖罪

恶，为自己抗辩，这可以测验一个信徒灵性

的程度。 

  

应用   见以上“思想&分享”部分   

  

总结经训 

从本章中，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信徒深深的爱，因为这份爱，他深深责备；也因为这份爱，他大得安

慰；在此我们实在看到神的好使徒在对待教会的信徒们存有何等的胸怀和负担，服事的里面包含了多少的真诚与爱心，

对于正走在服事道路上的你我都是极大的勉励。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只有“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才能在灵命上一天天长进。 

  

引题 (引發思考本课主題)  

你曾经“大胆”地指出弟兄/姐妹的问题或者错误吗？看到他们悔改后，你的感受如何？ 

             

 

http://www.musicsky.org/MusicPlay/2/ccf9490f9a59bdb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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