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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与哥林多后书： 写给处境艰难教会的两封书信

克雷格布隆贝格博士

克雷格布隆贝格博士是科罗拉多州
利特尔顿丹佛神学院的知名新约

一、简介和大纲

在本课中，我们将查考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正如
帖撒罗尼迦会众对保罗的回应，通过本书，我们将看到第一世纪
的基督徒教会是如何对使徒的信件做出回应的。

A. 一至九章

哥林多后书的前九章读来给人较为正面的印象，特别是与保罗第
一封书信中处理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相对比时，我们可以知道哥林
多人以正面积极的心态回应了保罗的命令，并且在与神同行的道
路上有实质性的长进。八至九章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与书信前半
段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1~4节所提，供
给耶路撒冷中贫穷圣徒的捐项有关。

B. 十章至十三章

保罗在十章至十三章所用的语气，与前面九章的大不相同，他的
语气突然由和蔼转为坚决，严厉地警告哥林多人必须拒绝混杂在
他们中间的假教师。哥林多后书中这三处截然不同的部分，引起
学者的众多假设，以期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鉴别学或
怀疑论的学者圈子里，许多人提出哥林多后书是早期基督教历史
中由多封书信集合而成的假设。

假如，上述的哥林多后书乃由不同书信集合而成的这一观点，被
接纳为可能的

话，有人甚至怀疑书信中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次序上的问题。例
如，有人主张十至十三章是写在哥林多后书与前书中间的一封书
信，那时哥林多人还未正面回应保罗在前书中的教导；但也有
人认为十章至十三章应保留在现在的位置，但却是一封写在一
至九章之后的信件：那时，保罗知悉假教师——犹太派基督徒
（Judaizers）——来到城中，再次给教会造成困扰。他们所教
导的内容与我们在加拉太书中讨论过的非常相似。保守的一派认
为，或许可以设想十至十三章是保罗在口述信件时，间隔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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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才写成的。在古代，口述信件，再由速记员或抄写员笔
录，是非常常见的事，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今天一些人写信时
也有类似的习惯——即使是亲自动笔，途中也可能暂且搁置，随
后继续完成。

哥林多教会在许多方面进步神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仍有一个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保罗需要向他们指出管理金钱的问题，这也
解释了一至九章的顺序问题；然而他在口述完成这些章节和最后
的结尾之前，从哥林多传来的新消息向保罗报告了他们的新问
题。

C. 二章14节~七章4节

然而其它问题依然存在，学者在分析经文时，发现其中的架构多
少有些脱节——哥林多后书二章14节至七章4节构成了离题的主
要部分。保罗之前谈及他的旅程，他正准备离开欧洲前往马其
顿，很快将再次拜访哥林多——这些信息帮助我们大体上确认书
信是写于主后56年，保罗的第三次宣教途中，那时他刚结束在以
弗所的三年服事。但这一讨论在二章14节突然打断，七章5节重
新开始，即使把这中间的整个部分移除，经文依然流畅连贯，仿
佛没有任何间断。

同样的现象出现在六章14节至七章1节这个较小的一个架构中。
如果说二章14节至七章4节称为保罗离题的主要部分，后一部分
则可称为他离题的次要部分。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讨论了信徒不
可与不信者同负一轭。同样的，这一小部分经文似乎与上下文并
无太大关系，即使删除之后，六章13节与七章2节仍然可以自然
衔接，如同中间从未有其它经文介入。

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早期基督徒在将不同信件合编为一这件事上
有多大的自由度，保罗书信 中这 些片段的衔接，导致一些人认为
哥林多后书是由许多书信合编而成的书信选集。但其他保守 派的
作者，尝试从字面来解释哥林多后书中各部分是如何联合的，尤
其是没有任何来自古代的经文 证据，支持哥林多后书中的任意部
分曾经单独流通过。

D. 扩展的通信

在我们对这些提议过度批评以前，必须提出一点事实，哥林多前
后书确实清楚地表明，在保罗和哥林多之间有比正典现存更多的
通信——包括口头和书面的通信。事实上，我们必须指出，在保
罗和哥林多人之间，至少由五封往来信件，即使现在还未能确定
是否有更多的书信存在。

哥林多前书五章9节简略地提到了保罗之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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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里清楚提到的信件显然已经丢失了。或许，这封信件没有
保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相较存留下来的信件而言并没有太多的
普世神学的重要价值。哥林多前书七章1节，我们前面已经略微提
过，保罗提到了哥林多人写给他的一封信；同样的，这封信也未
能保存下来，虽然我们通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后半部分对问题
的解答而重建原本信件中的问题。并且，哥林多后书二章4节和七
章8节所提到的严厉而使人忧愁悲伤的信件，令人很难相信这指
哥林多前书，很有可能是指另一封已经丢失的信件，信的收发介
于哥林多前书与后书之间。因此，现在的哥林多后书则成为了这
组信件中的第五封书信，也是保罗写給哥林多的第四封书信。假
如将十至十三章看作另一封书信，或是有别于上文提及的任何书
信，那么书信的总数也许会更多。无论如何，对于基督徒来说，
最具权威的还是正典所保留的信件，因此我们必须将哥林多后书
作为一封完整的书信来掌握内容。

二、大纲

有一种简要划分全部十三章的大纲，可分为 a-b-a 的简单架构。一
至七章是保罗的使徒宣教事工，这一部分以和蔼的语气写成。八
至九章是此信的中心要点，处理了哥林多教会最后一个重要的伦
理问题——即管理金钱的问题，这里指的是给耶路撒冷的奉献。
十至十三章，可视作平衡一至七章温和的语气而作出的刻意安
排，继续谈及保罗的使徒宣教事工，因涉及假教师，故语气较之
前更为严厉。

前面七章似乎同时包括了保罗离题的主要和次要部分，但一个更
深思熟虑的详细的大纲，或许说明这一稍显脱节的架构其实诉诸
于一个古代有名的修辞手法，在文学结构上能提纲挈领，同时
适用于口头和书面语，这一手法被称为交错配列法（chiasm 或 
chiasmus），即对调词序的平行文。最简单的结构是a-b-b-a 的形
式，但这一结构通常扩展为a-b-c-b-a，a-b-c-d-c-b-a，以此类推。
我们将提供一个大纲，并承认其中虽带有猜测成分，但或许可以
解释哥林多后书一至七章中，众多看似松散的文学架构，实际上
却是严谨的对调平行文。

三、关于保罗事工的解释（一1~七16）

A. 问安和感恩（一1~11）

保罗以“使徒的自荐”作为书信的开头，在介绍性的问安之
后，3~11节是保罗的例行感恩。在这一部分中，保罗引入一个之
后在他的信中，反复提到的重要主题：从基督徒的角度，阐述信
徒必须受苦的原因。提出这一话题，一则因为保罗身为使徒，亲
身经历了许多艰难；二是因为从基督徒生活和事工来看，哥林多
教会必须经历苦难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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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哥林多前书四章8节和随后的经文中，保罗用了自嘲挖苦的
言语，将自己作为一个漂泊的使徒和基督徒领袖所面对遭受的痛
苦、逼迫、羞辱、可耻的境况，与那些自称是哥林多的教会领袖
所认为的安逸和必胜主义的生活态度作了对比。

保罗随后在哥林多后书中用了一系列的观点来讲解这一主题，首
先提到的就是感恩。并且他在此提出基督徒必须受苦的第一个原
因，也是我们将在查考本书时重点强调的：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
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我们自己在遭受这些患难痛苦
的时候，可以同得安慰。

B. 动机之中的信心（一12~22）

书信的正文从一章12节保罗描述他对哥林多人的事工开始。他在
12~22节阐明了自己动机中的信心——他改变行程，并非反复不
定，而是为了要宽容哥林多人，免得他们若还没有正面回应之前
的禁令，又会因保罗的击打过于伤心忧愁。

C. 保罗的忧愁（一23~二11）

一章23节至二章11节间接提到保罗的忧愁是来自于哥林多教会
中被惩戒的人。在上一课中，我们曾提到，没有直接的证据显明
这人与哥林多前书五章中犯乱伦罪的是同一个人，但对于大多数
解经学者来说，这是极为可能的。保罗在此谈到的似乎是一个亲
身冒犯过他的人，但哥林多前书五章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细节描
述；假如保罗曾在使徒行传记载对哥林多的拜访之外，另外去过
哥林多——即此处所假定的，那么很有可能保罗与这犯罪之人曾
有过当面对质，但却未记录在案。但是，此人现已妥善回应，并
且保罗也鼓励他的复苏。这也提醒我们，开除会籍、断绝团契关
系，即使在基督徒教会最严厉的惩戒下，也绝非为了惩戒而惩
戒，而是希望借着刺激他们的理性，使人悔改，最终被基督徒团
契重新接纳。

D. 转往马其顿（二12~13）

随后，保罗在二章12~13节宣布他将要转往马其顿。从这里和七
章的相关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已经在路上了。他已经离开以弗
所，远赴希腊北部，并派提多在他之前赶往哥林多探听情况，并
热切盼望能与提多尽快汇合，从他那里听到好消息。但此时，他
记叙自己在旅途中尚未收到任何消息，故此他满心期待，继续匆
忙前行。

E.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活（二14~四6）

从二章14节开始，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保罗离题，但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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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他上文中评论的注释。他是一个行踪不定的宣教士，又在
等待与提多汇合的旅途中，这提醒了他另一种类型的旅途——被
强迫游行的战争俘虏，被铁链捆锁，囚于战胜方的城市；至少从
人的角度来说，他感到自己正像这些战败的俘虏；但从基督徒
的反合性来说，他却将之视为胜利的游行。当保罗在二章14节
至四章6节列举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生活的一系列对比时，他使用
了一种犹太人特殊的修辞手法，常称为联珠推理法（chain-link 
reasoning）。

这里的内容，并非西方的线性大纲所能轻易表述的，而是通过一
个关键词来概括保罗本段的思想和文字之主旨，自然而然地用我
们今天所称的“意识流” 引发相关词汇，将写作引导至下一主
题。当保罗启程前往哥林多时，他想起古代的巡回布道家总是随
身携带他们的推荐信，特别是当他们要前往一个新的地区时。熟
知他们的人可为他们的诚信提供担保、写下推荐信，以便那些还
不太认识他们的人传阅。保罗指出哥林多人并不需要这类推荐
信，因为建造他们的乃是使徒本人。而他就是那个首先建造哥林
多教会的人。对于关键字“信”，这个字首先指的是卷轴或文
件，保罗随后想到“律法之信”，他对比了那些一丝不苟的律法
主义者和旧约圣经中的精义因基督所赐的圣灵而带来的自由。

律法时代与圣灵开启的新约时代相比，后者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
版，使我们内里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保罗在此提到圣灵，促使他
接下来进一步讨论圣灵的事工。新约圣灵带来的荣耀，在程度上
与旧约相比有明显的区别。作为一个荣耀程度对比的具体例子，
保罗接下来想到当年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时，以帕子遮脸，免得
人们因他脸上炫目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但与新约相比，保
罗说这荣光是有限而且是渐渐褪去的。显而易见，他所想到的并
不是新约与旧约直接对照的事件，而更多地是象征性的荣耀分配
给基督徒的。

当人来到基督面前时，就不再在律法之下，就像从他们的脸上摘
去了一块帕子。这一连串的对比，很难用线性大纲来表达，但从
古修辞法的角度出发却很容易理解。这些都是谈到保罗事工中的
磨难、基督徒服事中的难处，但那将来的荣耀作为补偿，平衡了
这一切的苦难。

F. 现今的苦楚与将来的荣耀（四章7节~五章10节）

四章7节至五章10节对比了基督徒生活中现今的苦楚与将来的荣
耀。在此，保罗依次列举了基督徒可能遭受的最触目惊心的经
历，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看似几乎被击倒在地，但在神的保守
下，最终却不至缴械投降。四章15节总结了基督徒必须受苦的
第二个原因——让人晓得这使人胜过的大能乃是来自于神。当一
个人处于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抬头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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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如果他们的处境，在世人的眼光里没有任何理由值得高兴、喜
乐或值得庆贺之时，却不可思议地轻看环境、活出一个得胜的生
活，人们会留意并为他们喝彩。

接下来，五章的主题是将来的荣耀，这是新约圣经其中一段非常
重要的教导，关于最后的审判日信徒的复活，特别是从历史的角
度，教导了居间状态——即信徒在死后与基督再来、所有信徒身
体复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虽然他们与肉体脱离，但正如五章8节
所讲到的，他们与主同住。那时，他们仍有意识，在最后的复活
之前，虽然不具形体，但与耶稣同在。

G. 和好（五章11~21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1~21节组成了交错配列法或对调平行文法的核
心或中间部分，这里保罗谈到基督徒事工的核心。这几节的经文
主旨、经文特征都是以和好为主题——首先与神和好，其次与人
和好。和好，正如我们在加拉太书里讨论过的称义，在保罗那个
时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用来形容从前交战的双方现已化
干戈为玉帛。在此背景下，18~21节提到关键性的宣告，即耶稣
的替代贖罪使得这一和好成为可能。从这里开始，我们查考经文
的速度可以加快，因为哥林多后书的内容开始有所重复，虽然增
加了一些重要的命令，但迄今为止所谈到的主旨在下半段应与交
错配列法或对调平行文法的前半段平行。

H. 下半段交错配列法（六1~七16）

六章1~10节对比了现今的苦难和现今的荣耀；六章11节~七章4
节是另一组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对比，以基督与彼列（撒旦的别
名）作为区分。七章5~7节重新提及保罗的旅程，与提多的汇合令
他重新振作，提多传来好消息，哥林多人合宜且敬虔的忧愁，促
使那犯罪之人悔改（8~13节上），以及保罗对哥林多人在凡事上
放心（13下~16节）

四、圣徒的奉献（八1~九15）

八至九章，保罗接下来提出一个重大伦理问题，即作为同工，为
耶路撒冷收集奉献——此处阐明了数条基督徒奉献的重要原则，
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八章1~15节列举了其中的四项：
基督徒的奉献必须作为祭物献上（1~4节）；他必须全人降服于
基督之下，按服事所需来奉献（5~7节）；奉献必须出自真心
（8~11节）并且与收入相称（12~15节）。此处的原则，被今天
一些读者称为感恩的奉献。有意思的是，在新约圣经中并没有明
显的经文命令基督徒必须作十一奉献。因为信徒若极度贫苦，十



课程文稿 - NT224 哥林多前书与哥林多后书： 写给处境艰难教会的两封书信 

© 2022 Our Daily Bread University. 版权所有

哥林多后书－－敬虔之人如何面对不敬虔的教会

7 的 8

步骤 02 的 02

分之一对他们或许负担过重；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包括两
亿贫困潦倒的基督徒，无论从属灵或物质上的需要来说，小康或
富裕基督徒所奉献的十分之一又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12~15
节的原则主张人得的多，则应多考虑奉献给神的事工。

八章16节至九章5节强调保罗竭尽全力，使他们在奉献上的诚信
不因妥协而蒙受损失；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严峻的
主题。保罗在九章6~15节结束这段讨论，他提醒哥林多信徒，基
督徒奉献的奖赏，虽并不局限或主要来自物质上的奖赏，但属灵
的赏赐乃是人们因此颂赞神，这也体现在福音事工上。如果今天
的基督徒普遍能在使用金钱时，既一丝不苟，又能慷慨大方、富
有怜悯之心，毋庸置疑，福音事工必定因此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很可惜的是，许多人向钱妥协，因此使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也
遭受毒害。

五、保罗对他使徒职分的辩护（十1~十三4）

A. 保罗反对假教师（十1~十一33）

最后，十至十三章，保罗把焦点对准哥林多那些新来的假使徒和
犹太派基督徒。虽然这几章里，保罗夸口时，采用的是广为人知
的希腊罗马修辞手法。无论假教师在什么方面夸耀他们作为犹太
人的资历，论到他们属灵上的所有成就和完备，保罗只夸自己的
软弱。十一章16~33节列举了触目惊心的一串清单，证明他作为
一名使徒，受逼迫、居无定所，为耶稣基督受苦之深。这是他所
夸口的，也是那些假教师不可能与他相比的地方。

B. 肉体上的一根刺（十二1~10）

十二章1~10节提到了我们所熟知的“肉体上的一根刺”。保罗
从未告知我们，这根刺是什么，或许这根刺在他身上反复发作，
以至于无论保罗看到什么异象——甚至是他这里所提到的神至高
的宝座，都能让他一直保持谦卑。同样，这也是基督徒回应苦难
的一个关键原则：谦卑的地位往往能让我们持续对神的仰望和倚
靠。事实上，整封书信中，9节是唯一以红字标示的经文——直接
从耶稣而来的话语，保罗说祂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不要认为基督徒可以豁免痛苦；也别试图说明、或像某些基督徒
想要证明的，如果信徒有足够的信心，那么神的旨意就是在任何
情况下祂都不愿人贫穷或生病，但这节经文所教导的恰恰相反。
健康、财富可能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例外.

C. 结论（十二11~十三14）

哥林多前書的余下部分，保罗混杂了讲道和问安作为本书的结
束。总的来说，哥林多后书是圣经其中一封最强烈反对“必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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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主义精神”的书信，该信念认为我们可以达到属灵完全或超级
成熟的地步，或在今生得到高级属灵福气。纵观多种原因，神往
往在我们属灵和身体软弱的时候，更能够使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