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慰 哥林多後書 1:1-11 

1:1 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 神的教會，並亞

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1: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本書作者是誰？他以什麼身分寫這封信？這個身分的憑據是什麼？ 

這封信與誰同寫？保羅如何稱呼他？ 

這封信寫給誰？保羅如何稱呼他們？ 

保羅祈願什麼，從何處歸給他們？ 

恩惠是什麼？平安是什麼？為何以此問安？ 

【林後一 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 

「奉神旨意，」表示他現在的身分完全是出於神的旨意，不是自取的。 

          「作耶穌基督使徒，」這話表明： 

(1)他是屬於主的； 

(2)他是受主差遣的； 

(3)他從主承受那解明真理的權威； 

(4)但他並不引以為驕傲，而是要忠心地執行主所託付他的使命。 

          「同兄弟提摩太，」『同』表示此書信乃與別人一同署名，但實際係保羅一人所寫(參十

1)；『兄弟』指共同信仰的夥伴，主內的弟兄(參徒九 17；來二 11)。 

          「在哥林多神的教會，」這句話說明教會的兩個特性： 

第一， 教會是屬『神的』，是出於神，又是歸神所擁有的；教會完全是為著彰顯神的

榮耀而存在的(弗三 21；提前三 15~16)。 

第二， 教會是出現『在哥林多』地方的，是世人所能看到的，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物體。 

          「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亞該亞』指希臘的南部地區；當時希臘在羅馬帝國的統治

下，北部為馬其頓省，南部為亞該亞省，包括哥林多、堅革哩和雅典等城鎮。『遍處的眾

聖徒』這話表示本書雖然是特別針對哥林多教會的處境，卻也是為在各處的基督徒寫的。 

 

(一)作者得救後即改名自稱『保羅』，自甘『微小』(原文字義)；神的僕人不可自高自大，

乃要自己卑微的來服事人(太廿 26~28)。 

          (二) 每一個事奉神的人，應當放下自己的心意，而以神的旨意為重；故其事工應專一討神

的喜悅，而不受自己或別人好惡、喜厭的影響。 

          (三) 傳道人所需要的，不是他屬世的地位或銜頭，而是顯出自己確實是奉神旨意說話的人。 

          (四) 既是奉神旨意作基督的僕人，就當確信神必與他同在，幫助他擔負這重大的使命。 

          (五) 作基督使者的人，必須先常與祂同在，住在祂裏面，讓主的話也住在他的裏面(約十

五 7)，然後才能出去為主傳說祂的話。 



          (六) 教會是神從世界裏呼召出來的一個團體，是出世而屬神，屬神而在世的；它是居在神

和世界之間，它可以把神的旨意傳給世人，又可以把世人送到神前。 

           

【林後一 2】「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恩惠，」即恩典，就是神賜給人，叫人白白享受的好處；人最大的恩典，是神自己給人

得著並享受。 

          「平安，」不是指環境的平安順利，而是指裏面心境的平靜安穩；換句話說，平安乃是人

因著享受神的救恩，使神與人、並人與人得以相和，而產生的一種心境。 

          「從神我們的父，」神是世人的神，卻是我們的父；神是恩典和平安的泉源，我們信徒是

享受恩典和平安的器皿。 

          「並主耶穌基督，」保羅以同等語調提到父神和主耶穌這表示主耶穌和父神是同等的「歸

與你們，」『你們』即指信徒；神是源頭，主耶穌基督是導管，神的恩典與平安透過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臨到了信徒身上。 

 

(一)基督徒乃是得享神恩典的人，故其人生必然有它可悅的地方。 

          (二)恩典乃是一件禮物，人憑著自己沒有方法可以獲得，因為人沒有甚麼功績配受恩典。 

          (三)恩典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典之果。 

          (四)『恩惠』是各種福氣的根源而接受神恩惠的人在他生命中會生出『平安』的效果 

(五)主所賜的平安非同世人所謂的平安；主所賜的平安乃是屬天的，是世界不能奪去的。 

          (六)我們不該在神之外求平安；真平安的捷徑乃是遵行神的旨意。 

          (七)信徒的『平安』，與客觀環境無關，也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 

          (八)一切屬靈的好處，都必須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得著。 

 

特別是哥林多教會，這個問題多多的教會，保羅仍然以神的教會稱呼他們，包括也需要閱

讀本信的其他教會，想必也有個別教會的問題，但是他們仍然是眾聖徒，因為就算教會問

題多多，仍然是因信稱義，是主耶穌基督重價買贖回來的，是屬於神的教會． 

世人追求的東西很多，但是真正需要的恩惠與平安，是從神而來，並且這位神是我們在天

上的父，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 神。 

1: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

的人。 

1:5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1:6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1:7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第三節告訴我們神是怎樣的神？ 

第 4-7 節中間出現最多的是什麼詞？ 



保羅在何事上得到神的安慰？得到安慰能夠做什麼？ 

為何多受基督的苦楚，還能靠基督多得安慰？ 

受患難有好處嗎？得安慰又有什麼益處？為什麼？ 

保羅對什麼是確定的？為什麼？ 

林後一 3】「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 

   『頌讚』是因為我們有感於神的所是和所作，而向祂稱頌讚美； 

『我們的』指這一位主耶穌基督乃是信徒所共有的； 

『主』是重在說到祂的地位，是在萬有之上，為一切屬祂之人所敬奉； 

『耶穌』是重在說到祂的為人身分，是那道成肉身，降卑取了奴僕形像的拿撒勒人耶穌； 

『基督』是重在說到祂的事工職分，為神所膏，奉神差遣來遵行神旨，作成祂的工的『彌

賽亞』。 

                『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父字著重在表示神是生命的源頭，本句意指這一位是生命源頭的

神，透過主耶穌基督叫我們得著祂的生命和性情。 

『慈悲』是神對祂兒女的心，『安慰』是神對祂兒女的行動； 

也可以說『慈悲』是神對我們的一種感覺，『安慰』是因神的慈悲而在我們的心中所產生

的一種感覺。 

『賜各樣安慰的神』說出神是我們各樣安慰的根源。 

                『安慰』指慰藉與鼓舞；這安慰在信徒為基督受苦時臨到他們，並裝備他們使成為別人在

患難中的安慰(參 4~7 節)。 

 

(一)一般信徒只想從神得著祝福，卻不曾想到神也巴望能從我們人的口中得著『祝福』

(『頌讚』原文字義)！ 

          (二)今天有許多的頌讚攙雜著高抬人的成份；但願一切的頌讚都向神而發，使一切榮耀都

歸給神。 

          (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主乃是一切信徒所共有的──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

的主(林前一 2)。 

          (四)『耶穌基督的父神』──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約壹二 23)──我

們因著相信耶穌基督，祂的父神就成了我們的父神。 

          (五)保羅在這裏頌讚神時所用來稱呼神的名字，乃是由於他在苦難中經歷了神的憐憫、安

慰，體會了神的憐憫何其豐富、神的安慰何其親切，自然而然從口裏述說出來的名稱人更

多經歷神，就必更多認識神。 

          (六)神是最慈悲、最豐富的，沒有不同情我們的時候，也沒有求不應的時候；我們雖有各

樣的患難，但神能賜各樣的安慰；我們沒有一樣患難，是神的安慰所不能應付的。 

          (七)我們雖有患難，但我們可以從神找到安慰，用安慰來消除患難的味道。 

          (八)神的安慰不僅是消極的安撫，且是積極的鼓勵，使我們在困境中仍能振作起來，愈戰

愈勇。 

  

【林後一 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

遭各樣患難的人。」 



『我們』在此包括所有神的兒女，都可以在患難中得到神的安慰； 

『安慰』的原文是現在式，表明神的安慰是隨時且是一直在發生的。 

『叫我們能』含有給我們帶來一種本領的意思；患難是我們學會本領、增加才幹的機會； 

『用神所賜的安慰』表示安慰別人必須運用神的裝備； 

『那遭各樣患難的人』表示不限制對象，任何在患難中的人都可以從我們的經歷受益。 

 

 (一)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一切』表明並不是神有時安慰我們，有時不安

慰我們；祂乃是在我們一切的患難中，都一直的安慰我們。 

          (二)我們安慰別人的能力，是從我們自己先經歷患難而得來的。 

          (三)基督徒一生的遭遇並非一帆風順，乃是常遇風波。但感謝神，我們雖在患難中，祂卻

來安慰我們；並叫我們能去安慰那些和我們一樣在患難中的人。 

          (四)沒有受過患難磨煉的人，就沒有嘗過神所賜的安慰；沒有受過神的安慰，就不懂得怎

樣去安慰別人。我們自己必須先經歷神的安慰，然後才能用所經歷的神之安慰去安慰別人。 

          (五)教會中安慰別人的恩賜，是要花相當大的代價才能得來的。凡不出代價的安慰，只不

過是嘴唇的安慰，只能進到別人的耳中，不能進到心裏面。 

          (六)惟有像保羅這樣，在他裏面沒有一件難處能摸著他的人，才是能安慰別人的人。 

          (七)真實基督徒的安慰，是帶給人勇氣的安慰，能幫助人解決生命中的問題。 

  

【林後一 5】「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基督的苦楚』有兩種：一種是十字架上贖罪受死的苦，沒有人能有分於此，惟祂獨自承

受；另一種是非贖罪性的苦，是為著保養顧惜教會而有的，我們可以有分於其中，與祂一

同受苦。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本節中兩次所提到的『基督』在原文均有定冠詞，乃指基督自己

的苦楚和安慰；我們若有分於這一位基督的苦難(太廿 22；羅八 17；腓三 10；彼前四 13)，

就能從祂得著安慰。 

 

(一)我們所受的苦若是『基督的苦楚』，乃是有價值的；但若是為自己的犯罪或疏忽而受

苦，就沒有多大的價值。 

          (二)主的受苦與我們為祂所受的苦，有所不同祂受痛苦，無人給祂安慰(詩六十九 20)；我

們為祂受苦，卻能『靠基督多得安慰』。 

          (三)我們若是因自己的過犯而嘗到苦果，並不能得到甚麼安慰；但若因順服祂的旨意，而

走十字架的道路，喝祂所喝的苦杯(太廿 23)，就必得著主的安慰。 

          (四)受苦愈多，所得的安慰也愈多；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以致能『去安

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4 節)。這就是藉基督十字架的死，供應基督的豐盛。 

          (五)誰受苦最多，誰安慰人的能力就最大。受苦不只對自己有益處，並且對眾人也有益處。 

          (六)當我們身歷苦難困境的時候，要記得我們所忍受的每一樣磨煉，都不會白受的，它會

轉成我們的裝備，幫助我們去安慰那些身在類似困苦中的人們。 

          (七)主耶穌『祂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二 18)。真實基督的門

徒，也當為著幫助其他掙扎在人生波浪之中的人們，甘心經歷『基督的苦楚』。 

  



【林後一 6】「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

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保羅為著傳福音而蒙受患難，使接受福

音的人(在此特指哥林多信徒)得蒙拯救，領受神的安慰。 

          「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因為自己先『得安慰』，才會有安慰別人的能

力(參 4 節)。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這安慰』表明它不是一般的安慰，乃是

一種具有應付困境能力的安慰。 

 

(一)真正神的執事，無論自己是受患難或是得安慰，都為著能叫別人得安慰。 

          (二)一個真正安慰者偉大的工作，就是將力量和勇氣放在受苦者的裏面，叫他們在極度的

苦楚中，仍能忍受一切，歡然走十字架的道路。 

  

【林後一 7】「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

安慰。」 

『確定的』是當時商業上的法律名詞，買賣雙方訂好合約之後，就彼此以合約為定，不得

更改。保羅一見信徒受苦，就確定他們必得安慰。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羅這種確定的盼望，一面是由於他自

己不斷地因苦楚而得安慰的經歷，另一面也是由於提多所帶來的好消息(參七 7)，知道哥

林多信徒受感而轉向保羅，從此也必能得著與保羅同樣的屬靈經歷。 

(一)主真實的工人，他所關心的不是個人的得失，乃是信徒的屬靈情況如何。 

          (二)我們對別人的認識，乃基於我們自己的屬靈經歷──我們自身如何經歷主，別人經歷

主的路也大致相同。 

 

安慰是本段的主題，也是本書的主題，因為保羅在本書中諸多描述所受到的患難，但是他

已經從父神與主耶穌基督得到安慰．保羅傳道生涯中並非一帆風順，這些患難甚至是直接

從哥林多教會來的，是本書當時的讀者所熟悉的，可能也是他們正在經歷，遭遇的患難，

但是保羅已經從神得到安慰，也相信他們也能得到安慰． 

1:8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1:9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 

1:10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

們。 

1:11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保羅從前遭遇了什麼？很嚴重嗎？保羅如何面對？可以倚靠誰？是靠神的什麼能力？ 

保羅相信神會救他嗎？為何能夠如此相信？並且更有什麼指望？ 

受信的人如何幫助保羅？有果效嗎？有果效之後有什麼結果？眾人有什麼回應？ 



【林後一 8】「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這句話的意思是在『提醒』他們所已知道的事，而不

是在『告知』一件他們所不知的事。 

『我們』這複數主詞雖可指保羅以及和他一同旅行傳道的同工們，但本書大多數場合均指

保羅自己的際遇； 

『亞西亞』乃羅馬帝國的一個省分，位於現今土耳其的西部，與希臘隔海相對。 

『被壓太重』意指負荷過度，超越安全界限； 

『力不能勝』指超過了力量所能承擔的限度； 

『指望都絕了』原文字根的意思是走不出去，故『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意指面臨絕境，

不復有出死入生的指望。 

 

(一)神使我們『遭遇苦難』並不是沒有目的的，祂乃是要藉著苦難來造就我們，而且是苦

難越厲害，我們就越深得著造就。 

          (二)神要把祂生命的能力賜給我們，就先要使我們不靠自己的能力；苦難使我們認識自己

的能力有限(『力不能勝』)，轉而仰望神、尋求神的能力。 

          (三)神生命的能力只能從生命的壓迫產生，沒有壓迫就沒有能力；壓力與能力是成正比的，

你若越多被壓，你就越有能力。基督徒不能盼望平安無事的度日，因神乃是藉著他們天天

受壓迫，將能力賜給他們的。 

          (四)人的盡頭乃是神的起頭，當我們被帶到『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的時候，就表示對自

己絕了望，此時惟一的指望就是神；人在地上的路不通，就不能不抬頭仰望神，從天上尋

求出路。 

  

【林後一 9】「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在苦難的重壓下，心裏自問前景如何，結果所得的答案乃

是必死無疑。 

          「叫我們不靠自己，」在這種非自己能力所能克服的環境下，只有停下自己的掙扎奮鬥。 

『靠…神』乃是本書的主要原則之一；神恩夠用，我們的軟弱正是彰顯神權能的機會(參

十二 9~10)。 

『叫死人復活』表示保羅所受的苦難對其生命構成極大威脅，以致他看自己的存活和復原

如同從死裏復活一般。 

 

(一)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或死或活全在於神，死不一定是壞事，活也不一定是好事，要

緊的是我們如何活在神面前。 

          (二)人生活在平靜安穩中，往往只會依靠自己，因為自己足夠應付一切的情勢；但當我們

面臨重大的危機時，特別是自己感到無能為力時，就會轉向神而依靠神。因此，危機常會

轉變成我們生命上的轉機，藉此學習取用神能力的供應。 

          (三)聖靈藉著環境的重壓，把我們帶到十架死的絕境，逼我們不得不放棄對天然生命的倚

靠——『不靠自己』，然後我們才會經歷到復活的基督——『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如

何是我們豐滿的救恩——『祂曾救…現在仍要救…將來還要救…』(10 節)。 



          (四)死的經歷引領我們進入復活的經歷；我們若未曾經歷過屬靈的死，就不能經歷屬靈的

復活，因為不死就不能生(林前十五 36)。 

          (五)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了結我們的己，其目的為要使我們能在復活的境界裏經歷並享受

叫死人復活的神。 

  

【林後一 10】「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

還要救我們。」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救』字原文是過去式動詞，指永遠的救恩，亦即對

我們的靈的拯救。 

          「現在仍要救我們，」『救』字原文是現在式時態，指今世的救恩，亦即天天對信徒的拯

救，包括身體的保守和魂的變化更新。 

          「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救』字原文是將來式，指將來的救恩，亦即信徒

身體的得贖。 

    

應用本節經文時，必須認識乃係以『願神的旨意得著成就』為大前題：若非神的許可，我

們必不至見死。 

 

 (一)主的救恩何等恆久而完全！我們可以全然安息信靠在祂懷中。 

          (二)神的救恩是全備和到底的，祂一次拯救，必然永遠拯救；並且祂的拯救是確定不移的，

世上絕無任何苦難可以奪去神的救恩。 

          (三)神拯救的能力，在過去、現在、將來，都是同樣有效的。 

          (四)人越絕望，以後就越有指望；自己越多死過幾次，就越多認識叫死人復活的神。 

          (五)已往的經歷會幫助我們生發新的信心，也引進新的經歷，再建立對主更新的信靠。沒

有人可以憑舊的經歷去應付今天的遭遇，也沒有人能本著昨天的信心來解決今天的難處。 

  

【林後一 11】「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

得的恩。」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前節所指望神的拯救，需信徒們以祈禱來配合幫助，才能完滿

成就。 

          「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人』字原文是『臉面』，含示眾人向神獻上感謝時帶著喜

樂的面容。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我們從神所得的恩，乃是因著有許多人以祈禱幫助而

獲致的。本句的『恩』字在原文是恩賜，不是恩典；但按這裏的上下文來看，這個恩賜並

非指工作才幹方面的恩賜(林前十二 4~11)，而是指生命享受方面的恩賜(羅六 23)。 

 

(一)我們雖然常感不能給別人多大的幫助，但有一件事是我們確定能幫助別人的，就是為

他禱告；禱告所給人的幫助，大於一切外面事工上的幫助。 

          (二)不要以為只有一般人和信徒需要我們的代禱，主的僕人們則不需要。要知道，每一位

真正給主使用、為神作工的人，都是撒但攻擊的對象。 



          (三)主的工人需要教會禱告的扶持，沒有教會的扶持，主的工人就軟弱無力。信徒不可有

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主的工人都是『超人』，他們是專門替人禱告的人，用不著別人替

他們禱告。 

  

我們或許不會說，但是可能會有一種期待，就是信主，為主擺上，傳福音，就希望凡事順

利，一帆風順，但是我們看到保羅的經歷，卻是遭遇威脅生命的患難，極大的死亡，為什

麼會這樣呢？神沒有保守嗎？我們看到保羅在這樣的經歷中，有許多美好的學習： 

1. 學習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如果沒有經歷患難，很難知道自己是無能

為力，無法倚靠的；如果沒有經歷極大的患難，甚至靠近死亡，就不能經驗神是能

使人從死裡復活的神． 

2. 因為有如此刻苦銘心的經歷，讓信心更加堅強，因為神是不改變的神，過去神有如

此的作為，將來必定仍然會成就． 

3. 祈禱看似坐著講講話而已，卻是真正有果效的，因為神會垂聽禱告，會賜恩給人，

讓被禱告的人得到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