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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2:5  2:5  2:5  2:5 –––– 3:6 3:6 3:6 3:6    4/1/20194/1/20194/1/20194/1/2019    5555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叫叫叫叫    人人人人    憂憂憂憂    愁愁愁愁    的的的的    ，，，，    他他他他    不不不不    但但但但    叫叫叫叫    我我我我    憂憂憂憂    愁愁愁愁    ，，，，    也也也也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有有有有    幾幾幾幾    分分分分    憂憂憂憂    愁愁愁愁    。。。。    我我我我    說說說說    幾幾幾幾    分分分分    ，，，，    恐恐恐恐    怕怕怕怕    說說說說    得得得得    太太太太    重重重重    。。。。 6666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受受受受    了了了了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    責責責責    罰罰罰罰    也也也也    就就就就    夠夠夠夠    了了了了    ，，，， 7777 倒倒倒倒    不不不不    如如如如    赦赦赦赦    免免免免    他他他他    ，，，，    安安安安    慰慰慰慰    他他他他    ，，，，    免免免免    得得得得    他他他他    憂憂憂憂    愁愁愁愁    太太太太    過過過過    ，，，，    甚甚甚甚    至至至至    沉沉沉沉    淪淪淪淪    了了了了    。。。。 8888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我我我我    勸勸勸勸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要要要要    向向向向    他他他他    顯顯顯顯    出出出出    堅堅堅堅    定定定定    不不不不    移移移移    的的的的    愛愛愛愛    心心心心    來來來來    。。。。 9999 為為為為    此此此此    我我我我    先先先先    前前前前    也也也也    寫寫寫寫    信信信信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要要要要    試試試試    驗驗驗驗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看看看看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順順順順    從從從從    不不不不    順順順順    從從從從    。。。。 10101010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赦赦赦赦    免免免免    誰誰誰誰    ，，，，    我我我我    也也也也    赦赦赦赦    免免免免    誰誰誰誰    。。。。    我我我我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所所所所    赦赦赦赦    免免免免    的的的的    ，，，，    是是是是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赦赦赦赦    免免免免    的的的的    ；；；； 11111111 免免免免    得得得得    撒撒撒撒    但但但但    趁趁趁趁    著著著著    機機機機    會會會會    勝勝勝勝    過過過過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    因因因因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並並並並    非非非非    不不不不    曉曉曉曉    得得得得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詭詭詭詭    計計計計 。。。。    

“叫人憂愁的”指那位犯罪叫人痛心的人, 保羅為他痛心, 現在哥林多教會的人也為他痛心, 可能已經

給他相當的懲罰了. 保羅擔心哥林多教會對他所施的懲罰過重, 使他無法承擔, 導致自暴自棄, 不能回

頭. 所以保羅勸哥林多教會發揮愛心, 懲罰之後, 給他悔改自新的機會, 重新得回這位弟兄. 

保羅見到弟兄犯錯, 愛之深, 責之切, 但是處罰是手段, 不是目的, 在適當的時候,要原諒, 還要安慰, 

使他能再站立起來, 這才是真愛追求的目標. 

我們看到弟兄犯罪, 應如何行? 路加福音 17:3”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    謹謹謹謹    慎慎慎慎    ！！！！    若若若若    是是是是    你你你你    的的的的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得得得得    罪罪罪罪    

你你你你    ，，，，    就就就就    勸勸勸勸    戒戒戒戒    他他他他    ；；；；    他他他他    若若若若    懊懊懊懊    悔悔悔悔    ，，，，    就就就就    饒饒饒饒    恕恕恕恕    他他他他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ves! If your brother 

sins, rebuke him, and if he repents, forgive him (ESV))”. 我們要先勸戒犯罪的弟兄, 他如果悔改, 就

要饒恕他. 保羅先前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應該是要他們勸戒犯罪的弟兄, 相信這位弟兄也已經悔改, 保

羅就告訴哥林多教會在基督面前赦免他. 

馬太福音 18:15-17 “15151515 倘倘倘倘    若若若若    你你你你    的的的的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得得得得    罪罪罪罪    你你你你    ，，，，    你你你你    就就就就    去去去去    ，，，，    趁趁趁趁    著著著著    只只只只    有有有有    他他他他    和和和和    你你你你    在在在在    一一一一    

處處處處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指指指指    出出出出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錯錯錯錯    來來來來    。。。。    他他他他    若若若若    聽聽聽聽    你你你你    ，，，，    你你你你    便便便便    得得得得    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    的的的的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16161616 他他他他    若若若若    不不不不    

聽聽聽聽    ，，，，    你你你你    就就就就    另另另另    外外外外    帶帶帶帶    一一一一    兩兩兩兩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同同同同    去去去去    ，，，，    要要要要    憑憑憑憑    兩兩兩兩    三三三三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    口口口口    作作作作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    句句句句    句句句句    都都都都    可可可可    

定定定定    準準準準    。。。。 17171717 若若若若    是是是是    不不不不    聽聽聽聽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    就就就就    告告告告    訴訴訴訴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    若若若若    是是是是    不不不不    聽聽聽聽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    就就就就    看看看看    他他他他    像像像像    外外外外    邦邦邦邦    人人人人    

和和和和    稅稅稅稅    吏吏吏吏    一一一一    樣樣樣樣    。。。。”. 

加拉太書 6:1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偶偶偶偶    然然然然    被被被被    過過過過    犯犯犯犯    所所所所    勝勝勝勝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屬屬屬屬    靈靈靈靈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就就就就    當當當當    用用用用    溫溫溫溫    

柔柔柔柔    的的的的    心心心心    把把把把    他他他他    挽挽挽挽    回回回回    過過過過    來來來來    ；；；；    又又又又    當當當當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小小小小    心心心心    ，，，，    恐恐恐恐    怕怕怕怕    也也也也    被被被被    引引引引    誘誘誘誘    。。。。”. 

我們都知道撒旦的詭計, 就是利用各種手段阻止人相信神, 如果教會懲罰弟兄過度嚴厲, 使之沉淪離開

神, 就真是中了撒旦的詭計了. 所以我們勸戒弟兄, 是希望他悔改, 不要令他憂愁太過, 而致沉淪. 

討論問題: 
• 弟兄姊妹們彼此相愛, 若有人犯罪, 是要一味地包容嗎? 
• 我們若要勸戒弟兄,何時單獨行之? 何時找一兩位同去? 何時告訴教會? 

 12121212 我我我我    從從從從    前前前前    為為為為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的的的的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到到到到    了了了了    特特特特    羅羅羅羅    亞亞亞亞    ，，，，    主主主主    也也也也    給給給給    我我我我    開開開開    了了了了    門門門門    。。。。 13131313 那那那那    時時時時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遇遇遇遇    見見見見    兄兄兄兄    弟弟弟弟    提提提提    多多多多    ，，，，    我我我我    心心心心    裡裡裡裡    不不不不    安安安安    ，，，，    便便便便    辭辭辭辭    別別別別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往往往往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去去去去    了了了了    。。。。    

• 保羅離開以弗所之後, 往特羅亞去, 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的時候, 到過特羅亞. 

• 主給保羅開了門, 就是給保羅傳福音的機會. 

• 保羅差提多帶信去哥林多, 一定是終日等待提多帶回新的消息. 因心裡不安, 就離開特羅亞, 往馬

其頓去, 離哥林多近一點, 也可早一點等到提多歸來. 

• 保羅原本要從以弗所直接去哥林多的, 再從哥林多去馬其頓, 這裡稍微解釋了他為何改變計畫, 不

經過哥林多, 而經過特羅亞去馬其頓. 哥林多後書 1:16:”要要要要    從從從從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    往往往往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去去去去    ，，，，    再再再再    從從從從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回回回回    到到到到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    叫叫叫叫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給給給給    我我我我    送送送送    行行行行    往往往往    猶猶猶猶    太太太太    去去去去    。。。。”. 

討論問題: 
• 請在地圖上找到以弗所, 哥林多, 特羅亞, 和馬其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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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414    感感感感    謝謝謝謝    神神神神    ！！！！    常常常常    帥帥帥帥    領領領領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裡裡裡裡    誇誇誇誇    勝勝勝勝    ，，，，    並並並並    藉藉藉藉    著著著著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各各各各    處處處處    顯顯顯顯    揚揚揚揚    那那那那    因因因因    認認認認    識識識識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而而而而    有有有有    的的的的    香香香香    氣氣氣氣    。。。。    15151515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    無無無無    論論論論    在在在在    得得得得    救救救救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    或或或或    滅滅滅滅    亡亡亡亡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    ，，，，    都都都都    有有有有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馨馨馨馨    香香香香    之之之之    氣氣氣氣    。。。。16161616    在在在在    這這這這    等等等等    人人人人    ，，，，    就就就就    作作作作    了了了了    死死死死    的的的的    香香香香    氣氣氣氣    叫叫叫叫    他他他他    死死死死    ；；；；    在在在在    那那那那    等等等等    人人人人    ，，，，    就就就就    作作作作    了了了了    活活活活    的的的的    香香香香    氣氣氣氣    叫叫叫叫    他他他他    活活活活    。。。。    這這這這    事事事事    誰誰誰誰    能能能能    當當當當    得得得得    起起起起    呢呢呢呢    ？？？？    17171717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不不不不    像像像像    那那那那    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    人人人人    ，，，，    為為為為    利利利利    混混混混    亂亂亂亂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    誠誠誠誠    實實實實    ，，，，    由由由由    於於於於    神神神神    ，，，，    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    

• 保羅在各處講道,都是靠著神, 憑著基督,本著誠實, 不像有些人為了私利而歪曲了神的道, 僅說些

人們愛聽的話. 如此忠實地講道才能發出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馬可福音 1:1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兒兒兒兒    

子子子子    ，，，，    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的的的的    起起起起    頭頭頭頭    。。。。”傳福音就一定要靠著神, 憑著基督. 必能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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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等人”指“滅亡的人”, “那等人”指“得救的人”, 同樣的福音, 一樣的香氣, 各人接受與

否會得到不同的結局. 馬可福音 16:15-16 “
15151515    他他他他    又又又又    對對對對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說說說說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往往往往    普普普普    天天天天    下下下下    去去去去    ，，，，    

傳傳傳傳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給給給給    萬萬萬萬    民民民民    （（（（    萬萬萬萬    民民民民    ：：：：    原原原原    文文文文    是是是是    凡凡凡凡    受受受受    造造造造    的的的的    ））））    聽聽聽聽    。。。。    
16161616    信信信信    而而而而    受受受受    洗洗洗洗    的的的的    ，，，，    必必必必    然然然然    

得得得得    救救救救    ；；；；    不不不不    信信信信    的的的的    ，，，，    必必必必    被被被被    定定定定    罪罪罪罪    。。。。”  

• “這這這這    事事事事    誰誰誰誰    能能能能    當當當當    得得得得    起起起起    呢呢呢呢    ？？？？ ”新譯本:“這這這這些些些些事事事事誰誰誰誰夠夠夠夠資資資資格格格格作作作作呢呢呢呢？？？？ ”. 

討論問題: 

• “成功神學”是聖經的真理,還是人們愛聽的話? 我們應該以經(神的話)解經, 還是對不同的人做不同

的解說? 
• 為何死的香氣還稱為”香氣”呢?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3333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豈豈豈豈    是是是是    又又又又    舉舉舉舉    薦薦薦薦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麼麼麼麼    ？？？？    豈豈豈豈    像像像像    別別別別    人人人人    用用用用    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    薦薦薦薦    信信信信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或或或或    用用用用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薦薦薦薦    信信信信    給給給給    人人人人    麼麼麼麼    ？？？？ 2222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薦薦薦薦    信信信信    ，，，，    寫寫寫寫    在在在在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心心心心    裡裡裡裡    ，，，，    被被被被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所所所所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所所所所    念念念念    誦誦誦誦    的的的的    。。。。 3333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明明明明    顯顯顯顯    是是是是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的的的的    信信信信    ，，，，    藉藉藉藉    著著著著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修修修修    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    。。。。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用用用用    墨墨墨墨    寫寫寫寫    的的的的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用用用用    永永永永    生生生生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靈靈靈靈    寫寫寫寫    的的的的    ；；；；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寫寫寫寫    在在在在    石石石石    版版版版    上上上上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寫寫寫寫    在在在在    心心心心    版版版版    上上上上    。。。。    4444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因因因因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才才才才    有有有有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    信信信信    心心心心    。。。。 5555 並並並並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憑憑憑憑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能能能能    承承承承    擔擔擔擔    甚甚甚甚    麼麼麼麼    事事事事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所所所所    能能能能    承承承承    擔擔擔擔    的的的的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出出出出    於於於於    神神神神    。。。。6666 他他他他    叫叫叫叫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能能能能    承承承承    當當當當    這這這這    新新新新    約約約約    的的的的    執執執執    事事事事    ，，，，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字字字字    句句句句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精精精精    意意意意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那那那那    字字字字    句句句句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人人人人    死死死死    ，，，，    精精精精    意意意意    （（（（    或或或或    作作作作    ：：：：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人人人人    活活活活    。。。。    

• 按照 1:1 “我們”是指保羅和提摩太.保羅是建立哥林多教會的, 提摩太也到過哥林多 (使徒行傳

18), 他們都是哥林多教會所熟識的, 不需要別人的推薦信, 也不需要哥林多教會寫推薦信給別人.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傳福音所結的果子, 這個果子的好壞就是保羅活的推薦信. 馬太福音 7:15-17 

“
15151515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    防防防防    備備備備    假假假假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到到到到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這這這這    裡裡裡裡    來來來來    ，，，，    外外外外    面面面面    披披披披    著著著著    羊羊羊羊    皮皮皮皮    ，，，，    裡裡裡裡    面面面面    卻卻卻卻    

是是是是    殘殘殘殘    暴暴暴暴    的的的的    狼狼狼狼    。。。。 
16161616
 憑憑憑憑    著著著著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果果果果    子子子子    ，，，，    就就就就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認認認認    出出出出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來來來來    。。。。    荊荊荊荊    棘棘棘棘    上上上上    豈豈豈豈    能能能能    

摘摘摘摘    葡葡葡葡    萄萄萄萄    呢呢呢呢    ？？？？    蒺蒺蒺蒺    藜藜藜藜    裡裡裡裡    豈豈豈豈    能能能能    摘摘摘摘    無無無無    花花花花    果果果果    呢呢呢呢    ？？？？ 
17171717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    凡凡凡凡    好好好好    樹樹樹樹    都都都都    結結結結    好好好好    果果果果    子子子子    ，，，，    惟惟惟惟    

獨獨獨獨    壞壞壞壞    樹樹樹樹    結結結結    壞壞壞壞    果果果果    子子子子    。。。。”. 

• 保羅謙卑又有信心, 他不需要人手所寫的推薦信,一切都是神的作為,神的恩典,只有依靠神, 只有感

恩.我們都是主耶穌的見證人, 我們的生活, 行為, 言語上有好的見證, 在傳福音的事上就是主耶穌

最好的推薦信. 

• 新譯本,3:6 ”他他他他    使使使使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有有有有    資資資資    格格格格    作作作作    新新新新    約約約約    的的的的    僕僕僕僕    役役役役，，，，    這這這這    新新新新    約約約約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從從從從    儀儀儀儀    文文文文    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    而而而而    

是是是是    從從從從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儀儀儀儀    文文文文    會會會會    使使使使    人人人人    死死死死，，，，    而而而而    聖聖聖聖    靈靈靈靈    卻卻卻卻    使使使使    人人人人    活活活活    。。。。” 執事就是僕役. 

• 希伯來書 8:10 “ 10 主主主主    又又又又    說說說說    ：：：：    那那那那    些些些些    日日日日    子子子子    以以以以    後後後後    ，，，，    我我我我    與與與與    以以以以    色色色色    列列列列    家家家家    所所所所    立立立立    的的的的    約約約約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    我我我我    要要要要    將將將將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律律律律    法法法法    放放放放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裡裡裡裡    面面面面    ，，，，    寫寫寫寫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心心心心    上上上上    ；；；；    我我我我    要要要要    作作作作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    ；；；；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    作作作作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子子子子    民民民民    。。。。”. 路加福音 22:20 “飯飯飯飯    後後後後    也也也也    照照照照    樣樣樣樣    拿拿拿拿    起起起起    杯杯杯杯    來來來來    ，，，，    說說說說    ：：：：    這這這這    

杯杯杯杯    是是是是    用用用用    我我我我    血血血血    所所所所    立立立立    的的的的    新新新新    約約約約    ，，，，    是是是是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流流流流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    。。。。”. 神揀選我們成為新約的僕役, 

這是神的恩典,  我們要照著神的旨意,  不要照著字句, 儀文,或血氣服事. 

討論問題 

• 字句(儀文)是叫人死,精意(聖靈)是叫人活,我們作為新約的僕役,要如何倚靠神, 順服聖靈的帶領, 

忠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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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新新譯譯譯譯本本本本    ESV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2222    饒饒饒饒恕恕恕恕犯犯犯犯罪罪罪罪的的的的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5555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有有有有人人人人使使使使人人人人憂憂憂憂愁愁愁愁，，，，他他他他不不不不是是是是使使使使我我我我憂憂憂憂愁愁愁愁，，，，而而而而是是是是使使使使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眾眾眾眾人人人人都都都都有有有有一一一一點點點點憂憂憂憂愁愁愁愁；；；；我我我我只只只只說說說說有有有有一一一一點點點點，，，，是是是是避避避避免免免免說說說說得得得得過過過過分分分分。。。。 6666 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受受受受了了了了許許許許多多多多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責責責責備備備備，，，，也也也也就就就就夠夠夠夠了了了了，，，， 7777 倒倒倒倒不不不不如如如如饒饒饒饒恕恕恕恕他他他他，，，，安安安安慰慰慰慰他他他他，，，，免免免免得得得得他他他他因因因因憂憂憂憂愁愁愁愁過過過過度度度度而而而而受受受受不不不不了了了了。。。。 8888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我我我我勸勸勸勸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要要要向向向向他他他他確確確確實實實實顯顯顯顯明明明明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的的的的愛愛愛愛心心心心。。。。 9999 為為為為這這這這緣緣緣緣故故故故，，，，我我我我寫寫寫寫了了了了那那那那封封封封信信信信，，，，要要要要考考考考驗驗驗驗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是是是是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凡凡凡凡事事事事都都都都順順順順從從從從。。。。 10101010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饒饒饒饒恕恕恕恕誰誰誰誰，，，，我我我我也也也也饒饒饒饒恕恕恕恕誰誰誰誰；；；；我我我我所所所所饒饒饒饒恕恕恕恕了了了了的的的的（（（（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我我我饒饒饒饒恕恕恕恕過過過過甚甚甚甚麼麼麼麼）））），，，，是是是是為為為為了了了了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面面面面前前前前饒饒饒饒恕恕恕恕的的的的，，，， 11111111 免免免免得得得得撒撒撒撒但但但但有有有有機機機機可可可可乘乘乘乘，，，，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並並並並不不不不是是是是不不不不曉曉曉曉得得得得他他他他的的的的詭詭詭詭計計計計。。。。    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的的的的馨馨馨馨香香香香    12121212
 從從從從前前前前我我我我為為為為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的的的的福福福福音音音音到到到到了了了了特特特特羅羅羅羅亞亞亞亞，，，，雖雖雖雖然然然然主主主主給給給給我我我我開開開開了了了了門門門門，，，， 13131313我我我我心心心心裡裡裡裡仍仍仍仍然然然然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安安安安寧寧寧寧，，，，因因因因為為為為見見見見不不不不到到到到提提提提多多多多弟弟弟弟兄兄兄兄。。。。於於於於是是是是我我我我辭辭辭辭別別別別了了了了那那那那裡裡裡裡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到到到到馬馬馬馬其其其其頓頓頓頓去去去去了了了了。。。。    14141414
 感感感感謝謝謝謝    神神神神，，，，他他他他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裡裡裡裡，，，，使使使使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這這這這些些些些作作作作俘俘俘俘虜虜虜虜的的的的，，，，列列列列在在在在凱凱凱凱旋旋旋旋的的的的隊隊隊隊伍伍伍伍當當當當中中中中，，，，又又又又藉藉藉藉著著著著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在在在在各各各各地地地地散散散散播播播播香香香香氣氣氣氣，，，，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使使使使人人人人認認認認識識識識基基基基督督督督。。。。 15151515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無無無無論論論論在在在在得得得得救救救救的的的的人人人人或或或或滅滅滅滅亡亡亡亡的的的的人人人人中中中中間間間間，，，，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的的的的馨馨馨馨香香香香，，，，是是是是獻獻獻獻給給給給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 16161616 對對對對於於於於滅滅滅滅亡亡亡亡的的的的人人人人，，，，這這這這是是是是死死死死亡亡亡亡的的的的氣氣氣氣味味味味叫叫叫叫人人人人死死死死；；；；對對對對於於於於得得得得救救救救的的的的人人人人，，，，這這這這卻卻卻卻是是是是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的的的的香香香香氣氣氣氣使使使使人人人人活活活活。。。。這這這這些些些些事事事事誰誰誰誰夠夠夠夠資資資資格格格格作作作作呢呢呢呢？？？？ 17171717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不不不不像像像像那那那那許許許許多多多多的的的的人人人人，，，，為為為為了了了了圖圖圖圖利利利利而而而而謬謬謬謬講講講講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道道道道。。。。相相相相反反反反地地地地，，，，我我我我們們們們講講講講話話話話，，，，是是是是出出出出於於於於真真真真誠誠誠誠，，，，出出出出於於於於    神神神神，，，，是是是是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面面面面前前前前、、、、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裡裡裡裡的的的的。。。。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3333    新新新新舊舊舊舊約約約約之之之之比比比比較較較較    1111
 難難難難道道道道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又又又又在在在在自自自自我我我我推推推推薦薦薦薦嗎嗎嗎嗎？？？？難難難難道道道道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像像像像有有有有些些些些人人人人，，，，要要要要拿拿拿拿薦薦薦薦信信信信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或或或或向向向向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拿拿拿拿薦薦薦薦信信信信嗎嗎嗎嗎？？？？ 2222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薦薦薦薦信信信信，，，，寫寫寫寫在在在在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是是是是眾眾眾眾人人人人所所所所認認認認識識識識所所所所誦誦誦誦讀讀讀讀的的的的，，，， 3333 顯顯顯顯明明明明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是是是是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的的的的書書書書信信信信，，，，是是是是藉藉藉藉著著著著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寫寫寫寫成成成成的的的的，，，，不不不不是是是是用用用用墨墨墨墨，，，，而而而而是是是是用用用用永永永永活活活活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靈靈靈靈寫寫寫寫的的的的；；；；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寫寫寫寫在在在在石石石石版版版版上上上上，，，，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寫寫寫寫在在在在心心心心版版版版上上上上。。。。    4444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在在在在    神神神神面面面面前前前前，，，，藉藉藉藉著著著著基基基基督督督督才才才才有有有有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信信信信心心心心。。。。 5555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不不不不敢敢敢敢以以以以為為為為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有有有有資資資資格格格格作作作作甚甚甚甚麼麼麼麼，，，，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所所所所能能能能夠夠夠夠作作作作的的的的是是是是出出出出於於於於    神神神神。。。。 6666 他他他他使使使使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有有有有資資資資格格格格作作作作新新新新約約約約的的的的僕僕僕僕役役役役，，，，這這這這新新新新約約約約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從從從從儀儀儀儀文文文文來來來來的的的的，，，，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從從從從聖聖聖聖靈靈靈靈來來來來的的的的；；；；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儀儀儀儀文文文文會會會會使使使使人人人人死死死死，，，，而而而而聖聖聖聖靈靈靈靈卻卻卻卻使使使使人人人人活活活活。。。。 

2 Corinthians 2 
5 Now y if anyone has caused pain, z he has caused it not to 

me, but a in some measure - not to put it too severely - to 

all of you. 6 For such a one, b this punishment by the 

majority is enough, 7 so c you should rather turn to forgive 

and comfort him, or he may be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sorrow. 8 So I beg you to reaffirm your love for him. 9 For 

this is why I wrote, that I might d test you and 

know e whether you are obedient in everything. 10 Anyone 

whom you forgive, I also forgive. Indeed, what I have 

forgiven, if I have forgiven anything, has been for your 

sake in the presence of Christ, 11 so that we would not be 

outwitted by Satan; for f we are not ignorant of his 

designs. 
12 When g I came to Troas to preach the gospel of Christ, 

even though ha door was opened for me in the Lord, 13 my 

spirit i was not at rest because I did not find my brother 

Titus there. So I took leave of them and went on to 

Macedonia. 
14 But j thanks be to God, who in Christ always k leads us 

in triumphal procession, and through us spreads l the 

fragr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him everywhere. 15 For we 

are the aroma of Christ to God among mthose who are 

being saved and among n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16 o to 

one a fragrance from death to death, o to the other a 

fragrance from life to life. p Who is sufficient 1 for these 

things? 17 For we are not, like so many, peddlers of God's 

word, but as men of sincerity, as commissioned by God, 

in the sight of God we speak in Christ. 

 

2 Corinthians 3 
1 q Are we beginning to commend ourselves again? Or do 

we need, r as some do, s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you, 

or from you? 2 t You yourselves are our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written on our 1 hearts, to be known 

and read by all. 3 And you show that you are a letter from 

Christ delivered by us, written not with ink but with the 

Spirit of u the living God, not on v tablets of stone but 

on w tablets of x human hearts. 2 
4 y Such i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through Christ 

toward God. 5 zNot that we are sufficient in ourselves to 

claim anything as coming from us, but a our sufficiency is 

from God, 6 who has made us competent 3 to 

be b ministers of c a new covenant, not of d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For the letter kills, but e the Spirit giv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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