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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福福福福音音音音執執執執事事事事保保保保羅羅羅羅的的的的安安安安慰慰慰慰（（（（7:27:27:27:2----16161616））））    
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5/65/65/65/6////2020202011119999    

 

• 在此段經文中，保羅呼籲哥林多人與他和好。他在上文提到“用寬宏的心報答我”

（open wide your heart）（6:13）。本段一開始，他就請求他們【要心地寬大收

納我們】（7:2）。舊約中教導：“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摩 3:3）。若

哥林多信徒願意潔淨他們的生活和教會，神就會接納他們（6:17），那麼他們就可

以因此與保羅相交。 

• 這一段的重點是當保羅在亞細亞和特羅亞經歷了許多患難（1:8-10; 2:12-13）之

後，神如何勉勵保羅。這段經文記載了三重勉勵。  
一一一一....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安安安安慰慰慰慰了了了了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教教教教會會會會（（（（7:27:27:27:2----4444））））    

7:2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7:3 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裡、情願與你們同生同

死。 

7:4 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

的快樂。 

1. 哥林多教會接納了提多；如今，他們也應當接納保羅（7:13）。保羅請求他們信任

他，因為他從未作過任何傷害他們的事。他【沒有虧負誰】（wronged no one），

【沒有敗壞誰】（corrupted no one），【也未曾佔誰的便宜】（exploited no 

one）。這肯定是與假師傅們有關，因為他們指責保羅，甚至用了“侵吞”

（exploit）這個詞（11:20），暗示保羅正要將馬其頓，亞該亞各教會的捐獻佔為

私有。 

2. 保羅能夠做什麼來說服眾人？若有必要，他願意為他們死（【情願與你們同生同

死】），因為【你們常在我們心裡】。他常在人面前誇獎他們（【因你們多多誇

口】），但他們卻批評他。 

3. 保羅為何要請求哥林多人【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收納我們】的意思就是不要再

對保羅和他的同工存什麼成見，不要因為保羅曾經指出他們的罪惡，就把保羅看作

是跟他們對立的人。因為他雖然責備他們，甚至態度嚴厲，畢竟還是為主的緣故。

保羅與他的同工在生活為人方面，並沒有虧負哥林多人的地方，也沒有在物質的好

處上貪圖他們的便宜，甚至沒有什麼叫人絆倒的地方。 

4. 換言之，保羅雖然說了一些叫哥林多人難堪的話，但不是因為他的品格有錯失。他

是為主的緣故而說的，不是隨意發洩怒氣。他自己的生活是很嚴謹的。哥林多人應

該有寬大的心來接納他的忠告。 

5. 【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佔誰的便宜】，這是保羅可以向哥林多人要求以寬大

的心接納他的權威。反之，保羅就沒有資格這樣要求他們了。哥林多人應該因著保

羅為人的清潔公正而【收納】他。不應該只因他說了責備或忠告的話，就拒絕他。 

6. 即使在這種情形下，從 7:3-4 中看出，保羅仍然關心哥林多人，甚至他情願跟那些

信徒【同生共死】。保羅勸哥林多人收納他。這不是定他們的罪，也不是生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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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這只是保羅把哥林多人看成自己人，所以就實話實說（【我大大的放膽，向你

們說話】），避免與他們之間有什麼疙瘩。 

7. 在保羅的的勸告中，我們看見保羅與信徒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切，就像有血緣關係的

骨肉同胞一樣。所以哥林多人受了他的責備之後，還是覺得很【快樂】。因為他們

所感受的是父愛的勸責，而不是審判官的判罪。在保羅的書信裡面，常有這種的真

情流露。 

8. 【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這話連續下

文，含有讚美哥林多人的意思。保羅為他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是指他所誇

的是他們接受勸告願意悔改。雖然他們有許多虧欠，但他們的悔改，肯聽保羅的勸

告，就叫保羅大得安慰。勸責人時常要在心理上預備對方可能的反擊，甚至因此與

朋友成仇。但若勸告發生了效果，使自己的弟兄姐妹從迷途回轉過來，那種安慰和

喜樂，只有用愛心勸告人的人才能體驗到。 

9. 總而言之，保羅還是很有理由來誇獎他們，因為提多的拜訪是十分成功的；現在他

們有機會來彌補彼此之間的裂痕，恢復相交。這引進第二個勉勵。  
二二二二....    提提提提多多多多安安安安慰慰慰慰了了了了保保保保羅羅羅羅（（（（7:57:57:57:5----10101010））））    

7:5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

怕． 

7:6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 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7:7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

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叫我更加歡喜。 

7:8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

愁、不過是暫時的。 

7:9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著 神的意思

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7:10 因為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

是叫人死。 

1) 保羅受到的第一個勉勵是來自於提多，發生在他們分開之後。在保羅的時代，通

訊和旅行是非常困難的。保羅只有靠神的供應才能完成他差遣提多去拜訪哥林多

的計劃。即使在今天的通訊和交通的優勢下，我們仍然要依靠神。 

2) 提多的報告說他蒙哥林多教會的接納，大大鼓勵了保羅。他們已經讀過保羅的

“痛苦之信”，並為他們的罪行悔改了，而且也管教了製造麻煩的那些信徒。 

3) 保羅曾寫了一封“嚴厲的信”，使哥林多人【憂愁】，後來他卻【懊悔】了。但

那封信卻發生了作用，達到保羅預期的目的。哥林多人悔改了，因而使保羅大大

喜樂。他們的悔改不僅僅是一時的後悔，而是一種真正從神來的對罪的憂愁。

【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

是叫人死】（7:10）。這兩者之差別可以從彼得和猶大的例子領會到。猶大後悔

了，就去吊死了，而彼得為他一時的墮落哭泣並悔改（太 26:75-27:5）。 

4) 基督徒需要悔改嗎？耶穌說我們需要（路 17:3-4），而保羅同意耶穌所說的

（12:21）。在啟示錄 2 與 3章中，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之中的四個教會被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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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悔改。悔改的意思是改變一個人的心意，而不順服的基督徒需要悔改，不是為

了蒙拯救，而是為了恢復與神親密的相交。  
1. 在馬其頓的困境（7:5） 

7:5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

怕． 

1) 在原文中沒有【從前】這幾個字，在許多中，英文譯本中也都沒有【從前】這個

詞。因此原文的意思應當是“當我們到了馬其頓的時侯”。所以本經文所敘述的

應當與 2:13所記載的行程配合，就是保羅在特羅亞等候提多的消息，沒有遇到

提多，心裡就非常掛念哥林多教會。於是到馬其頓去，到那裡遇到提多，才得到

哥林多教會的消息，因而大得安慰。 

2) 本節所提到的保羅到馬其頓的行程，一定不會在使徒行傳 18章之前（保羅初次

來到哥林多，建立教會），因為那時保羅還沒有建立哥林多教會。而本節與下文

6節連起來，可知這裡所提到的【到了馬其頓】是指從提多聽到哥林多教會的好

消息的那一次。所以必定在使徒行傳 18章之後，也就是 20:1-6節之間的事。其

間，保羅也遭受過相當厲害的爭戰，但使徒行傳沒有詳細記載。  
2. 在喪氣中所得的安慰（7:6-7） 

7:6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 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7:7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想念、哀

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叫我更加歡喜。 

1) 聖經沒有明記保羅從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打發提多去哥林多，但本節及下文

13-15 節確定了提多曾奉派去哥林多。又按徒 19:21-22 來看，當保羅要離開以弗

所之前，曾打發提摩太和以拉都二人到馬其頓等地。這樣我們推測保羅大概在離

開以弗所前後打發提多到哥林多，約定與他在特羅亞會面（2:12-13），但未能

相遇，一直到了馬其頓才相遇。因此提多回程到馬其頓時，就把哥林多人怎樣想

念保羅的消息，告訴了他。使他在爭戰正激烈，內心正【喪氣】的時候，得著了

【安慰】。 

2) 從這兩節經文可見神的僕人從兩方面得到安慰。第一，因關心信徒而得安慰。保

羅怎麼能從哥林多人身上得到安慰呢？就是因為他關心哥林多人。所以當他知道

哥林多人有這種改變時就大得安慰。第二，因信徒的關心而得安慰。哥林多信徒

想念保羅，成為保羅的安慰和鼓勵。照樣，今天教會的信徒，也該關心神的僕

人，不要只顧從他們得著關懷。這樣，就會給那些勞苦傳道的人很大的安慰和鼓

勵。  
3. 忠告者的憂與喜（7:8-9） 

7:8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

愁、不過是暫時的。 

7:9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你們依著 神的意思

憂愁、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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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指前書對哥林多人的責備。那些責備的話使他們很難

過。 

2) 【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指保羅恐怕前書所說的話太重，不知會不會

傷了哥林多人的心，因而有點【懊悔】。但他說【如今卻不懊悔】，因為他確知

那些話已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可見保羅的書信並非靠他自己嚴謹的心思，而是

出於聖靈的感動與支配。 

3)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指前書的話雖然叫人難受，但這種

難受是暫時的，畢竟對他們的靈性是有幫助的。人們都明白“忠言逆耳”，“良

藥苦口”的道理，卻不容易接受這事實。基督徒必須冷靜地自省，神為什麼要藉

別人的口指責我們？是否我們已經多次不理會聖靈在我們內心的指責呢？ 

4)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的意思是說保羅如今所以喜歡，不是單單因為

信徒受責而難過，更是因為他們受了責備以後，就照著神的感動，為他們的罪憂

傷。因此保羅就歡喜。哥林多人受了保羅的責備，不看作是人的指責，乃看作是

神的責備，而在神面前為自己的錯失難過。這種態度，使他們的靈性復興。反

之，他們如果把保羅的責備看作是人的惡意，口出惡言，他們的靈性就會因此受

虧損（對保羅懷恨在心）。所以保羅說，【你們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凡事就不

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  
4. 沒有後悔的懊悔（7:10） 

7:10 因為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

是叫人死。 

1) 【以致得救】不是指靈魂的得救，而是指他們從失敗中被救起來，也就是指生活

上的得救。因為保羅在此處不是為哥林多人的靈魂滅亡擔憂，而是為他們過去的

失敗憂愁。所以保羅所指的不是靈魂的得救，而是生活上勝過罪惡的【得救】。 

2) 【依著神的意思憂愁】與普通世俗的憂愁不同。我們若為自己的失敗憂愁難過，

卻沒有想到應該回轉向神悔改，也沒有想到神的恩典夠我們使用，（事實上，我

們是可以靠著祂的恩典得到赦免，勝過失敗）。這就是世俗的憂愁了。世俗的憂

愁雖然比對罪毫無知覺強，然而對靈性生命卻毫無益處。這又引進第三個勉勵。  
三三三三....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人人人人安安安安慰慰慰慰了了了了提提提提多多多多（（（（7:117:117:117:11----16161616））））    

1) 哥林多人努力行神的旨意。首先，他們接納了提多，並重新與他相交（7:13）。

他們證明自己如同保羅所誇獎他們的一樣，使保羅更加歡喜。他們接受了他的信

中的勸勉，並採取行動。 

2) 在 7:11，保羅列出他們如何處理這件管教的事。【你看、你們依著 神的意思憂

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念、熱心、責罰．〔或作自

責〕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當提多告訴他哥林多人如何悔

改，並且熱心要做對的事情時，保羅就得到鼓勵。保羅向他們保證他寫信的目的

不只是要責備犯罪的人，而是要幫助他們，更是證明他對教會的愛。保羅因這件

事受了許多的苦，但他的受苦是值得的，如今問題已經得以完美的解決了。 

3) 要修補一個破裂的關係是一件難事。這正是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想要作的，特別

在 6與 7章中。可惜，今天還是有許多破裂的關係發生在家庭中，教會中，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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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上。只有當信徒誠實地面對問題，根據聖經的教導，加上愛心來處理，並在神

面前站立得穩，這些關係才能得以修補和加強。 

4) 當我們檢驗我們的生活，我們必須決心成為解決問題的一份子，而不是問題本身

的一份子。若神用我們去恢復破裂的關係時，我們必須表示感激，操練辨別能

力，並勉勵和解。  
1. 依著神的意思憂愁（7:11） 

7:11 你看、你們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訴、自恨、恐懼、想

念、熱心、責罰．〔或作自責〕在這一切事上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 

1) 哥林多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的證明就是他們【從此生出殷勤，自訴，自恨，

恐懼，想念，熱心，責罰】，而不是生出徒然的悲觀，灰心，失望，自暴自棄。

所以，他們的憂愁是合乎神旨意，而可以蒙主的血洗淨的。 

2) 在保羅身上，我們一再看見，他雖然很有愛心，卻不討好任何人，不怕得罪人，

也不怕被人討厭。雖然如此，他反而因這緣故得著更多的人。因為受過他責備

的，後來都知道他的好意，全是出於他真誠的愛心，是對他們有益的，所以就更

加地愛他了。 

a) 殷勤(earnest) - 渴望有義行； 

b) 自訴(vindication) – 強烈渴望除去他們的壞名聲； 

c) 自恨(indignation) – 恨惡他們的罪； 

d) 恐懼(fear) – 敬畏那位管教和審判的神；  

e) 想念（longing） - 渴望他們與保羅的關係得以恢復； 

f) 熱心（zeal） - 熱心追求聖潔； 

g) 責罰(avenging of wrong) - 改錯為對。  
2. 顯明了哥林多人的熱心（7:12） 

7:12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 

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 

1) 【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表示他寫信不是要偏袒是或非

的任何一方，乃是要哥林多人體會使徒們的心意，並順從他們的教訓。他的信把

哥林多人的態度顯明出來，原來他們還是敬愛保羅，願意接受他的勸告的。本書

常見這類解釋，可能因為保羅覺得前書所說的相當嚴厲。既然如今哥林多人接受

勸告，他就認為有必要加以說明，免得哥林多教會中的假師傅（11:13-15）趁機

毀謗他，破壞他與哥林多人的關係。  
3. 因提多受禮遇而得到安慰（7:13-16） 

7:13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眾人使提多心裡暢快歡喜、我們就更

加歡喜了。 

7:14 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甚麼、也覺得沒有慚愧．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

的．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都是真的。 

7:15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的接待他、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

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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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 

1) 【故此】指上文保羅得知哥林多人悔改而得了安慰。更叫保羅歡喜的，是他所打

發去哥林多的代表提多，獲得哥林多人熱忱的接待和尊重。藉此可以看出哥林多

人對保羅的責備沒有起反感，證明他們真心接納了保羅的勸告。 

2) 從 14節中看出，在保羅打發提多去哥林多之前，曾經對提多誇獎了哥林多人。

可見雖然保羅在前書中充滿了責備的話，可是他卻對提多誇獎了哥林多人。這些

誇獎是真實的，不是虛假的。這不是保羅的手段，說兩面話，而是保羅的美德。

他的責罵是為哥林多人好，要挽回他們。可是在他心裡，他是非常愛他們的，想

到的都是他們的好處。反之，有些人在某人面前說他好，卻在他背後對別人說他

的壞話。 

3) 到底保羅對提多說了什麼哥林多人的好處，聖經沒有明說。但從經文推想，可能

保羅向提多預測哥林多人一定會悔改，順從他的話，接受他的責備。結果，哥林

多人果然如此，保羅【也覺得沒有慚愧】了。所以保羅分外歡喜，就如父母對兒

女的心。 

4) 提多到哥林多的時候，哥林多人【恐懼戰競】地接待他。可見他們雖然犯了嚴重

的罪，但心理卻是對神忠心的僕人還是尊敬有禮。雖然提多只是一個年輕人，但

哥林多人因為敬畏神，就存敬畏的心接待他。這也是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基督徒的

靈性如何的方法。即使沒有勝過罪，但若犯了罪，是否能誠實地悔改。基督徒難

免會犯罪，但犯罪後是否能接受責備，回頭悔改；還是蓄意遮蓋罪惡，為自己抗

辯。 

5) 【我如今歡喜，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難道因為哥林多人的反應良好，保羅

就可以從此放心了麼？保羅如此說，不是認為哥林多人此後不會再失敗，而是知

道他們會從失敗中誠實回轉。這樣的信徒縱然會失敗，但保羅也可以放心，因為

他們回轉之後必然更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