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後書
（林後 8:1-15）
1. 馬其頓信徒的榜樣（1-5）
8:1 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
8:2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
捐的厚恩。
8:3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
8:4 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8:5 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
們。
1-2『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患難中有快樂…極窮之間顯出樂捐的厚恩』
馬其頓是當時羅馬帝國的一個省，在亞該亞省的北邊，哥林多教會即在亞該亞省內。馬其
頓境內包括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尼哥波立等教會（參徒 16:9,12; 17:1,10-11; 多
3:12）。
神的恩是什麼？就是第二節說的，患難之中有喜樂，極窮之時仍樂捐。馬其頓地區的信徒
所遭受的患難和試煉，主要是來自異教徒的逼迫（參腓 1:29-30; 帖前 1:6-7,2:14; 帖後
1:4）。『極窮 extreme poverty』代表他們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喜樂的確是神給人，特
別是他兒女的一個極大的恩典。我們說基督徒的特徵之一就是有平安和喜樂，這都是從神
來的。信徒雖在世上有苦難，但在主裏面卻有平安（約 16:33） 另外對基督徒來說，我
們有事奉主的心，也是從神來的。所以我們不用驕傲，認為我有能力，有愛心能夠去幫助
別人。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們什麼都不能做。（約
約 15:5 我是葡萄樹，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你們是枝子。常在
我裏面的，
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
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

3『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甘心樂意』
按著力量就是把你有餘的拿出來給別人；過了力量就是自己不夠，還是拿出來給別人。神
不但使他們捐獻，而且是甘心樂意的捐献。不但是甘心樂意的捐獻，還是超過自己能力的
捐獻，更可證明這是出於神。否則以人自私的天性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4『再三地求我們』
他們不但甘心樂意的捐助，甚至在自己不足的時候還求著保羅一定要參與幫助耶路撒冷的
窮人。『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the privilege of sharing in this service to the Lord’s people』
他們將捐助聖徒看成是一種從神而來的特權，所以才一再央求保羅讓他們參與。這種認識
和愛心只能是從神而來。
5『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 gave themselves to the Lord』
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忘記把神擺在首位。他們不只是發憐憫幫助窮人，他們更知道這是
神的恩典讓他們可以這樣做。所以他們先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獻給神，讓神來完全使用他

們。這讓我們想起羅馬書 12 章第一節所說的『所以
所以弟兄們
所以弟兄們，
弟兄們，我以神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的慈悲勸你們，將身
體獻上，
體獻上，當作活祭，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歸附了我們 gave themselves to us』
歸附原文並無『附屬、附從』的意思。他們也歸附了保羅，就是願意遵照保羅的教訓而
行。參徒
徒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彼此交接，擘餅，
擘餅，祈禱。
祈禱。
保羅藉著馬其頓教會的例子來鼓勵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如果一個在患難中極為貧窮的教會
都能夠這樣捐助別人，那麼哥林多教會中富裕的信徒豈可落後於人呢？豈不更應當多多的
捐助別人嗎？

馬其頓在哪裡？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什麼樣的恩？
馬其頓信徒有什麼患難？他們的生活情況如何？
他們為什麼可以在患難之中有喜樂，在極窮之時仍樂捐？
基督徒的生活裡面有什麼特點？我有平安和喜樂嗎？如何才能得到？
我們為什麼會有愛心？我們為什麼會願意事奉神？
按著力量是什麼意思？過了力量是什麼意思？
馬其頓信徒捐獻的心態如何？他們為什麼能夠甘心樂意的捐助？
他們將捐助別人看成是什麼？我對捐助別人的看法是什麼？
他們在捐助別人之前先做了什麼？神的旨意是什麼？
馬其頓教會的表現對我有什麼影響？我願意效法他們什麼？
2. 勸哥林多教會辦事有始有終（6-11）
8:6 因此我勸提多，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
8:7 你們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
在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顯出滿足來。
8:8 我說這話，不是吩咐你們，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
8: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
窮，可以成為富足。
8:10 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是與你們有益；因為你們下手辦這事，而且起此
心意，已經有一年了，
8:11 如今就當辦成這事。既有願做的心，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
6『慈惠的事 act of grace』
就是這件捐獻的事。可見捐獻乃是恩典的彰顯，是出自於憐憫恩慈的心，而不是炫耀。這
件事是提多在他們中間發起的，所以保羅勸提多既然開始了，就要完成。
7『滿足 excel, abound』

即豐富的表現。保羅稱讚他們在許多的事上都表現甚佳（豐盛有餘）：信心、口才、知
識、熱心，愛心，因此希望他們在這件捐助耶路撒冷聖徒的事上也是一樣顯出他們的豐富
的表現來。
8『不是吩咐你們…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
保羅提起這件事，不是要命令他們捐獻，因為這種事一定要甘心樂意才能蒙神悅納。他只
是提醒他們，不要忘了這是一件愛心的事，讓他們可以彰顯出他們的愛心來。
『藉著別人的熱心』
就是馬其頓教會的熱心表現。保羅希望藉著馬其頓教會的例子讓他們可以自己反省比較。
9『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本節在開始有『因為』，表示以下的話乃是解釋為甚麼保羅不用吩咐他們捐獻，乃因為有
主耶穌基督的榜樣：他本來是萬有之主，卻寧願捨下他一切的富足，降世為人成為貧窮，
取了奴僕的形像，生在馬槽，長在平民家中，作木匠維生。叫所有的信徒因著他的貧窮在
屬靈上面成為富足（弗 1:3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他們如今既然有能力能夠捐獻，就應
該效法耶穌基督，不要緊抓著自己所有的不放，應該將財物拿去幫助窮人。這裡也讓我們
看見財物奉獻的真實意義，乃在彰顯基督的作為，活出基督的樣式。
10『已經有一年了 Last year 』
當時保羅差派提多往哥林多教會去，鼓勵他們捐獻給耶路撒冷的窮人，而顯然他們也願意
參與（而且起此心意）。這件事情是從去年就開始了，所以保羅再次提醒他們，要他們不
要忘了這件事。
10-11『是與你們有益…既有願做的心，也當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
保羅又說，他們既然有這樣的心，而且已經開始辦這件事，就應該把它做完成。
『照你們所有的去辦成』保羅並沒有要求他們要像馬其頓教會一樣過了自己的力量來捐助
別人，他只是要求他們照他們現有的力量去做。這是一件對他們有好處的事。因為做事有
始有終，是一個好習慣。做事若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就不能辦成任何事。

捐獻和恩典有什麼關係？必須出自於什麼樣的心態？
第七節的『滿足』是什麼意思？哥林多教會在什麼事上顯出滿足？
保羅為什麼說不是命令他們要捐獻？如何試驗他們愛心的實在？
基督的榜樣在捐獻的事上如何顯明？我們如何在基督的作為中蒙恩？
財物奉獻的真實意義是什麼？我是以這樣的心態捐獻嗎？
保羅為什麼說提醒他們完成捐獻是與他們有益？若是不完成會有什麼結果？
3. 信徒要互相幫補（12-15）

8:12 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8:13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
8:14 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 將來也可
以 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
8:15 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12『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我們的神對我們的要求一定是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我們只要有願做的心，盡我們的力量
去做，就必蒙神悅納。因為神是按我們所有的來看我們的成效，而不是按我們沒有的。
13-14『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均平』
保羅也沒有要他們將所有的都拿出來捐助窮人，結果自己反而要人家幫助。他乃是要他們
將多出來的部分捐給窮人，如此大家都能夠有糧。將來這些窮人富足了以後，萬一哥林多
人有需要，也可以來補哥林多人的不足。
『均平 equality』
這裡的均平並不是將所有的財產平均分配給每一位信徒，亦即不是『共產』方式的強制均
衡，而是『互補長短』方式的自願均衡。就是後面所說的『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
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 將來也可以 補你們的不足』，使眾人都無所缺乏。同樣的原則
也可以用在非物質方面，例如身體的強壯或軟弱，靈命的彼此供應，恩賜的互相幫補等。
15『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參出
出 16:18 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
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沒有餘，
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按著
各人按著自己的飯
量收取。
量收取。當時神從天上降嗎哪給以色列人吃，他們每早晨出去按各人的飯量收取，有多
收的，也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結果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若所
收的超過自己的飯量，不分給別人而留到第二天，嗎哪便生蟲發臭。

有人說『我若有錢，會奉獻一百萬。』這樣的說法對嗎？請從 12 節思考。
神會要求我們做超過我們能力的事嗎？如何做才能蒙神悅納？
保羅是否要求哥林多教會像馬其頓教會一樣過了力量捐助別人？為什麼？
這裡的均平是什麼意思？和共產式的平均分配有什麼區別？
互補長短，互通有無的均平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今天的查經對我有什麼幫助？我願意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

NIV
And 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ant you to
know about the grace that God has given the
Macedonian churches.
2
In the midst of a very severe trial, their
overflowing joy and their extreme poverty welled
up in rich generosity.
3
For I testify that they gave as much as they were
able, and even beyond their ability. Entirely on their
own,
4
they urgently pleaded with us for the privilege of
sharing in this service to the Lord’s people.
5
And they exceeded our expectations: They gave
themselves first of all to the Lord, and then by the
will of God also to us.
6
So we urged Titus, just as he had earlier made a
beginning, to bring also to completion this act of
grace on your part.
7
But since you excel in everything—in faith, in
speech, in knowledge, in complete earnestness and
in the love we have kindled in you[a]—see that you
also excel in this grace of giving.
8
I am not commanding you, but I want to test the
sincerity of your love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earnestness of others.
9
For you know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though he was rich, yet for your sake he
became poor, so that you through his poverty might
become rich.
10
And here is my judgment about what is best for
you in this matter. Last year you were the first not
only to give but also to have the desire to do so.
11
Now finish the work, so that your eager
willingness to do it may be matched by your
completion of it, according to your means.
12
For if the willingness is there, the gift is
acceptable according to what one has, not according
to what one does not have.
13
Our desire is not that others might be relieved
while you are hard pressed, but that there might be
equality.
14
At the present time your plenty will supply what
they need, so that in turn their plenty will supply
what you need. The goal is equality,
15
as it is written: “The one who gathered much did
not have too much, and the one who gathered little
did not have too little.” [b]
1

Footnotes:
2 Corinthians 8:7 Some manuscripts and in your
love for us
2 Corinthians 8:15 Exodus 16:18

NASB
Now, brethren, we wish to make known to you the grace of
God which has been given in the churches of Macedonia,
2
that in a great ordeal of affliction their abundance of joy
and their deep poverty overflowed in the wealth of their
liberality.
3
For I testify that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and beyond
their ability, they gave of their own accord,
4
begging us with much urging for the favor [a]of
participation in the [b]support of the [c]saints,
5
and this, not as we had [d]expected, but they first gave
themselves to the Lord and to us by the will of God.
6
So we urged Titus that as he had previously made a
beginning, so he would also complete in you this gracious
work as well.
7
But just as you abound in everything, in faith and
utterance and knowledge and in all earnestness and in
the [e]love we inspired in you, see that you abound in this
gracious work also.
8
I am not speaking this as a command, but as proving
through the earnestness of others the sincerity of your love
also.
9
For you know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though He was rich, yet for your sake He became poor,
so that you through His poverty might become rich.
10
I give my opinion in this matter, for this is to your
advantage, who were the first to begin a year ago not only
to do this, but also to desire to do it.
11
But now finish [f]doing it also, so that just as there
was the readiness to desire it, so there may be also the
completion of it by your ability.
12
For if the readiness is present, it is acceptable according
to what a person has, not according to what he does not
have.
13
For this is not for the ease of others and for your
affliction, but by way of equality—
14
at this present time your abundance being a
supply for their need, so that their abundance also may
become a supply for your need, that there may be equality;
15
as it is written, “HE WHO gathered MUCH DID NOT HAVE
TOO MUCH, AND HE WHO gathered LITTLE HAD NO LACK.”
1

Footnotes:
2 Corinthians 8:4 Lit and
2 Corinthians 8:4 Lit service to the saints
2 Corinthians 8:4 Or holy ones
2 Corinthians 8:5 Lit hoped
2 Corinthians 8:7 Lit love from us in you; one early ms
reads your love for us
2 Corinthians 8:11 Lit the do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