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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患难中的安慰 

经文：林后一 1-11 

【课前预备】 

1. 请阅读使徒行传(徒十九 9，十九 21-廿 1，廿 31 ；参林前

十五 32)，并请留意意保罗在离 以弗所前往马其顿之前所

遇到的艰难。圣经学者认为在(林后一 8)所提到的「苦难」

就是在上述使徒行传经文中所记载的诸事件之一。请默想

「为什么神允许不信主的人攻击并且反对基督徒？」请参

考(诗六十九篇；赛四十三 2 ；徒九 16) 

2. 请阅读林前一 1-3，并与林后一 1-2 比较其中的异同。 

 

【大纲】—(请完成经文填空) 

问安—自称与祝福(一 1-2) 
1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__________，写信

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__________遍处的众圣徒。2 願恩

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1-2) 

一. 苦楚与安慰(一 3-7) 
1. 赐各样安慰的神 

願颂赞归与我们的________________，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神。(3) 

2. 患难中苦楚与安慰的奥秘≈同受苦楚、同得安慰(延伸的

法则：头与身体、肢体的法则) 

(1) 安慰的能力源自神的安慰：神的安慰赋予使徒安慰

的能力，安慰所有遭患难人 

我们在一切______中，他就______我们，叫我们能

用神所赐的______去______那____________的人。

(4) 

(2) 基督的苦楚与使徒的苦楚 

我们既多受______的苦楚，就靠______多得

______。(5) 

(3) 有效的安慰(安慰的运行)：使徒的患难与安慰与哥

林多人的苦楚与安慰 

我们受______呢，是为叫你们得______，得

______；我们得______呢，也是为叫你们得

______；这______能叫你们______我们所受的那

样______。(6)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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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受苦楚、同得安慰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______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

们既是____________，也必____________。(7) 

二. 依靠与恩惠(一 8-11) 
(1) 依靠神的救恩 

8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

亚遭遇______，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

的指望都绝了； 9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

们____________，只靠__________________。10 他

曾救我们脱離那极大的死亡，______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______还要救我们。(8-10) 

I. 绝望的处境(8) 

II. 绝望中依靠神—叫死人复活的神(9) 

III. 得救的信心(10) 

(2) 代祷的帮助 

11 你们以__________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

谢恩，就是为我们因__________所得的恩。(11) 

I. 代祷同工 

II. 得恩与谢恩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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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与分享】 

问安—自称与祝福(一 1-2) 

１ 保罗在书信 始的问安中，将自己与提摩太并列。请参考(林前四 17，十六 10 以下；林后一 19 ；徒十八 5，徒十

九 22，徒二十章)，描述提摩太与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 

一. 苦楚与安慰(一 3-7) 

１ 在本段落中，有那两个字频繁的出现？ 

２ 请简述基督的苦难、使徒保罗的苦难与哥林多人的苦难，彼此之间有什麽关系？这对今天的教会有什麽意义？这又

与你的人生有什麽意义？ 

３ 请简述神的安慰、基督的安慰、保罗的安慰与哥林多人的安慰，彼此之间有什麽关系？ 

４ 请从第 6 节所叙述的患难(苦楚)与安慰，解释保罗所提到的「拯救」是指甚麽？ 

二. 依靠与恩惠(一 8-11) 

１ 保罗如何描述自己所遭遇的患难？他又是如何面对这个患难？这对你的人生有什麽提醒？ 

２ 请从第 10 节描述救恩。甚麽是极大的死亡？现在与将来又是指甚麽时候？ 

【应用】 

１ 请分享你自己对救恩的体验。 

２ 请分享在你过去的人生经验中，一件关于「患难(艰难、苦楚)」与「安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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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肢体关系与互动的法则 

经文：林后一 12-二 13 

【课前预备】 

1. 请复习上一课。 

2. 请读(林前十六 1-8 ；林后一 15-17)。显然，保罗在前往马其

顿的行程中，取消了他前往哥林多的行程，此举对「某些哥

林多人而言」，可能导致了对保罗的误解，甚至于有诋毁或

抵挡使徒职份的现象。 

3. 圣经学者认为在哥林多前后书之外，保罗可能还写了至少两

封信给他们。(林后二 3-4，9)所指的可能是其中的一封。 

【大纲】—(请完成经文填空) 

一.法则(一)：良心的见证(一 12-14)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________，见证我们凭著神的________

和________；在世为人不靠人的________，乃靠神的

________，向你们更是这样。(一 12) 

1. 保罗书信中的「夸口」 

2. 神的圣洁和诚实 

3. 神的恩惠 

4. 认识与夸口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____________，

所________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________；正

如你们已经有幾分________我们，以我们________，好

像我们在我们________________以你们________一样。

(一 13-14) 

(1) 所念的 

(2) 所认识的 

(3) 所夸口的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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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则(二)：神的引导(一 15-24) 

1. 使徒的行程(15-16)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

__________；也要从你们那里经過，往________去，再

________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________去。(一

15-16) 

2. 使徒的自辩(17) 

我有此意，岂是______________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

________起的，叫我忽____忽____吗？(一 17) 

3. 神引导的神学意义(18-22) 

(1) 信实的神与神儿子耶稣基督 

我指著__________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

____而又____的。因为我和西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

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____而又____的，在他

只有一是。(一 18-19) 

(2) 神的应许与基督  

神的________，不论有多少，在________都是_____。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________（原文是________）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一 20) 

(3) 神的膏抹与圣灵的凭据(基督里的坚固、神的膏抹、圣

灵的凭据) 

那在基督里________我们和你们，并且____我们的就

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__________在我们心

里作__________（原文是____）。(一 21-22) 

4. 根本的原因—宽容(23-24)  

(1) 神的见证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__________，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

为要________你们。(23) 

(2) 凭信坚立 

我们并不是__________你们的__________，乃是帮助

你们的__________，因为你们__________才站立得

住。(24)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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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则(三)：喜乐与爱心(二 1-5) 

1. 喜乐与忧愁(1-3)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_______。

倘若我叫你们_______，除了我叫那_______的人以外，谁能

叫我_______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時候，

应該叫我_______的那些人，反倒叫我_______。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_______为自己的_______。(二 1-3) 

2. 爱与忧愁(4-5) 

我先前心里难過痛苦，多多的流淚，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

们_______，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

_______的，他不但叫我_______，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幾分

_______。我说幾分，恐怕说得太重。(二 4-5) 

四.法则(四)：恩典与爱心(二 6-13) 

1. 爱心与恩待(6-8)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責罚也就够了，倒不如______他，

______他，免得他______太過，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______来。(二 6-8) 

2. 爱心的试验(9-11)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______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

不顺从。你们______谁，我也______谁。我若有所______的，

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______的；免得撒但趁著机会胜過我

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______。(二 9-11) 

《补述》(二 12-13)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______，主也给我開了门。那

時，因为没有遇见兄弟______，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

的人往______去了。(二 12-13) 

《一封未知的书信》 

五.夸胜中显扬基督(二 14-16)  

1. 凯旋行进(逰行)(14) 

14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______，并藉著我们在各

处显扬那因________而有的香气。 

(1) 胜利中的引导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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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气四溢 

2. 救恩与审判(15-16)  

15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

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16在这等人，就作了__________

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__________叫他活。这事谁能

当得起呢？(二 14-16) 

 

 

《结论》 

《转接句》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亂__________；乃是由於_____，

由於神，在神面前凭著_____讲道。(二 17)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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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与分享】 

一.法则(一)：良心的见证(一 12-14) 

１ 「…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12 节)。这句话对你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有什么提

醒呢？(「在世为人」可以读作「在世上的生活行为一向如此」) 

２ 请从本段经文中叙述保罗与哥林多人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互动关系。 

二.法则(二)：神的引导(一 15-24) 

１ 保罗拜访哥林多的目的是什么？他原先的计划如何？结果如何？ 

２ 你要如何看待一位出尔反尔的领导人？如果神要你改变既定的行程(或计划)，可是你又不愿意让人认为你不能履行

自己的承诺。两难之间你会如何处理？保罗的榜样是否给你值得参考的原则？ 

三.法则(三)：喜乐与爱心(二 1-5) 

１ 在本段落中，有那些字频繁的出现？ 

２ 你是否曾经为他人而感到忧愁？请分享你为甚麽会为会如此？你要如何使这种忧愁转为喜乐呢？ 

３ 保罗强调「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请问「忧愁」与「快乐」能相容

吗？试想，那位令你忧愁的人，他如何能使你快乐呢？ 

四.法则(四)：恩典与爱心(二 6-13) 

１ 在本段落中，有那些字频繁的出现？ 

２ 要如何面对一位应受责罚的人(可能是那位冤屈你的人，也可能你那位叛逆的孩子…)？保罗的提醒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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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新约的执事 

经文：林后三 1-四 6 

【课前预备】 

1. 请复习前一课。 

2. 请速读本课经文与(徒九 15 ；十八 1-11)，复习保罗

蒙召的使命，以及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并请默想： 

(1) 保罗使徒职分的确据。 

(2) 哥林多教会的根基。(林前三 1-10) 

(3) 哥林多人的属灵生命状态。 

(4) 保罗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之确据。(林后二 17) 

【默想与分享大纲】—(请完成经文填空与默想题纲) 

【前言】 

我们岂是又______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______给你们或用

你们的______给人吗？(三 1)  

 你有推荐信的经验吗？在推荐信的事上，有哪三个必要条

件？ 

 

 

你们就是我们的______，写在我们的______，被众人所知道所念

诵的。你们明显是____________，藉著我们____________。不是

用墨写的，乃是用____________写的；不是写在______，乃是写

在______。(三 1-3) 

1. 被举荐的当事人—____________(2) 

 在 2-3 节中，有那两句平行句可以确认谁是被举荐的当事

人？ 

第一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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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节：既是写在心里，又如何能被人所知道、所念诵呢？

这是甚麽意思？ 

 

 

 

 如何显明是基督的信呢？是自己显明还是被显明？ 

 

 

 

 「藉着我们修成的」(3)，保罗为甚麽要用这句话强调他与

哥林多教会的关系？ 

 

 

 

2. 荐信的作者：____________(3) 

 如果你要替别人写荐信，你需要怎样的工具完成荐信？ 

 

 

 

 请找出荐信的神秘作者。并找出这位作者写荐信所使用的

工具(笔与纸) 

 

 

 

3. 荐信的真义：____________(3) 

 请从基督属灵身体的角度分享荐信对你的意义。 

 

 

 

 请从自己的优点与弱点分享荐信对你的意义。 

 

 

 

 请从神的性情与你的关系分享荐信对你的意义。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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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约执事的特质（三 4-6） 

4 
我们因______，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______。

5 
并不是我

们凭自己能______甚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______。
6 

他

叫我们能承当这____________，不是凭著______，乃是凭著

______；因为那字句是______，精意（或作：______）是

______。(林后三 4-6) 

 为甚麽使徒保罗好像是突然转入新约执事的话题？(请参考

上文<三 3>) 

 

 

 

1. 新约执事的信心 

 请从分享你对信心的认识：甚麽是信心？为什麽要有信

心？如何能有信心？ 

 

 

 

 从分享你对「新约」的认识：甚麽是「新约」？为什麽要有

「新约」？「新约」是如何立约的？(参耶卅一 31-34 ；来八

10-13) 

 

 

 

2. 新约执事的资格（______） 

 根据你人生的经验，有那些工作是不要求资格的？这些不要

求资格的事会是重要的工作吗？ 

 

 

 

 保罗强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甚么事」，这是否是保

罗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或是保罗的谦虚？或另有所指？ 

 

 

 

 「出于神」是甚麽意思？是不是将责任推卸给神？或是神负

全责？神与人在服事上是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互动？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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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约执事的属性(__________)(6) 

 「字句」与「精义」是甚麽？保罗为什麽强调新约执事不

是字句，而是精义？ 

 

 

 

 字句与精义的结果不同，一个是死，一个是活。为什麽会

有这麽强烈的对比？这个死与活是指甚麽？ 

 

 

 

《应用与代祷》 

 在职场与事奉二者之间，有甚麽分别？如果有，请例举你

的区别。如果没有，请提出你的观点。 

 

 

 

 从你人生的经验来看，人要凭着甚麽才能在在职场上生

存？请提出你在职场上的生存之道与代祷的需要。 

 

 

 

 在目前的职务上，你 主要的功能是甚麽？你如何发挥职

务上的功能？你 大的难处是甚麽？ 

 

 

 

 你如何评估你职务的功能？这方面你 需要的是什么？你

认为神能帮助你吗？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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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约执事的职务(职事)(三 7-11)  
7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______________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

的，8 何 况 那 ______________ 岂 不 更 有 荣 光 吗？ 9 若 是

______________有荣光，那______________荣光就越发大了。10

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11 若那

______有荣光，这_______就更有荣光了。(三 7-11) 

1. 两种职事(职务) (7,9) 

 请分别为属死的职事与属灵的职事作简单的定义？ 

 

 

 

 请分别为定罪的职事与称义的职事作简单的定义？ 

 

 

 

2. 两种荣光(7-11) 

(1) 属死职事的荣光—  

 属灵的职事的荣光与属死的职事的荣光是从哪里而来？ 

 

 

 

 

(2) 属灵职事的荣光— 

 属死的职事与属灵的职事既然都是从神而来，为什麽还有废

掉与长存的分别呢？又为甚麽长存的荣光更大呢？ 

 

 

 

 

心得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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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约执事的自由 (三 12-18) 
1.12我们既有这样的____________，就______________，13不

像摩西将________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

________________。14但他们的________________，直到今日

诵读________的時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________

已经废去了。15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__________的時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16但他们的心幾時__________，帕子就幾

時除去了。17主就是________；__________在那里，那里就得

以________。18我们众人既然__________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________________，就变成________________，荣上加

荣，如同从__________变成的。 

1 新约执事的盼望 

 保罗在第 12 节所说的盼望是什麽？他为什麽有胆量呢？ 

 

 

 

2 摩西脸上的帕子 

(1) 帕子的用处(三 13-14) 

 为什麽摩西要在为自己的脸上蒙上帕子？(出卅四 29-35) 

 

 

 

 13 节所说的是否是(出卅四 29-35)所说的一致，如果不一致，

保罗的用意是什麽？ 

 

 

 

(2) 除去心中的帕子(三 15-16) 

 

 

 

3 新约执事的自由(三 17-18) 

(1) 主的灵与自由(三 17) 

 请分享你对「自由」的定义，请从上下文说明 17 节的「自由」

是指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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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见主的荣光(三 17) 

 主的荣光与摩西脸上的荣光有何区别？看见主的荣光，与看

见摩西脸上的荣光有甚麽不同？ 

 

 

 

四.新约执事的事奉(四 1-6) 

1 事奉的原则(1-2) 

(1) 不丧胆(1) 

 请分享「不丧胆」与「弃绝那些可耻的暗昧」之间的关系。 

 

 

 

 请分享你对「羞耻」的观点。(定义、如何除去羞耻) 

 

 

 

(2) 不行诡诈也不谬讲神的道(2-3) 

 请分享你对「诡诈」的观点，为什麽会诡诈呢？ 

 

 

 

 「不谬讲神的道」是指甚麽？是错解或误传神的道？或是….

这与(二 17)有甚麽共同点？ 

 

 

 

2 福音的蒙蔽(3-4) 

 灭亡的人与不信的人是同一类的人吗？为什麽说他们的心

眼瞎了？ 

 

 

 请读(徒十八 1-11)与(林后四 3-4)，「此等不信之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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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本是神的像」，这「像」能看见吗？如果能，你曾

看见过吗？如果不能，这又是甚麽意思？ 

 

 

 

 

3 事奉的核心(5-6)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一 3)，这位神「已经照在我们心

里」，这与「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有甚麽关

系呢？ 

 

 

 

 

 

 再谈到摩西脸上的荣光(林后三 12-18)，这与显在耶稣基督 

面上的光有何不同。请分享你对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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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荣耀的人生观 

经文：林后四 7-五 10 

【课前预备】 

1. 请复习前一课。 

2. 请速读本课经文(林后四 7-五 10)并请默想以弗所书第一

章：从过去、现在、未来三方面简答下列问题： 

(1) 甚麽是属灵的福气？ 

(2) 甚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3) 甚麽是产业？ 

(4) 圣灵与基督救恩的关系。 

(5) 将这些对你的人生有甚麽意义？ 

【默想与分享大纲】—(请完成经文填空与默想题纲) 

【前言】 

一．荣耀人生观的素描—能力的奥秘(林后四 7-12) 

7 我们有这______放在______里，要显明这莫大的______是出於

______，不是出於我们。8 我们____________，却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却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却____________。10 身上常带著

耶稣的______，使耶稣的______也显明在____________。11 因为

我们这______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於______，使耶稣的______在
我们这______的身上____________。12 这样看来，______是在我

们______发动，______却在你们______发动。(林后四 7-12) 

 

 请分享你的人生观在信主前与信主后有什麽不同？ 

 请分享你为什麽选择现在这个专业？其中 主要的因素甚

麽？ 

 

 

1. 人生的能力(7) 

 请分享你认为世人的人生中 宝贝的是甚麽？这个宝贝从

哪里来？ 

 基督徒的人生中 宝贵的是甚麽？这个宝贝从哪里来？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你所认为的宝贝与你的人生有甚麽

关系？你要如何面对这个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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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力的比喻 

超自然的能力—(太七 22，十一 20，23，十三 54，
58，十四 2)  

 

 

耶稣所彰显的能力(太廿四 29-30 ；可十三 25-26 ；路

廿一 26-27) 

 

 

神的大能或权能(太廿二 299，廿六 24 ；可十二 24，
十四 62 ；路一 35，弗一 19) 

 

 

圣灵的能力(路四 14 ；罗十五 13，18) 

 

 

人的才幹(太廿五 15 ；林后一 8) 

 

 

邪灵的能力(路十 19 ；启十三 2，十五 8，十七 13) 

 

 

I. 瓦器的比喻—人 

 

 

 

II. 宝贝的比喻—能力 

 

 

(2) 能力的来源 

 

I 从句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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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我们有…」 

 

 

 

2. 人生艰难处境中的突破(8-9) 

(1)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2) 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3)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4)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3 能力彰显的奥秘(10-12) 

(1) 甚麽是能力彰显的奥秘(10) 

 

 

 

I.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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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内容 

 

 

 

 

 

 

III. 媒介 

 

 

 

(2) 主观性能力彰显的奥秘 (11) 

 

 

I. 「消极性的目的」 

 

 

 

II. 「积极性的目的」 

 

 

 

 

(3) 客观性能力彰显的奥秘 (12) 

 

I. 耶稣的典范  

 

 

 

II. 发动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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