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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一講 
哥林多後書背景及本書引言（一 1-11） 

 

一. 哥林多後書簡介 

A. 保羅是這卷書的焦點 

B. 保羅寫哥林多後書的背景 

C. 寫信的目的 

1. 為使徒職分辯護，澄清哥林多教會對他的誤解 

2. 鼓勵哥林多教會趕緊收齊所應許給耶路撒冷教會窮人的奉

獻 

3. 確定他第三次訪問哥林多教會，請他們預作準備 

D. 哥林多後書的主題﹕保羅為贏得哥林多教會的信任，為自己的使

徒職分辯護  

二. 第一章 引言（一 1-11） 

A. 問安 

B. 感謝 

1. 頌詞（3） 

2. 感謝的話（4-7） 

3. 保羅以自己的經歷作例子說明他感謝的原因（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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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二講 
保羅為自己事工與身份辯護（一） 

保羅為自己改變行程辯護 （一 12—二 17） 

 

一. 保羅為三個對他的指責辯護（一 12-2:4） 

A. 為指責他說大話辯護（12 - 14） 

B. 為指責他言行不一致辯護（15-23） 

1. 未依約風聞哥林多教會的原因（15-17） 

2. 神道理的真實性是不應置疑的（18-22） 

C. 為指責他想利用權柄轄管他們辯護（一 23-二 4） 

二. 保羅提示懲罰和赦免的原則（二 5-11） 

A. 第一個原則，教會執行懲罰的決定和行動，必需大多數的人都

參與，並且以正式的方式進行 

B. 第二個原則，要赦免，和安慰（5-7） 

C. 第三個原則，就是愛（8） 

D. 第四個原則，要同心（9-11） 

三. 保羅為自己的耽延辯護（2:12-13） 

四. 保羅靠基督得勝的歡呼（2:14-16） 

五. 保羅最後的辯護（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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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三講 
保羅為自己事工與身份辯護（二） 

保羅的薦信和新約的卓越性 （三 1‐18） 

 

一. 保羅的薦信（三 1‐11） 

A. 哥林多信徒就是保羅的推薦信（1‐3） 

B. 哥林多信徒是保羅推薦信的理由（4‐6） 

1. 他有信心的根據（4） 

2. 他沒有自我吹噓、自我推薦（5） 

3. 是神推薦他們，給他們這樣的資格去承當這新約的執事（6） 

C. 新約職事的超越性（7‐11） 

二. 新約使徒職份的超越性（12‐18） 

A. 舊約職事的的有限（12） 

B. 以色列人受限制不明白的原因（13‐15） 

C. 基督是使人到自由的途徑（16‐17） 

D. 新約職事卓越的容光是反映自主基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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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四講 
保羅為自己事工與身份辯護（三） 
保羅的心志和信心（四 1‐18） 

 

一. 保羅的心志（1‐6） 

A. 決心只傳講基督（1‐2） 

B. 福音被蒙蔽的原因（3‐4） 

C. 基督是主的道理（5‐6） 

二. 保羅的經歷（7‐12） 

A. 寶貝與瓦器（7） 

B. 在艱難中福音被傳開（8‐10） 

C. 神僕經歷耶穌的死，為使人經歷耶穌的生（11‐12） 

三. 保羅對神的信心（13‐18） 

A. 保羅相信信徒必與主一同復活（13‐15） 

B. 保羅用有限的必朽壞的身體，為無限的，有永遠榮耀的事效力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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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五講 
保羅為自己事工與身份辯護（四） 

保羅憑信心勸人與基督和好（五 1-21） 

 

一. 保羅論死後的盼望（1-10） 

A. 信徒死後復活的改變狀況（1-5） 

B. 神賜信徒復活的保證（5） 

C. 保羅憑信心和勇氣期待神應許的實現（6-8） 

D. 保羅立志為這盼望而活（9-10） 

二. 保羅論自己何以被認為癲狂 （11-21） 

A. 因為敬畏的心驅策保羅的事奉（11-13） 

B. 因為神的愛激勵了保羅（14-17） 

1. 他不再為自己活（14-15） 

2. 他不再憑外貌認基督（16） 

3. 他知道信徒在基督裡事新造的人（17） 

4. 他受神托付勸人與神和好的職份 （18-19） 

三. 保羅論自己作基督使者的職份（20-21） 

A. 保羅的使命（20） 

B. 保羅使命的內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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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六講 
保羅為自己事工與身份辯護（五） 

保羅勸人不要徒受神的恩典（六 1‐七 1） 
 

一. 引言‐不要徒受神的恩典 （1‐2） 

二. 保羅以自己和同工的榜樣說明，他們如何沒有徒受神的恩典（3‐10） 

A. 保羅和同工在凡事表明自己是神的用人（3‐4上） 

B. 保羅舉出 28件事來說明他們沒有徒受神的恩典（4下‐10） 

C. 根據它們個別連帶的不同希臘文介詞分三組﹕ 

1. 第一組﹕「以」十八個品格或遭遇（4下‐7上） 

a. 傳道人所遭受的十個苦難（4下-5） 

b. 傳道人的四個屬靈品格（6上） 

c. 傳道人的四個屬靈的武器裝備（6下-7 上） 

2. 第二組﹕「藉著」四件事（7 下‐8上） 

3. 第三組﹕傳道人的七個似非而是的經歷（8下‐10） 

三. 保羅請求哥林多信徒要分清楚信和不信之間的界限（11‐18） 

A. 保羅請求哥林多信徒要接納他（11‐13） 

B. 保羅吩咐哥林多信徒要與世俗分別（14‐16上） 

C. 保羅說到神對他兒女的應許和聖潔的要求（16 下-18） 

四. 結論‐最後的呼籲（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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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七講 
保羅為自己事工與身份辯護（六） 
保羅勸人要彼此接納 （七 2‐16） 

 
 

一. 保羅再次請求哥林多人接納 （2） 

二. 保羅從哥林多人得到喜樂安慰（3‐7） 

A. 保羅澄清他的心一直是和哥林多的信徒在一起（3‐4） 

B. 保羅因提多的報告心裡達德安慰（5‐7） 

三. 哥林多人的順服 

A. 保羅撫慰和鼓勵悔改改的信徒（8‐11） 

B. 保羅再次聲明自己為他們驕傲（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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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八講 

論奉獻給聖徒的事 （一） 

保羅鼓勵教會完成奉獻的承諾（八 1-24） 

 

 

一. 保羅介紹馬其頓教會的榜樣（1-5） 

A. 肯奉獻是神的恩典（1-2） 

B. 馬其頓領受的三個神恩（3） 

1. 他們作超過自己能力的奉獻（3） 

2. 他們甘心情願的奉獻（3-4） 

3. 他們先把自己獻給神（5） 

二. 保羅派提多去藉著完成慈惠的事試驗教會的愛心（6-8） 

三. 保羅開辦慈惠事情的理由（9-15） 

A. 這是效法基督的榜樣（9） 

B. 因為耶路撒冷真的有實際的需要 

C. 外邦信徒回饋感激耶路撒冷教會把福音傳給外邦人 

D. 慈惠奉獻代表福音最中心的部份 

四. 保羅派遣先遣隊伍去哥林多（16-24） 

A. 保羅提到奉獻的原則 

B. 保羅先遣隊伍的名單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9 

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九講 
論奉獻給聖徒的事 （二） 

保羅鼓勵教會完成奉獻的承諾（九 1-15） 

 

一. 保羅利用代表團的到訪來鼓勵哥林多信徒（1-5） 

A. 保羅用四個理由鼓勵哥林多信徒完成奉獻 

1. 是哥林多信徒承諾要作的事（1-2） 

2. 不要在訪客來的時候丟面子（4） 

3. 要求當訪客隨保羅一起來時，一切已經備妥（3、5） 

4. 奉獻會帶來屬靈的祝福（參 6-15） 

B. 有關本段與前一章關係的疑問和解釋 

1. 理解「論到供給聖徒的事」需有翻譯上的認知 

2. 保羅未一次完成第八章和本段 

3. 本段是保羅以父親身份的叮嚀和嘮叨 

二. 慷慨奉獻的屬靈利益（6-15） 

A. 保羅引用一句諺語（6） 

B. 保羅論「慈惠捐款」的第三個先決條件（7） 

C. 保羅根據諺語所作的解釋（8-15） 

1. 「「慈惠捐」」的四個好處（8-14） 

a. 對奉獻的人 

b. 對接受奉獻的人 

c. 對神 

d. 對教會 

2. 保羅最後的讚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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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十講 
保羅再訪哥林多前之最後的警告（一） 

行事不憑血氣單靠主（十 1-18） 

 

一. 保羅的開場白（1） 

A. 以「謙卑」和「勇敢」相向 

B. 以基督的溫柔與和平相「勸」 

二. 保羅對有人攻擊他以血氣行事的解釋（2-6） 

A. 保羅說明自己會嚴厲懲罰攻擊的人（2） 

B. 他的武器不是血氣，而是屬靈的（3） 

C. 他的目的是為了把人心奪回歸向神（4-5） 

D. 他懲罰奪時機，是等大家都同心的時候（6） 

三. 保羅使用權柄的目的（7-10） 

A. 保羅勸信徒勿以貌取人（7） 

B. 保羅行事權柄的目的與時機是為了造就教會（8） 

C. 保羅說自己是信如其人，他必不寬免反對他對人（9-11） 

四. 保羅責備敵擋者的三個錯誤（12-15 上） 

A. 第一個錯誤﹕那些人缺乏常識他們沒有客觀公正的尺度（12） 

B. 第二個錯誤﹕他們沒有神的派遣，他們撈過了界限（13） 

C. 第三個錯誤﹕他們所誇都是別人勞苦的成就不是自己勞苦的收

獲（34-15 上） 

五. 保羅說出對哥林多教會的期望（15 下-18） 

A. 希望教會向外傳福音 

B. 要誇的話，就指著主誇口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11 

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十一講 
保羅再訪哥林多前之最後警告（二） 
保羅為自己事奉的辯論 （十一 1-21） 

 
一. 保羅說明自己被迫愚妄的原因（1-5） 

A. 保羅請求信徒寬容他的愚妄（1） 
B. 保羅縱容自己去作愚妄事的三個原因（2-5） 

1. 神要求人聖潔的嫉妒（2-3） 
2. 哥林多信徒容讓不同的教導（4） 
3. 那些超級使徒以愚妄的行為打擊保羅地位（5） 

C. 保羅為那些「超級使徒」對他兩方面的攻擊辯護（6-12） 
1. 為攻擊他說話沒有使徒的氣度辯護（6） 
2. 為攻擊他心虛不敢叫教會供應他的生活辯護（7-12） 

a. 因為他立志白白傳福音才自居卑微（7-10） 
b. 因為他愛哥林多的弟兄姐妹（11-12） 

D. 保羅戳穿那些自稱超級使徒的假面具 （13-15） 
1. 他們是假使徒（13） 
2. 他們是撒旦的差役（14） 
3. 他們的結局已經命定（15） 

E. 保羅為自己被迫作愚妄人辯護（16-21） 
1. 他請求信徒接他的愚妄（16） 
2. 他這麼作是為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17-18） 
3. 他這麼作是因為信徒喜歡接納愚妄人（19） 
4. 他舉出信徒接受愚妄人的四個事實（20） 

a. 哥林多信徒甘心放棄自主權 
b. 哥林多信徒甘心任人侵吞財產 
c. 哥林多信徒甘心被他們擄掠 
d. 哥林多信徒甘心被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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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十二講 
保羅再訪哥林多前之最後警告（三） 

保羅為自己事奉的辯論 （續） （十一 22-十二 10） 

 

一. 保羅的誇耀（十一 22-十二 10） 

A. 保羅誇耀自己的身世（22） 

B. 保羅誇耀自己事奉的記錄（23-25）  

1. 他是基督的僕人 

2. 他比別人多受勞苦 

3. 他比別人多受鞭打重刑 

C. 保羅誇耀自己牧者的心腸（26-29） 

1. 他為了傳道比別人多經歷各種危險 

2. 他為了傳道別人多為教會和信徒掛心 

D. 保羅誇耀自己的誠實（30-31） 

1. 他的誠實，就是知道自己最軟弱 

2. 他的誠實，有神鑒查 

E. 保羅誇耀自己懦弱逃跑的經歷（32-33） 

F. 保羅誇耀自己三重天的經歷（十二 1-10） 

1. 保羅不得已才誇這個經歷（1） 

2. 保羅說到主的顯現和啟示（2-6） 

a. 他被提到三層天 

b. 他聽到隱秘的言語 

3. 保羅身上的一根刺（7-10） 

a. 這根刺究竟是什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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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作和解釋（7） 

c. 保羅懇求神挪開那根刺（8） 

d. 神對保羅的答復（9） 

e. 保羅對神的回應（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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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後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後書 第十三講 
保羅再訪哥林多前之最後警告（四）與結語 

保羅辯論的終結與本書結語（十二 11-十三 14） 

 
 

一. 保羅為個人事奉自我辯護的結語（十二 11-18） 
A. 保羅重覆自己辯護的重點—自己使徒的憑據（11-13） 

1. 保羅被迫誇口的理由﹕ 
a. 他沒有一件事不如那些大使徒（11） 
b. 哥林多信徒親眼見過保羅使出的使徒憑據（12） 
c. 他惟一沒有行使的使徒權柄，就是向教會取應得的生活

費（13） 
B. 保羅重申絕不向教會取生活費的原則（14-18）  

1. 他第三次去的時候，採取同樣原則（14） 
2. 出於為父的心腸（15-16）  
3. 保羅要求信徒對傳言提出證據（17-18） 

C. 保羅第三次去時，所要關心的事（19-十三 10） 
1. 他解釋寫信的理由，是為了分享，而不是為自己辯護 （19） 
2. 他擔心去的時候，雙方對彼此的表現都失望（20-21） 
3. 他警告信徒，要懲罰不悔改的人（十三 1-4） 
4. 他真正關心的是信徒靈命的長進 （四 5-10） 

a. 他提醒信徒要省察自己（5） 
b. 他說到對信徒的期待（6-7） 
c. 他重申自己行事為人的目的（8-10） 

D. 本信結語（11-14） 
1. 六句鼓勵的話（11） 
2. 問安（12-13） 
3. 祝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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