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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2015年12月20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哥林多前書
1 – 5 章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 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 參加隨堂測驗

3. 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哥林多前書

主題經文: 哥林多前書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林多前書

耶穌基督的福音
福音書，使徒行傳 歷史事實

羅馬書 解釋

哥林多前後書 應用



保羅第三次宣教之旅



認識哥林多 Corinth



認識哥林多 Corinth

哥林多运河：始建1881年, 启用于1893年，全长3.9公里（2.4英里）



保羅與哥林多教會的一段歷史(使徒行傳18章)

• 保羅於第二次宣教時來到歐洲，先到馬其頓省的腓立比，帖撒羅尼迦，庇哩亞，
然後又到亞該亞省的雅典和哥林多。

• 保羅在哥林多遇到了織帳棚的亞居拉，百基拉夫婦，與他們同工。

• 保羅為道迫切，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 “他們既抗拒，保羅就抖著衣裳說，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上，與我無干，從今
以後我要往外邦人那裡去。＂

• “管會堂的基利司布和全家都信了主，還有許多哥林多人聽了，就相信受浸。“

• 主在異象中對保羅說: 不要怕，只管講，不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
害你，因為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

• “保羅在那裡住了一年零六個月，將神的道教訓他們。＂

• “到迦流作亞該亞方伯(省長)的時候，猶太人同心起來攻擊保羅，拉他到公堂…＂
迦流拒絕受理此案，把他們趕出去。



保羅的同工: 百基拉(Priscilla)與亞居拉(Aquila)

• 亞居拉是猶太人，生於本都(位於小亞細亞).他們夫婦原居羅馬，以織帳

棚為業，二人都是信主的基督徒。

• 羅馬皇帝革老丟(Claudius)年間，驅逐猶太人出羅馬城，他們因此而遷到

哥林多居住。

• 他們在哥林多認識了保羅，與他同工。

• 保羅在哥林多住了一年半，走的時候“百基拉,亞居拉和他同去＂，來到以

弗所。保羅繼續前行，百基拉夫婦則在以弗所住了下來。

• 有學問的亞波羅來到以弗所，百基拉夫婦聽了他所講的道，“就接他來，
將神的道給他講解更加詳細。＂

• 保羅於第三次宣教時來到以弗所，與百基拉夫婦重逢,並在那裡寫了哥林

多書，百基拉夫婦也隨筆問候哥林多教會。

• 禁令解除之後，百基拉夫婦又回到羅馬，弟兄姊妹在他們的家裏聚會。



亞波羅(Appolos)與哥林多教會

• 亞波羅是猶太人，生於埃及的亞立山太(Alexandria) 。該城為羅馬帝國第二大

城，是聞名國際的學術中心。

• 亞波羅來到以弗所，他“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

• 亞波羅“已經在主的道上受了教訓，心裏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論教訓人，

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浸禮。”

• 百基拉夫婦聽了他所講的道，“就接他來，將神的道給他講解更加詳細。”

• 他從以弗所到了位於亞該亞省的哥林多，“在眾人面前極有能力，駁倒猶太

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 „保羅於第三次宣教時住在以弗所，那時亞波羅也回到了以弗所。

• 保羅於第二次宣教時建立了哥林多教會，後來亞波羅去那裡講道造就信徒，

故保羅對哥林多教會說: “我栽種了，亞波羅澆灌了，惟有神叫他生長。＂



認識哥林多 Corinth

1. 名稱: 希臘文Korinthos是“裝飾品”的意思

2. 地理: 哥林多位於南希臘(亞該亞省) 和北希臘 (馬其頓省) 的交會
地，也是西方(義大利) 與東方(亞細亞) 的商品轉運站，為商業，
文化，與軍事的重鎮。

3. 歷史: (1) 146 B.C. 為羅馬將軍Mummius攻陷。 (2) 46 B.C. 羅馬重建
哥林多城。

4. 人口: 約在30 -70萬人之間，種族混雜，有希臘人，羅馬人，猶太
人，東方人，為多元文化，民生 富庶，各類宗教信仰風行。



認識哥林多 Corinth

5. 政治: 哥林多為羅馬駐防城，是亞該亞省的首府，保羅宣教之時，
迦流(Gallio)擔任首長。

6. 道德: 當時名諺“像哥林多人Corinthianize”為“放縱情 慾”的別名。該
市最著名的女神Aphrodite (羅馬人稱為Venus維納斯)有廟妓千人，
保羅在此寫下羅馬書，描寫當時道德情況(參考羅1:18-32) 。

7. 文化: 哥林多人崇尚智慧，重視哲學，藝術，科學。可能 因此而對
學術城亞歷山太出身的亞波羅(徒18:24-28,   林前1;12 ， 3:6)有所偏
愛。



哥林多太陽神廟遺跡



• 保羅原名掃羅(徒十三9)，系以色列人，屬便雅憫支派(羅十一1)；

按血統而言，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腓三5)。

• 在名師迦瑪列門下，按嚴緊的猶太律法受教(徒廿二3)。成為猶

太教中最嚴緊的法利賽人(徒廿六5)，逼迫教會(腓三6)；這是在

他不信不明白的時候所作的(提前一13)。

• 有一天，當他要去大馬色捉拿耶穌的信徒時，蒙主耶穌在路上

向他顯現(徒九1~5)。

• 從此，他便成了基督徒，並奉召成為使徒(羅一1)，主要以外邦

人為傳揚福音的對象(加二8)。先後至少寫了十三封新約書信，

是基督教真理的主要詮釋者。

使徒保羅

作者: 保羅



哥林多前書

寫作日期: 保羅於第三次宣教旅行時所寫，約在 A.D. 54。

寫作地點: 以弗所(16:8)

保羅與哥林多教會的關係: 保羅於第二次宣教時在哥林多住了

一年半，與亞居拉和百基拉夫婦同工，哥林多教會是他們傳
道所結的果子。保羅傳道時遇到攔阻，主在異象中對他說
“不要怕，只管講，不要閉口，這城裡有我許多的百姓。”



哥林多前書

寫作原因: 保羅接到革來氏帶來的消息，知道哥林多教會內

部起了紛爭，另外，哥林多教會也曾寫信請教保羅一些問題，
保羅寫這封信答覆他們。

目的: 矯正教會內部的各項問題(行為上的與教義上的)   

本書特徵: 

(1) 在新約書信中，本書的篇幅僅次於羅馬書

(2) 簡單易懂

(3) 暴露初期教會的一些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

(4) 在教義上有清楚的教導



哥林多前書

哥林多前書大綱: 

問安與感恩(1:1-9) 

1) 教會性的問題(1-10章) 

2) 教義性的問題(11-15章) 

3) 勸勉與問安(16章)



哥林多前、後書之比較

哥林多前書 哥林多後書

客觀 主觀

重點在哥林多教會 重點在保羅個人

顯露初期教會的問題 顯露保羅的個人背景

保羅對教會的教導 保羅為自己辯護

警告異教的影響 警告律法主義的影響



引言：問安與感恩(1:1-9)

Ａ問安（一1～3）
• 一世紀書信的習慣：先是寫信人的名字，然後是收信人的

名字，接著是問安禱告。

• 保羅的身份： 耶穌基督使徒

• 哥林多教會：神的教會

Ｂ感恩（一4～9）
• 為神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給哥林多教會的恩賜



主題之一: 教會內部的紛爭（1- 4章）

哥林多教會的結黨紛爭 （1- 2章）

• 事態的狀況（一10～17）

１分黨（10～12）

２與保羅無關（13-17）

• 責備哥林多教會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和福音的信息（1:18-31 , 2:1-5）

1. 保羅指出十字架的福音是神的大能(1:18)

2. 保羅指出十字架的福音是神的智慧(1:19-25)

3. 保羅指出十字架的福音是保羅的信息(1:23, 2:2)

4. 保羅闡述神揀選之恩的奇妙：不要自誇 (1:26-31)

5. 福音信息不是靠人間的高言大智(2:1-5)



主題之一: 教會內部的紛爭（1- 4章）

哥林多教會的結黨紛爭（2章）

• 責備哥林多教會不明白屬靈的智慧（2:6-16）

1. 屬靈的智慧與屬世智慧的不同

a. 屬靈的智慧是隱藏在神裡面的(6-7)

b. 屬靈的智慧是世人所不知道的(8)

c. 屬靈的智慧是人心所沒有想到的(9)

2. 如何得著並傳講屬靈的智慧

a. 藉聖靈得著屬靈的智慧(10-12)

b. 按聖靈的教導傳講(13)

c. 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聖靈的事(14-16)



主題之一: 教會內部的紛爭

哥林多教會的結黨紛爭 （3章）

• 責備哥林多教會誤解了福音事工的性質

1. 哥林多人靈命幼稚所以不能成長(3:1-3)

2. 他們在基督工人之間作比較, 選擇自己的“屬靈偶像,” 並且拿來誇口(3:4)

3. 保羅指出惟有耶穌基督是教會的根基，他和亞波羅只是基督的僕人(3:5-11)

• 建造工程的比喻

1. 好像聰明的工頭(3:10)

2. 建造工程的根基(3:11)

3. 建造工程的考驗(3:12-15)

• 不可拿人誇口(3:16-23)



主題之一: 教會內部的紛爭（1- 4章）

哥林多教會的結黨紛爭（4章）

• 責備哥林多教會自高自大，充滿了驕傲, 誤會使徒的職分

1. 不可論斷主的工人(1-5)

2. 不可效法主的工人過於聖經所記(6)

3. 保羅指出一切都是神的恩賜: “使妳與人不同的是誰呢? 妳有什
麼不是領受的呢?” (7-8)

4. 保羅指出使徒所面對的輕視與屈辱(9-13)

5. 保羅呼籲哥林多人效法他(14-17)

6. 順服主工人的權能(18-21)



主題之二: 道德的淪喪(五1～六20)

1. 教會包容污穢罪惡 （5:1-13）

a. 教會之內發生亂倫的事(1, 有人收了他的繼母)

b. 教會對這個現象居然無動於衷(2, 自高自大, 並不哀痛)

c. 保羅要他們執行教會紀律，把那惡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3-13)

(1)保邏的態度：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3-5）

(2)這樣做是為了當事人的好處：敗壞他的肉體, 使他的靈魂, 在主耶穌的日

子可以得救（5）

(3)當維護教會的聖潔：你們是無酵的麵, 當除盡舊酵，不可與犯罪的弟兄

相交（6-11）

(4)要做道德上的審判：教內的人豈不是妳們審判的麼? (12)

(5)要執行教會紀律：把那惡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