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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 章

10/21/2018，王文堂牧師



讀經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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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位於
亞該亞省，
是一座繁華
富庶的大城。
它的貿易興
盛、文化卓
越，人民享
受著高水準
的生活。保
羅在此傳道
一年半，領
了許多人歸
主。

哥林多

雅典



哥林多前書背景

 寫書背景：寫書時間是 AD 55，寫書地點是以弗所（林前16:8）。
保羅於第二次傳道旅行時曾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六個月（AD 51-52, 
徒18:11），領了許多人歸主並建立教會。數年後，他聽到哥林多
教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就以牧者的心腸寫信去指導他們。

 城市背景：哥林多是商業大城，海運和陸運的樞紐。它有兩個港
口：東港堅革哩（Cenchreae羅16:1）通亞、非二洲，西港里加旺
（Lechaion）通歐洲。因為是希臘文化的底蘊，人民有尚智的傳
統。又因貿易發達，市民見多識廣，思想開通，吸收各地的文化
和宗教。城中有十二座廟宇，位於城中心的是太陽神亞波羅廟，
山上還有性愛女神 Aphrodite 廟。哥林多人生活富裕，耽於淫逸。
當時俗諺 “像哥林多人”，意思是生活淫亂、道德敗壞的人。



書信內容

保羅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指導哥林多教會如何處理所
面對的各種問題，如：結黨紛爭、容忍淫亂、弟兄與
弟兄彼此告狀、婚姻破裂、吃祭偶像之物、守主餐時
分門別類、高舉說方言、不相信復活等等。為了達到
指導的目的，保羅在信中做了三件事：



 1. 強調自己的身分和權柄：哥林多教會混亂的原因
之一，是他們缺乏屬靈的分辨力，弄不清楚誰才是神
的僕人，耳根子軟，誰的話都聽，連假師傅的話也聽。
為了達到指導的目的，保羅必須確立自己的身分。

他對哥林多人說：「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
為父的卻不多。」強調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的使徒，
在基督裡用福音生了他們，有從神來的權柄，要哥林
多人效法他，聽他的話。



 2. 指出錯誤：有如一位嚴父，保羅有話直說，不繞
彎子，指出哥林多人錯誤之處，要他們改正：

 • 「我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的，在基督裡為嬰孩
的。」

 • 「風聞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
邦人中也沒有！」

 •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

 • 「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我聽說你們聚會
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



 • 「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呢？」

 •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

 •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 「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

 •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
呢？」…



 3. 指示正確的做法和屬靈的原則：指出錯誤之後，
保羅必告訴他們正確的作法，以及背後的屬靈原則：

 • 「你們中間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和。」

 • 「我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
他釘十字架！」

 • 「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人能
立別的根基。」

 •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
麼？」

 •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 「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 「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
耀神。」

 •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
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
不都造就人。」

 •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體。」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
最大的是愛。」



 • 「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做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

 •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
不是徒然的！」

 •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做大丈
夫，要剛強！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本書大綱

 • 前言，1:1-9

 1. 結黨紛爭 Church Divisions，1:10-4:21

 2. 教會紀律 Church Discipline，5章

 3. 弟兄與弟兄告狀 Church Lawsuits，6:1-11

 4. 淫行 Sexual Immorality，6:12-20

 5. 基督徒婚姻 Christian Marriage，7章

 6. 祭偶像之物 Food Sacrificed to Idols，8-10章



 7. 在崇拜中蒙頭 Covering the Head in Worship，11:1-16

 8. 主的晚餐 The Lord’s Supper，11:17-34

 9. 屬靈的恩賜 Spiritual Gifts，12章

 10. 愛 Love，13章

 11. 做先知講道勝於說方言 The Superiority of Prophecy 
over Tongues，14章

 12.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15章

 • 結語，16章



哥林多前書中的經典經文

 1. 十字架的道理，1:18-25

 2. 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建造工程，3:6-15

 3. 聖靈的殿，6:19-20

 4.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做甚麼樣的人，9:19-23

 5. 主餐的意義，11:23-26

 6. 屬靈的恩賜，12:4-11

 7. 愛篇，13:1-8

 8. 先知講道強於說方言，14:1-5

 9. 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15:20-28

 10. 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15:55-58



如何讀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並無明顯的結構，它不像羅馬書那樣，講完教
義再講生活，結構十分明顯。本書的主旨是處理教會生活
所面對的諸般問題，講完一件事又講下一件。讀這本書最
好的方法，不是勉強將它分為幾大類（那樣反而使人混
淆），而是很自然地順著次序一件事、一件事讀下去。

 讀的時候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每件事情的起點和終點
在哪裡？甚麼時候一件事情講完了，開始講下一件？第二，
每講一件事情，保羅都會提出重要的屬靈的真理，那些真
理是甚麼？這些是重點，必須抓牢。第三，全書讀完之後，
是否可以找出貫穿全書的中心主旨？



我可以先回答第三個問題：貫穿哥林多前書的中心主旨
是「福音在教會的實踐」。福音的中心是「耶穌基督並
他釘十字架」，教會是實踐「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的地方。藉著教會生活所面臨的諸般問題，保羅很具體
地告訴哥林多人，如何在教會實踐福音的真理。

讀本書必須抓住兩個重點：第一，福音（耶穌基督並他
釘十字架）。第二，教會（一個完整的身體，就是基督
的身體）。若不抓住這裡個重點，你就會讀得很零碎：
一下子講婚姻，一下子講女人蒙頭，一下子講說方言…
都連不在一起。若抓住福音和教會兩個重點，全書不但
豁然貫通，並且條理分明。



如何在一個問題教會實踐福音的真理？

問題 實踐福音真理

1 結黨紛爭 我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

他釘十字架；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建造

2 不執行教會紀律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耶穌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要將舊酵除去，將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

去

3 弟兄在外邦人面前彼此告

狀

基督裡的人應當情願吃虧，若有訴訟，當在聖

徒面前求審



4 淫亂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不可與娼

妓聯合，反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5 婚姻上的問題 在基督裡，夫妻乃是一體，要和睦相處，因主成聖。若有

單身的恩賜，就當專心事奉，凡事求主喜悅

6 吃祭拜偶像的食物 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吃或

不吃，要考慮到在基督裡的聖潔，以及信心軟弱的弟兄姊

妹

7 在崇拜中蒙頭的問題 在教會中，基督是各人的頭；當用合適的方法，在崇拜時

表達出服權柄的態度

8 吃主餐時分門別類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人應當自己省

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9 在屬靈的恩賜上分門別類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各人恩賜不同，猶如一個身體上的肢

體不同。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

10 追求恩賜但卻缺少愛 如今在基督裡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

大的是愛

11 看重說方言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講道的

是造就教會；你們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12 有人在教會中說沒有死人

復活

基督已經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的毒鈎就是

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得勝！



哥林多人也算是聖徒嗎？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
蒙召作聖徒的。（林前1:2）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
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1:30）

問題：保羅稱哥林多教會為「在基督裡成聖，蒙召作
聖徒的」。聖徒不是應該很崇高聖潔嗎？哥林多人結
黨紛爭，容忍汙穢，真理不明，自高自大…這樣的人
也可以稱為聖徒嗎？



 1. 聖的意義：聖就是「歸屬於神¬」。所謂「分別為
聖」，就是將一個人或物分別出來，專門歸屬於神。這
個歸屬的動作，是一個人信主的時候在基督裡完成了。
哥林多人已經信主了，他們雖然不成熟，仍然問題重重，
卻已經是歸屬於神的人，所以是聖徒。

聖經所說的歸屬是單一性的，除了歸屬於神，沒有其他
的歸屬。一個耶和華的祭司，單單是耶和華的祭司，不
事奉其他假神。一座耶和華的聖殿，單單是耶和華的聖
殿，不做其他用途。一位聖徒，單單在基督裡成聖，只
認耶穌為主，只事奉一位真神。



 2. 聖的得著：「歸屬於神」並非人對神的恩惠，而是
神給人的特權。並非我考慮了半天，說，好吧，神啊，
我就對你好一點，歸屬於你吧。絕非如此！我們和神
之間的關係，不是我們要不要歸屬於神，而是神要不
要接納我。卑微而汙穢的我，原本不配作神子民的，
感謝神，他賜給我一個特權，允許我歸屬於他。

這個特權是在基督裡得著的，普天之下唯有基督是聖
潔的，唯有基督達到神悅納的標準。不是我靠自己已
經聖潔了，而是神允許我因信進入基督裡，使基督成
為我的聖潔。神悅納基督，連同悅納了在基督裡的我，
使我得以成聖，歸屬於他。



 3. 聖的目的：成聖的目的是事奉，就是在敬拜神的事上
有分。撒拉弗在神面前事奉，晝夜呼喊「聖哉！聖哉！聖
哉！」，聖哉就是事奉，事奉就是聖哉。成聖的人不是四
體不動，安然享受屬天的祝福；而是鼓起屬靈的翅膀，積
極行動，事奉永生的真神。

 施浸約翰出生之日，他的父親撒迦利亞知道這孩子已經蒙
神揀選，將要行在主的前面，為主預備道路，就稱頌神說：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
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路1:74-75) 這句話告訴
我們，拯救的目的是事奉，事奉的方法是聖潔（Holiness）
和公義（Righteousness）。聖就是分別出來，單一歸屬於
神；義就是恢復原有的人性，彰顯出神的榮耀。「聖和義」
都是在基督裡得著的，好使我們得以事奉神。



浸禮中的紛爭

1. 將神的祝福，演變成紛爭的緣由

• 哥林多教會極為有福，有保羅和亞波羅兩位神的僕人，都
是出色的教師，在他們中間做工。沒想到，他們中間有些
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將神的祝福，演變
成紛爭的緣由。

2. 將人的紛爭，延燒至合一的禮儀

• 浸禮和主餐兩個禮都是耶穌所設立的，本是合一的禮，將
原本不同的眾人都歸屬基督，在主裡合一。哥林多人卻在
浸禮和主餐中分門別類，將人的紛爭，延燒至合一的禮儀。



十字架的 logos

回到合一的根源

要解決紛爭，就必須回到合一的根源。聖徒合一的根源僅有
一個，就是耶穌基督。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聖徒合一起始的
根源是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聖徒合一
持續的根源是與神同工，就是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1. 聖徒合一起始的根源：福音信息，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2. 聖徒合一持續的根源：與神同工，在耶穌基督的根基建造



十字架的 logos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所聽的是同一個道，所信的才是同一個主。
所聽的道不同，所信的主就不同；所信的主不同，教會就沒有
合一。

福音的道只有一個，就是十字架的道（logos）。這個道在滅亡
的人為愚拙，在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神的智慧

1. 神所預備的救法是智慧：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
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
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2. 神所預備的救主是智慧：基督總為神的智慧。

3. 神所預備的產業是智慧：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
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
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
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
得榮耀的。



三種人

1. 屬血氣的人Worldly People：沒有信主，未曾領受聖
靈的人。

2. 屬肉體的人 Carnal Christian：信主領受聖靈，但卻順
服肉體，不順服聖靈的人。

3. 屬靈的人 Spiritual Christian：信主領受聖靈，並且順
服聖靈的人。



與神同工，建造基督的身體

田地的比喻

1. 田地：教會

2. 栽種者：保羅

3. 澆灌者：亞波羅

4. 使之生長者：神

工程的比喻

1. 工程：教會

2. 立根基者：聰明的工頭

3. 建造者：各位工人

4. 驗收工程者：神



教會是神的殿

教會是神的殿

豈不知你們（複數）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若
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
殿就是你們。



使徒是一台戲

1. 神的排列：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
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2. 基督裡的反轉：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們在基
督裡倒是聰明的；我們軟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耀，
我們倒被藐視。

3. 基督裡的貧乏：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又渴，又赤身露
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並且勞苦，親手作工。

4. 基督裡的反應：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
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

5. 人的看法：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
物中的渣滓。



哥林多人是自高自大

免得你們自高自大，貴重這個，輕看那個。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然而，主
若許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並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

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
中間趕出去。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
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