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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

哥林多前書（一）

2009年5月10日



神的慈愛
著書年代前後大約100年

神的公義
著書年代橫跨1500年

啟示錄 (1)先知書 (5+12)
書信 (13+8)詩歌書 (5)
使徒行傳 (1)歷史書 (12)
四福音 (4)律法書 (5)
新約 (27卷)舊約 (39卷)

新約聖經以書信類最多, 共21卷；其中保羅書信
13卷, 其他書信8卷, 均按篇幅長短排序



哥林多前書

1. 作者: 保羅

2. 寫作日期: 保羅於第三次宣教旅行時所寫, 約在

A.D. 54。
3. 寫作地點: 以弗所 (16:8)
4.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的關係: 保羅於第二次宣教時

建立了哥林多教會, 並住了約一年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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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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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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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保羅寫了此信。

5.目的: 矯正教會內部的各項問題

(行為上的與教義上的)   
6. 本書特徵

(1) 在書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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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決的方法

(4) 在教義上有清楚的教導, 對現代的教會

極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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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重建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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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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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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方伯(省長)。
6. 道德

當時名諺 “哥林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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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重哲學, 藝術, 科學。可能

因此而對亞歷山大出身的亞波羅 (徒 18:24-28,   
林前 1:12, 3:6)有偏愛。



哥林多太陽神廟遺跡



哥林多澡堂遺跡



哥林多前書大綱:
問安與感恩 (1:1-9) 
一. 教會生活上的問題 (1- 6章)
二. 教會教義上的問題 (7 -15章)
勸勉與問安 (16章)

哥林多前書第一至六章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從哥林多來的信徒口中得
知的 (行事原則是榮耀 神)。
從第七章開始，一直到信尾，保羅針對的則是哥林多信徒寫信問他的
問題 (行事原則是造就人) 。



主題之一: 教會的紛爭

紛爭的原因
1. 哥林多人誤解了福音的信息

A. 他們認為福音信息當有高言大智和人的智慧

B. 他們看重一個人出身的尊貴和儀表的體面

C. 保羅指出福音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

D. 保羅指出哥林多人靈命幼稚所以不能成長

2. 哥林多人誤解了事工的性質

A. 他們在基督工人之間作比較, 選擇自己的

“屬靈偶像”, 並且拿人來誇口

B. 保羅指出唯有耶穌基督是教會的根基, 他和

亞波羅都是主裡的同工



3. 哥林多人自高自大, 充滿了驕傲

A. 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 口才知識都全備

B. 保羅指出一切都是神的恩賜: “使你與人不同的

是誰呢? 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
C. 保羅指出使徒所面對的輕視與屈辱

D. 保羅呼籲哥林多人效法他

林前三14 – 17 的你們是指教會，而不是指信徒個人。



主題之二: 道德的淪喪

1. 教會包容污穢

A. 教會之內發生亂倫的事

B. 教會對這個現象無動於衷, 不實行教會紀律

C. 保羅要他們 “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1) 這件事要全教會採取一致的行動

(2) 這樣做是為了當事人的好處

(3) 這樣做是為了教會的好處

(4) 這樣做事為了教會對外的見證

2. 信徒彼此訴訟

3. 信徒與娼妓聯合



• 哥林多前書第一至六章所討論的問題，都是從哥
林多來的信徒口中得知的 (行事原則是榮耀 神)。

• 從第七章開始，一直到信尾，保羅針對的則是哥
林多信徒寫信問他的問題 (行事原則是造就人) 。



主題之三: 基督徒的婚姻

1. 論已婚者: 夫妻無權自作主張, 當用 “合宜之分”
彼此對待

2. 論離婚

A. 不要離婚

B. 不要因配偶不信主而離開他

C. 若不信的配偶自行求去, 那就讓他去吧

3.論未婚者

A. 獨身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B. 獨身的人比結婚的人更能專心事奉主

4. 論寡居者

A. 寡居者可以再婚

B. 只是要和主裡的人結婚



• 這一章不是基督教婚姻觀的全部，這只是
保羅針對他們當時問題的看法。

• 很可能與 徒十七18 中的兩種學說有關：

以彼古羅(無神論、享樂主義)，
斯多亞 (泛神論、禁慾主義)

• 基督教婚姻觀可參考的經文：創一18 –
25、弗五22 - 33、太十九1 - 12、可十1 -
12、路十六18、來十三4



主題之四: 基督徒的自由

1. 基督徒有自由 (真理使人自由)
2. 基督徒不堅持自己的自由 (為了他人的益處)
基督徒的 “凡事”
(1) 凡事都可行, 但我總不受它的挾制

(2)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3)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4) 凡事都叫眾人喜歡, 不求自己的益處

徒八1b~2：
Knowledge puffeth up, but charity edifieth. And if any man think that 
he knoweth any thing, he knoweth nothing yet as he ought to know.
那自以為知道一些甚麼的，實際上還不知道他所該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