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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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原因: 保羅接到革來氏 (林前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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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教會內部的各樣問題 (行為上與教義上)。主要原
則有二：一是榮耀 神，一是造就人

6. 本書特徵:
– 在書信中, 本書的篇幅僅次於羅馬書

– 簡單易懂(相對於其他的保羅書信而言)
– 暴露初期教會的一些問題及解決的方法

– 在教義上有清楚的教導(講得很細)



馬
其
頓
半
島
、
希
臘
半
島
、
哥
林
多
城

亞該亞省

馬 其 頓 省

哥林多 雅典

帖撒羅尼迦

腓立比



大綱:
問安與感恩 (一1~9)
教會生活中的問題 (一10 ~六章)

– 分黨（一10 ~ 四21）
– 淫亂（五）
– 爭訟（六）

教會教義上的問題 (七 ~ 十五章)
– 基督徒的婚姻 (七)
– 基督徒的自由 (八 ~ 十)
– 聚會的問題 (十一)

• 女人蒙頭 (V.   2~16)
• 主餐真義 (V. 17~34)

– 屬靈的恩賜 (十二 ~ 十四)
– 復活 (十五)
– 捐獻 (十六1~4)

勸勉與問安 (十六章)



主題之三: 基督徒的婚姻 (林前七1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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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要離婚

(2)不要因配偶不信主而離開他

(3)若不信的配偶自行求去, 那就讓他去吧

3.論未婚者

(1) 獨身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2) 獨身的人比結婚的人更能專心事奉主

4. 論寡居者

(1)寡居者可以再婚

(2)只是要和主裏的人結婚

目的是希望他們可以殷勤服事主（七35）



主題之四: 基督徒的自由 (林前六12、八 ~ 十)

1. 基督徒有自由 (真理使人自由)
2. 基督徒為了他人益處的緣故, 不堅持自己的
自由 (愛的原則 徒八1B~2 ) 

Knowledge puffeth up, but charity edifieth. 
慈善, 仁愛 教化, 使人變好

And if any man think that he knoweth any thing, 
那自以為知道一些甚麼的，

he knoweth nothing yet as he ought to know.
實際上還不知道他所該知道的。



基督徒的 “凡事”
(1) 凡事都可行, 但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六12)

(2)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六12，十23)

(3)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十23)

(4) 凡事都叫眾人喜歡, 不求自己的益處 (十33)



主題之五: 聚會的問題 (林前十一2 ~ 34)

1. 蒙頭的問題: 婦女的地位 (林前十一2 - 16)
(1) 在當時的社會, 正當女子蒙頭, 妓女不蒙頭

(2) 蒙頭是 “服權柄的記號”
(3) 基督是各人的頭, 男人是女人的頭

(4) 創造的次序與目的

2. 主餐的問題 (林前十一17 - 34)
(1) 哥林多人主餐前(愛筵)分門結黨, 貪食醉酒

(2) 主餐的真義: 記念主

(3) 守主餐者的條件: 能分辨主的身體



主題之六: 屬靈的恩賜 (林前十二1 ~ 十四40)

1.基本的認識 (十二)
(1) 共同的來源: 都是來自於聖靈

(2) 不同的分配: 人人都有恩賜, 各人恩賜不同

(3) 共同的目的: 為了共同的益處 For the common good!

2. 實際的勸勉 (十三 ~ 十四)
(1) 愛: 最卓越的道路, 要追求

(2) 先知講道: 造就教會的恩賜, 要羨慕

(3) 說方言: 說方言是造就自己, 先知講道是造就教會. 



主題之七: 復活 (林前十五1 ~ 58)
1. 基督的復活

(1) 復活的信息：保羅所傳的是基督復活的福音

(2) 復活的應許：照聖經所說, 基督死後三日復活

(3) 復活的見證：那時大部分的目擊者仍然建在

(4) 復活的重要：基督若沒復活, 你們就白信了

2. 基督徒的復活
(1) 復活的次序：基督復活是初熟的果子

(2) 復活的身體：屬天的, 榮耀的身體

(3) 復活的時間：末次號統吹響之時

(4) 復活的勸勉：因有復活, 為主勞苦就不是徒然



主題之八: 捐獻的事 (林前十六1 ~ 4)

When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Who ：各人

How much ：照自己的進項

What for ：抽出來留著

Where ：教會



結論：保羅給哥林多教會信徒的五句真言

（林前十六13 ~ 14 ）

“你們務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要作大丈夫，

要剛強。

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