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書
簡介與引言
1. 基督奧祕的智慧
寫信作者
寫信作者：
作者： 使徒保羅
地點：
地點： 以弗所 (林前 16:8)
日期：
日期：主後五十五年 (徒 20:31)
受信人：
信人： 哥林多教會 (林前 16:17)
鎖字：
鎖字： 十字架、榮耀、痛苦、恩賜、復活、盼望
鎖節：
鎖節： 但你們得在基督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 1:30)
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 哥林多城乃為亞該亞省和馬其頓省交界附近的重鎮，人口約六十五萬，是羅馬帝國第
四大城。當亞歷山大帝在希臘全盛時期哥林多是一個軍事戰略中心。羅馬統治希臘後，曾於主前
46 年重建舊城屯兵哥林多城。在耶穌的時代，此城是亞該亞省的首府。在商業上此城非常發達，
許多不同的人種都居住此地，有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東方人等等。城中有錢的人過著奢華
浪費享受的生活，城內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隸。至於在宗教方面，各種不同的宗教都在此地發
展，特別是敬拜希臘女神亞弗羅底 (Aphrodite)。在此城南邊亞略哥林多山上 (Acrocorinthus) 有一
作頗具規模的神廟，廟中有超過一千廟妓。此城中有羅馬女神維納斯雕像 (Venus)，城中以淫亂、
邪蕩著名。「哥林多化」(Corinthianize) 就是指放縱情慾的生活型態。哥林多的文化是注重智慧，
哲學，辯論。
哥林多的教會
哥林多的教會：
的教會： 是使徒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時去到哥林多城建立的。(徒 18:1;林前 3:6,10;
4:15)。保羅從雅典轉到哥林多，那時百基拉和亞居拉從羅馬來，他們一同織帳棚，傳道。這一對
夫婦是保羅得力的同工。(徒 18:5) 後來西拉也從腓立比來參與此城的事工。(林後 11:8-9) 當他們傳
福音遇到艱難時，主曾在夜間安慰保羅說，在這城裏有許多我的百姓，鼓勵他們不要怕。(徒 18:910) 哥林多教會的會眾相當複雜，有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外邦人、有低層社會的人、有道德
敗壞的人、有富人、有窮人、有傳異端的人、有尊貴人、有低賤人、男人、女人、孩子、等等。
寫書的目的：
寫書的目的：保羅以基督的愛矯正教會中各樣的混亂，並答覆哥林多人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1. 但你們得在基督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 1:30)
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 2:2)
3.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 6:20)
4.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 9:27)
5.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 10:23)
6.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林前 10:24)
7.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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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林前 15:17)
9.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
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10.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
(林前 16:13-14)

簡介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在主後五十五年底在以弗所城寫的，那時保羅正在第三次旅行佈道的途中。
他在以弗所傳道有三年之久。(徒 20:31) 保羅希望能去哥林多過冬。(林前 16:6) 哥林多前書講到教
會生活中一些實際的問題。保羅聽說哥林多教會中有分爭和淫亂的事發生，信徒也不明白對婚姻
和祭偶像食物等等生活問題當持何樣的態度。保羅承受神給他的負擔，寫這封書信勸勉基督徒要
過分別為聖的生活，提醒他們在行為上要榮耀神。他指出若想要在凡事上榮神益人，信徒必須要
有屬天的智慧，這智慧的源頭乃是基督，基督本身就是我們的智慧。這智慧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公義、聖潔、救贖。
一、基督是我們的公義
人憑著自己的智慧能不能認識神? 保羅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不能。人不可能靠自己有限且敗壞
的心思來認識神和神的作為。(林前 1:21) 除非人對神的啟示有謙卑且正確的回應，人不可能認識
造他的神，也不可能明白神永遠的旨意。因為人的心思已被罪玷污，世人的智慧使人心高氣傲，
以自我為中心。罪的權勢讓人依靠自己的聰明和頭腦，輕看神的啟示，甚至認為神的智慧是愚拙
的。(林前 2:14) 神的智慧是讓基督成為我們的義，人的智慧是自以為義，不服神所立的義。神的
智慧是要人因信基督稱義，人的智慧是要靠自己的行為稱義。神的智慧是靠十字架的代死和復活
使基督成為我們的義，人的智慧是靠外面的宗教儀式，在神的面前稱義。於是保羅講到福音，不
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林前 1:17) 保羅說，人無法自救，必須承認自己是罪
人，並接受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罪使人與神隔絕，與神為敵。基督是義的本體，在十字架上，基
督已被殺獻祭除去人的罪了。(林前 5:7) 我們因信基督而稱義，這是神奧祕的智慧。(林前 2:7)
二、基督是我們的聖潔
信徒得救後，雖然在地位上已被稱義，但在實際的生命中仍然軟弱，需要日日更新。保羅警告
我們，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惟有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聖靈的管制，才能除去不
義，成聖稱義了。(林前 6:9-11) 如何使我們成為聖潔呢? 神用的方式是讓我們重生後，身體成為神
的殿，聖靈就住在我們裏面。(林前 3:16) 我們不再是屬自己的人，因為我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
要在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 6:20) 蒙恩之後，我們必須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就是治死
肉體的喜好，聖靈幫助我們漸漸除去生活中許多敗壞的習性，包括淫亂，拜偶像、姦淫、偷竊、
貪婪、醉酒、辱罵、勒索等等。十字架是成聖的方法，這是神偉大的智慧。
三、基督是我們的救贖
基督不但是我們的救贖主，基督本身又是我們的救贖。基督不僅是一次付了極重的代價，將我
們贖回，就是付上了祂生命的代價，將我們贖回。基督不但讓我們得救，也能讓我們得勝。(林前
15:58) 我們不但信基督復活，我們也必復活。(林前 15:22) 基督不但現今拯救我們的靈魂，末後還
要拯救我們的身體。(林前 15:49) 這是神奧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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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1-9)
引言
一、保羅的問安(1:1-3)
保羅的問安
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弟兄所提尼。
(1) 奉神旨意
不是人自己靠肉體要來服事神，乃是奉神的旨意，蒙神的揀選。(加 1:1)
(2) 蒙召
保羅是蒙神特別呼召的人，當他仍在母腹中時，神已將他分別出來。(加 1:15)
(3) 作使徒
神特派保羅作外邦人的使徒。(加 2:8) 保羅是耶穌基督親自指派的使徒。使徒就是受神差遣
的傳道人。
(4) 兄弟所提尼
所提尼雖然不是使徒，但是也很重要。他的名字被提出來，因為他是保羅傳福音的同工。
保羅的眼睛不好，需要人幫他從聖靈領受的神的話語寫出來。這所提尼可能是哥林多會堂的
領袖。(徒 18:12-17)
2. 寫信給在哥林多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
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1) 神的教會
教會應該是屬神的，無論她怎樣軟弱，其中仍有聖徒，他們是蒙召有忠心的，仍是神的教
會，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徒 20:28)
(2) 作聖徒
信主後，在神的眼中基督徒就是聖徒，是從世界裏分別出來，成為聖潔歸給基督的。我們是
蒙召的人，是蒙召要作聖徒的。我們要成為聖潔的國度，因為主是聖潔的。(彼前 1:16)
(3) 求告神的名
我們乃是分散在各地的聖徒，應當是常常求告主的名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
10:13)
(4) 同有一位主
無論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我們同屬一位主。(弗 4:5)
3.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1) 恩惠
恩惠就是恩典，恩典是從耶穌基督來的。(約 1:17) 我們所承受的恩是恩上加恩的恩。
(2) 平安
平安就是和平。耶穌將平安賜給祂的門徒。(約 14:27)在基督裏我們有平安。(約 16:33) 這平
安不是世上的平安，乃是與神和好。(羅 5:10)
(3) 父神
唯有在基督裏，神是我們的父，這是耶穌基督在復活時告訴馬利亞的大好消息。(約 20:17)
(4) 主耶穌基督
耶穌是基督，是彌賽亞，是全世界的救主，更是萬物的主宰。祂是真神的兒子，祂是三一神
的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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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羅的感恩禱告(1:4-9)
保羅的感恩禱告
1.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1) 感謝
保羅不是說客氣的話，保羅不能說謊，保羅常為哥林多的信徒感謝神。雖然他們有許多的軟
弱與敗壞，但是保羅從神的眼光來看他們，就能常常為他們感謝神。
(2) 基督裏的恩惠
所有的恩典都是在基督裏的。這裏的恩典包括信徒得救是本乎恩。(弗 2:5) 此外又恩上加恩
，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各種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弗 2:7)
2. 又因你們在祂裏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
固。
(1) 神的供應
神按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我們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腓 4:19)
(2) 口才知識
神賜口才知識給聖徒，讓人為主作見證。(徒 4:29-31)
3.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祂必堅固你們到底，
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祂所召，好與祂兒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1) 聖靈的恩賜
˙使人得益處。(林前 12:7) 有些恩賜是造就自己，有些恩賜是造就教會。(林前 14:4)
˙使肢體合一。(林前 12:25) 免得基督的身體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 主來的盼望
˙勸人等候主。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都要在基督台前交帳。(林前 3:10-15)
˙使人心堅固。保羅勸信徒：「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
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3) 完全的聖潔
˙得神的堅固。(林前 1:8) 聖靈能保守我們不失腳，可以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主
榮耀之前。(猶 24)
˙安然見主面。(林前 1:8) 讓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叫我們在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
可責備。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約一 4:17)
(2) 基督的產業
˙蒙神的恩召。(林前 1:9) 可以得到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彼前 1:3-5)
˙有分於基督。(林前 1:9) 在基督裏我們得到神賜給我們的基業為我們的產業。(弗 1:11)

N07001 孫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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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主日學
哥林多前書主日學
(張佳哲長老提供
張佳哲長老提供)
張佳哲長老提供

日期

課程

題目

經文

講員

十二月六日

第一講

簡介與引言

林前 1:1-9

孫雅各 牧師

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講

紛爭結黨的事(一)

林前 1:10-2:16

孫雅各 牧師

十二月廿日

第三講

紛爭結黨的事(二)

林前 3:1-4:21

潘榮榮弟兄

十二月廿七日

第四講

道德倫理的混亂

林前 5:1-6:20

吳銘鎮弟兄

一月三日

新年聯合崇拜

一月十日

第五講

婚姻的問題

林前 7:1-40

吳銘鎮弟兄

一月十七日

第六講

自由的問題(一)

林前 8:1-9:27

潘榮榮弟兄

一月廿四日

第七講

自由的問題(二)

林前 10:1-33

潘榮榮弟兄

一月卅一日

第八講

崇拜事奉的問題

林前 11:1-34

潘榮榮弟兄

二月七日

第九講

恩賜的問題(一)

林前 12:1-13:13

吳銘鎮弟兄

二月十四日

第十講

恩賜的問題(二)

林前 14:1-40

吳銘鎮弟兄

二月廿一日

第十一講

復活的問題

林前 15:1-58

孫雅各 牧師

二月廿八日

第十二講

囑咐與問安

林前 16:1-24

孫雅各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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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大綱 (張佳哲長老提供
張佳哲長老提供)
張佳哲長老提供


















引言(1:1-9)
 保羅的問安(1:1-3)
 保羅的感恩禱告(1:4-9)
紛爭結黨的事(1:10-4:21)
 紛爭結黨的事實(1:10-17)
 分爭結黨的原因(1:18-2:16)
 分爭結黨的結果(3:1-4:5)
 解決分爭的方法: 效法保羅的事奉(4:6-21)
道德倫理的混亂(5:1-6:20)
 教會中淫亂的事(5:1-13)
 基督徒彼此相爭的事(6:1-11)
 基督徒與娼妓行淫的問題(6:12-20)
婚姻的問題(7:1-40)
 基督徒的婚姻(7:1-6)
 基督徒守獨身: 根據神的恩賜帶領(7:7-9)
 基督徒的離婚問題(7:10-24)
 未婚的基督徒(7:25-38)
 守寡與再婚(7:39-40)
自由的問題(8:1-10:33)
 可吃祭過偶像之食物嗎? (8:1-13)
 從保羅的生命來看真自由(9:1-27)
 基督徒當謹慎運用自己的自由(10:1-33)
崇拜事奉的問題(11:1-34)
 姊妹在教會中事奉蒙頭的原因(11:1-16)
 主餐與敬拜: 存敬畏的心領受主餐(11:17-34)
恩賜的問題(12:1-14:40)
 聖靈的恩賜(12:1-31)
 愛的妙道(13:1-13)
 先知講道與方言(14:1-40)
復活的問題(15:1-58)
 復活的確據: 基督已復活了的事實(15:1-11)
 復活的重要性(15:12-19)
 復活的次序(15:20-28)
 復活的盼望與現今的行為及生活(15:29-34)
 復活榮耀身體的改變(15:35-49)
 被提信徒身體的改變(15:50-57)
 基督徒要堅固並多作主工(15:58)
囑咐與問安(16:1-24)
 保羅提醒當把捐項收好(16:1-4)
 保羅將來要探望哥林多(16:5-12)
 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必須改變行為(16:13-18)
 保羅的問安(16: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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