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书
简介与引言
1. 基督奥秘的智慧
基督奥秘的智慧
写信作者：
写信作者： 使徒保罗
地点：
地点： 以弗所 (林前 16:8)
日期：
日期：主后五十五年 (徒 20:31)
受信人：
受信人： 哥林多教会 (林前 16:17)
锁字：
锁字： 十字架、荣耀、痛苦、恩赐、复活、盼望
锁节：
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林前 1:30)
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哥林多城乃为亚该亚省和马其顿省交界附近的重镇，人口约六十五万，是罗马帝国第
四大城。当亚历山大帝在希腊全盛时期哥林多是一个军事战略中心。罗马统治希腊后，曾于主前
46 年重建旧城屯兵哥林多城。在耶稣的时代，此城是亚该亚省的首府。在商业上此城非常发达，
许多不同的人种都居住此地，有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东方人等等。城中有钱的人过着奢华
浪费享受的生活，城内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隶。至于在宗教方面，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在此地发
展，特别是敬拜希腊女神亚弗罗底 (Aphrodite)。在此城南边亚略哥林多山上 (Acrocorinthus) 有一
作颇具规模的神庙，庙中有超过一千庙妓。此城中有罗马女神维纳斯雕像 (Venus)，城中以淫乱、
邪荡著名。「哥林多化」(Corinthianize) 就是指放纵情欲的生活型态。哥林多的文化是注重智慧，
哲学，辩论。
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的教会： 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去到哥林多城建立的。(徒 18:1;林前 3:6,10;
4:15)。保罗从雅典转到哥林多，那时百基拉和亚居拉从罗马来，他们一同织帐棚，传道。这一对
夫妇是保罗得力的同工。(徒 18:5) 后来西拉也从腓立比来参与此城的事工。(林后 11:8-9) 当他们传
福音遇到艰难时，主曾在夜间安慰保罗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鼓励他们不要怕。(徒 18:910) 哥林多教会的会众相当复杂，有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外邦人、有低层社会的人、有道德
败坏的人、有富人、有穷人、有传异端的人、有尊贵人、有低贱人、男人、女人、孩子、等等。
写书的目的：
写书的目的：保罗以基督的爱矫正教会中各样的混乱，并答复哥林多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背诵经文：
背诵经文：
1. 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林前 1:30)
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 2:2)
3.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20)
4.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林前 9:27)
5.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 10:23)
6.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林前 10:24)
7.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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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林前 15:17)
9.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10. 你们务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
(林前 16:13-14)

简介
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主后五十五年底在以弗所城写的，那时保罗正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途中。
他在以弗所传道有三年之久。(徒 20:31) 保罗希望能去哥林多过冬。(林前 16:6) 哥林多前书讲到教
会生活中一些实际的问题。保罗听说哥林多教会中有分争和淫乱的事发生，信徒也不明白对婚姻
和祭偶像食物等等生活问题当持何样的态度。保罗承受神给他的负担，写这封书信劝勉基督徒要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提醒他们在行为上要荣耀神。他指出若想要在凡事上荣神益人，信徒必须要
有属天的智慧，这智慧的源头乃是基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智慧。这智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公义、圣洁、救赎。
一、基督是我们的公义
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能不能认识神? 保罗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不能。人不可能靠自己有限且败坏
的心思来认识神和神的作为。(林前 1:21) 除非人对神的启示有谦卑且正确的响应，人不可能认识
造他的神，也不可能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因为人的心思已被罪玷污，世人的智慧使人心高气傲，
以自我为中心。罪的权势让人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头脑，轻看神的启示，甚至认为神的智慧是愚拙
的。(林前 2:14) 神的智慧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人的智慧是自以为义，不服神所立的义。神的
智慧是要人因信基督称义，人的智能是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神的智 慧是靠十字架的代死和复活
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人的智慧是靠外面的宗教仪式，在神的面前称义。于是保罗讲到福音，不
用智能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林前 1:17) 保罗说，人无法自救，必须承认自己是罪
人，并接受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罪使人与神隔绝，与神为敌。基督是义的本体，在十字架上，基
督已被杀献祭除去人的罪了。(林前 5:7) 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这是神奥秘的智慧。(林前 2:7)
二、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信徒得救后，虽然在地位上已被称义，但在实际的生命中仍然软弱，需要日日更新。保罗警告
我们，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惟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圣灵的管制，才能除去不
义，成圣称义了。(林前 6:9-11) 如何使我们成为圣洁呢? 神用的方式是让我们重生后，身体成为神
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林前 3:16) 我们不再是属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
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20) 蒙恩之后，我们必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治死
肉体的喜好，圣灵帮助我们渐渐除去生活中许多败坏的习性，包括淫乱，拜偶像、奸淫、偷窃、
贪婪、醉酒、辱骂、勒索等等。十字架是成圣的方法，这是神伟大的智慧。
三、基督是我们的救赎
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本身又是我们的救赎。基督不仅是一次付了极重的代价，将我
们赎回，就是付上了祂生命的代价，将我们赎回。基督不但让我们得救，也能让我们得胜。(林前
15:58) 我们不但信基督复活，我们也必复活。(林前 15:22) 基督不但现今拯救我们的灵魂，末后还
要拯救我们的身体。(林前 15:49) 这是神奥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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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1-9)
引言
一、保罗的问安(1:1-3)
保罗的问安
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
(1) 奉神旨意
不是人自己靠肉体要来服事神，乃是奉神的旨意，蒙神的拣选。(加 1:1)
(2) 蒙召
保罗是蒙神特别呼召的人，当他仍在母腹中时，神已将他分别出来。(加 1:15)
(3) 作使徒
神特派保罗作外邦人的使徒。(加 2:8) 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指派的使徒。使徒就是受神差遣
的传道人。
(4) 兄弟所提尼
所提尼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也很重要。他的名字被提出来，因为他是保罗传福音的同工。
保罗的眼睛不好，需要人帮他从圣灵领受的神的话语写出来。这所提尼可能是哥林多会堂的
领袖。(徒 18:12-17)
2. 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
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1) 神的教会
教会应该是属神的，无论她怎样软弱，其中仍有圣徒，他们是蒙召有忠心的，仍是神的教
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徒 20:28)
(2) 作圣徒
信主后，在神的眼中基督徒就是圣徒，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归给基督的。我们是
蒙召的人，是蒙召要作圣徒的。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因为主是圣洁的。(彼前 1:16)
(3) 求告神的名
我们乃是分散在各地的圣徒，应当是常常求告主的名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
10:13)
(4) 同有一位主
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同属一位主。(弗 4:5)
3.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1) 恩惠
恩惠就是恩典，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约 1:17) 我们所承受的恩是恩上加恩的恩。
(2) 平安
平安就是和平。耶稣将平安赐给祂的门徒。(约 14:27)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约 16:33) 这平
安不是世上的平安，乃是与神和好。(罗 5:10)
(3) 父神
唯有在基督里，神是我们的父，这是耶稣基督在复活时告诉马利亚的大好消息。(约 20:17)
(4) 主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全世界的救主，更是万物的主宰。祂是真神的儿子，祂是三一神
的第二位。
二、保罗的感恩祷告(1:4-9)
保罗的感恩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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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1) 感谢
保罗不是说客气的话，保罗不能说谎，保罗常为哥林多的信徒感谢神。虽然他们有许多的软
弱与败坏，但是保罗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就能常常为他们感谢神。
(2) 基督里的恩惠
所有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的。这里的恩典包括信徒得救是本乎恩。(弗 2:5) 此外又恩上加恩
，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各种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弗 2:7)
2. 又因你们在祂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
固。
(1) 神的供应
神按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腓 4:19)
(2) 口才知识
神赐口才知识给圣徒，让人为主作见证。(徒 4:29-31)
3.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祂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祂所召，好与祂儿
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1) 圣灵的恩赐
˙使人得益处。(林前 12:7) 有些恩赐是造就自己，有些恩赐是造就教会。(林前 14:4)
˙使肢体合一。(林前 12:25) 免得基督的身体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2) 主来的盼望
˙劝人等候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交帐。(林前 3:10-15)
˙使人心坚固。保罗劝信徒：「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
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3) 完全的圣洁
˙得神的坚固。(林前 1:8) 圣灵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主
荣耀之前。(犹 24)
˙安然见主面。(林前 1:8) 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
可责备。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约一 4:17)
(2) 基督的产业
˙蒙神的恩召。(林前 1:9) 可以得到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 1:3-5)
˙有分于基督。(林前 1:9) 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基业为我们的产业。(弗 1:11)

N07001S 孙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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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主日学
(张佳哲长老提供
张佳哲长老提供)
张佳哲长老提供

日期

课程

题目

经文

讲员

十二月六日

第一讲

简介与引言

林前 1:1-9

孙雅各 牧师

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讲

纷争结党的事(一)

林前 1:10-2:16

孙雅各 牧师

十二月廿日

第三讲

纷争结党的事(二)

林前 3:1-4:21

潘荣荣弟兄

十二月廿七日

第四讲

道德伦理的混乱

林前 5:1-6:20

吴铭镇弟兄

一月三日

新年联合崇拜

一月十日

第五讲

婚姻的问题

林前 7:1-40

吴铭镇弟兄

一月十七日

第六讲

自由的问题(一)

林前 8:1-9:27

潘荣荣弟兄

一月廿四日

第七讲

自由的问题(二)

林前 10:1-33

潘荣荣弟兄

一月卅一日

第八讲

崇拜事奉的问题

林前 11:1-34

潘荣荣弟兄

二月七日

第九讲

恩赐的问题(一)

林前 12:1-13:13

吴铭镇弟兄

二月十四日

第十讲

恩赐的问题(二)

林前 14:1-40

吴铭镇弟兄

二月廿一日

第十一讲

复活的问题

林前 15:1-58

孙雅各 牧师

二月廿八日

第十二讲

嘱咐与问安

林前 16:1-24

孙雅各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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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大纲 (张佳哲长老提供
张佳哲长老提供)
张佳哲长老提供


















引言(1:1-9)
 保罗的问安(1:1-3)
 保罗的感恩祷告(1:4-9)
纷争结党的事(1:10-4:21)
 纷争结党的事实(1:10-17)
 分争结党的原因(1:18-2:16)
 分争结党的结果(3:1-4:5)
 解决分争的方法: 效法保罗的事奉(4:6-21)
道德伦理的混乱(5:1-6:20)
 教会中淫乱的事(5:1-13)
 基督徒彼此相争的事(6:1-11)
 基督徒与娼妓行淫的问题(6:12-20)
婚姻的问题(7:1-40)
 基督徒的婚姻(7:1-6)
 基督徒守独身: 根据神的恩赐带领(7:7-9)
 基督徒的离婚问题(7:10-24)
 未婚的基督徒(7:25-38)
 守寡与再婚(7:39-40)
自由的问题(8:1-10:33)
 可吃祭过偶像之食物吗? (8:1-13)
 从保罗的生命来看真自由(9:1-27)
 基督徒当谨慎运用自己的自由(10:1-33)
崇拜事奉的问题(11:1-34)
 姊妹在教会中事奉蒙头的原因(11:1-16)
 主餐与敬拜: 存敬畏的心领受主餐(11:17-34)
恩赐的问题(12:1-14:40)
 圣灵的恩赐(12:1-31)
 爱的妙道(13:1-13)
 先知讲道与方言(14:1-40)
复活的问题(15:1-58)
 复活的确据: 基督已复活了的事实(15:1-11)
 复活的重要性(15:12-19)
 复活的次序(15:20-28)
 复活的盼望与现今的行为及生活(15:29-34)
 复活荣耀身体的改变(15:35-49)
 被提信徒身体的改变(15:50-57)
 基督徒要坚固并多作主工(15:58)
嘱咐与问安(16:1-24)
 保罗提醒当把捐项收好(16:1-4)
 保罗将来要探望哥林多(16:5-12)
 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必须改变行为(16:13-18)
 保罗的问安(16: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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