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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概論哥林多前書概論

哥林多城的地理位置…
哥林多是羅馬亞該亞省的首都，人口稠密

特

愛琴海
希臘半島

特別是他的地理位置，是他商業繁榮的主因：

哥林多是在希臘半島上，

希臘半島的東邊是愛琴海，
亞底亞海

希臘半島的東邊是愛琴海

西邊是亞底亞海，

東西海岸最近的地點就是南方的這個海峽

哥林多就位在控制著希臘半島南方海峽的重要位置，

是東西南北貿易路線交叉相會之處

在他東邊九公里的港口就是堅革哩在他東邊九公里的港口就是堅革哩，

羅十六1‐2保羅寫羅馬書是請

堅革哩教會的女執事非比姐妹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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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革哩教會的女執事非比姐妹帶去

徒十八保羅初次到哥林多建立教會，

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在那裡住了有一年半，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在那裡住了有一年半，

然後離開哥林多到了以弗所、經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

接下去第三次宣教旅程，經過加拉太、弗呂家等地方，再到以弗所 (徒十九)，
在以弗所前後住了三年，在這段時間裡面，保羅跟哥林多教會有許多的接觸。

保羅到底寫了幾封信給哥林多教會呢？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 與淫亂的人相交林前五9「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如果現在看到的這一卷哥林多前書，在這之前還寫過，

但這封信卻失傳了，我們對這封信一無所知，但這封信卻失傳了 我們對這封信 無所知

可以說就是前信…
林前一11有革來氏家裡的人帶來了教會的近況，

說教會裡面有結黨紛爭的事。

教會其實也寫了一封信，林前七1「論到你們信上所提」，

所以看到教會也寫了一封信給保羅，請教他很多教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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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到教會也寫了一封信給保羅，請教他很多教會的問題，

可能是由司提反、福徒拿督和亞該古帶來的 (林前十六17)。

AD55春天，保羅在以弗所寫哥林多前書，就請提摩太把這一封書信送到教會，

林前四17「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林前四17 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

林前十六10‐11「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裡無所懼怕。」

所以這封信—哥林多前書就是由提摩太送去的。

但是提摩太送去以後，在教會裡面他發現教會有一些狀況是蠻危急的，

教會有部分的信徒，否定保羅使徒的權柄

教會中有假教師 在保羅離開之後進到教會 有煽動的情況發生教會中有假教師，在保羅離開之後進到教會，有煽動的情況發生

有些人就受了影響，他們否定保羅使徒的權柄、不承認保羅是神所差派的使徒。

提摩太送了信去回來報告這個壞消息，以至保羅不得不放下以弗所的工作，提摩太送了信去回來報告這個壞消息 以至保羅不得不放下以弗所的工作

匆匆的去了一次哥林多要澄清這些事情。

這一次的訪問，後來就說是所謂的「痛苦的訪問」，

當然就是保羅要面對教會裡面對他使徒職分的質疑。

保羅為什麼這麼強調、看重神所差派他做使徒這個職分呢？

因為如果否認、質疑保羅使徒的職分，同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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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否認、質疑保羅使徒的職分，同時之間

就等於否認保羅所傳的福音，那這件事情就很嚴重了。



林後二1「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裡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

這不是保羅第一次去哥林多的光景。這不是保羅第一次去哥林多的光景。

林後十三2「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又說，

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

他痛苦訪問之後回到以弗所，他就決定他要再寫一封信，

當然這封信的語調就十分的嚴厲當然這封信的語調就十分的嚴厲。

但是這一封信、也就是第三封，就像第一封的前信一樣失傳了。

林後二4「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地流淚，寫信給你們。」林後二4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地流淚，寫信給你們。」

這也不像是哥林多前書的情況，這封信就是寫給哥林多的

第三封信，所謂的嚴厲的信，就請提多送了這封嚴厲的信。

保羅離開以弗所，就去特羅亞等消息，因為等不到提多，

就離開特羅亞就去了馬其頓。

林後七6 7提多報好消息回來：這封信送去果效很好，他們有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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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七6‐7提多報好消息回來：這封信送去果效很好，他們有悔改。

AD56秋天，保羅在馬其頓寫哥林多後書，預備三訪哥林多。

整體來講保羅有三次造訪哥林多，

第一次是哥林多教會建立的時候，徒十八第一次是哥林多教會建立的時候，徒十八

第二次是痛苦訪問，

訪問後回來寫了一封嚴厲的信，請提多帶去

提多回來報了好消息，

保羅再寫第四封信，就是哥林多後書

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有幾封信呢？

用傳統比較保守的說法，有四封信：

前第一封信是前書，遺失了；

第二封信是哥林多前書；

第三封信是嚴厲的信，也遺失了；第三封信是嚴厲的信，也遺失了；

第四封信是哥林多後書。

在新約聖經看到的就是林前、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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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第二封、第四封。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一共有十六章，

一1‐9引言；十六5‐24結語；1‐9引言；十六5‐24結語；

一10‐六29問題教會，因為這個教會

有紛爭、有結黨、有很多的混亂，

有亂倫的問題、有爭訟的問題、有淫亂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它真是一個問題教會，沒有辦法討主的喜悅！

十 他們也寫了 封信來請教保羅 些問題七1‐十六4，他們也寫了一封信來請教保羅一些問題，

這一個部分就說是教會所提的問題，那有什麼問題呢？

七‐十有生活的問題，包括婚娶、吃祭物七 十有生活的問題 包括婚娶 吃祭物

十一有聚會的問題，有蒙頭、聖餐的問題

十二、十四講到恩賜、靈恩的問題

十五復活的問題，因為教會當中有人不信復活，

所以整章保羅教導復活的真理

十六1‐4捐獻的問題

7

十六1‐4捐獻的問題

所以教會也提了一些問題來請問、請教保羅…

哥林多前書這卷書的貢獻是什麼呢？

1 保羅教導清楚的教會真理，1.保羅教導清楚的教會真理，

他解答並且指導信徒關於教會行政、紀律方面的問題。

2.保羅教導信徒，如何過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

在信、望、愛上面顯出基督徒的見證。

3.保羅以自己身為使徒、宣教士、牧者這些身份，

帶出了他為基督 為他人的事奉觀帶出了他為基督，為他人的事奉觀。

林前十一1「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所以在哥林多前書當中我們有非常清楚的榜樣，所以在哥林多前書當中我們有非常清楚的榜樣

可以讓我們在保羅的身上可以學習。

哥林多前書，我們看到清楚的教會真理、

該如何過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

也可以看到有一個榜樣，就是保羅所帶出來—
他的為基督 為他人的事奉觀 以及他生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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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為基督、為他人的事奉觀，以及他生命的見證。

這個在哥林多前書當中，我們都可以有所學習。



我們現在就進到經文的部分，首先看哥林多前書的引言一1‐9…
一1‐3會看到保羅的問安，是希臘式的問安方式—1‐3會看到保羅的問安，是希臘式的問安方式

先是寫作者；然後寫受信者，就是他寫給誰；然後問安。

一1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

保羅非常看重使徒的職分，他是一個特殊的報信者。

「使徒」其實就是「報信者」，

也就是傳達差 的 所要帶出的消息的也就是傳達差他的人所要帶出的消息的。

但是聖經裡面的使徒他有特別的身份，他們是特殊的報信者，

也就是被耶穌基督、被神所差派的、被基督所差遣的，也就是被耶穌基督 被神所差派的 被基督所差遣的

去傳福音、去建立教會的，這樣的一個傳道者、宣教者。

所以保羅說他是「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

他也提了一個弟兄所提尼，保羅常要提攜同工的，

他在一些書信當中，還會提他是跟誰來寫，

但事實上 你從這個書信裡面的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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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你從這個書信裡面的內文，

就很清楚知道其實以他自己的角度來寫。

「奉神旨意」是由神主動，

這當然就帶給保羅在事奉上的把握，

還有服事上的信心是從神而來的。

「蒙召 從神的角度是呼召我們「蒙召」從神的角度是呼召我們，

從我們的角度、事奉者的角度是蒙召，

這個「召」事實上就是叫過去、呼喚這個 召」事實上就是叫過去 呼喚

神呼召我們，神將我們從世界，

這個黑暗的、撒旦黑暗權勢當中，

把我們召出來，讓我們可以進到主耶穌基督光明的國度

神呼召我們，一定有目的、不會沒有目的的。

所以神呼召我們，讓我們得著神兒子的名份

祂也要差派我們來服事祂，

每 位基督徒都應該要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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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要事奉主

這一封信寫給誰呢？寫給全教會，一2a「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教會不是一個建築物，神的教會是一群蒙召的神的兒女、基督徒的集合，教會不是 個建築物，神的教會是 群蒙召的神的兒女、基督徒的集合，

一2b「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

不只是給哥林多，「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神的教會當然不只哥林多的信徒是神的教會，它只是神教會之一。

神的教會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因信稱義的、

蒙召分別為聖的 有成聖地位的 蒙召做聖徒的蒙召分別為聖的、有成聖地位的、蒙召做聖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教會」原來就是「會」這個字，教會」原來就是 會」這個字

原來的意思指一群人的聚集，或者是議會、法庭正式的集會

聖經講到「會」，就特指神百姓的一個廣大的、很多很多百姓的聚集，

就像當年以色列眾支派聚集站在神面前一樣

所以「神的教會」事實上是所有神兒女的聚集，

地上有很多的教會，但是都是神的教會、清楚的奉神旨意成立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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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有很多的教會，但是都是神的教會、清楚的奉神旨意成立的教會，

就好像當年以色列民聚集在神的面前一樣，是非常的聖潔的。

2b「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

所以我們的身份、我們的地位就分別為聖了。所以我們的身份、我們的地位就分別為聖了。

分別為聖歸給誰呢？歸給神，我們有成聖的地位、

要追求成聖的生活，因為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所以在基督裡成為聖徒，我們也是蒙召成為聖徒，

不要忘記我們在生活上，也要分別為聖。

「保羅寫的「哥林多神的教會」不光只是哥林多的教會，

教會還有所有的、各地的，神的兒女聚集在一起，都被稱為教會。

2b「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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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保羅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們只是在各地所有教會中的一份子，

不要自我膨脹，以為全世界只有你一個教會，當然不是，

有許許多多的教會，有各處，都有求告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所以基督是他們的主、基督也是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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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督是他們的主、基督也是我們的主。

保羅寫信給哥林多神的教會，基本上是寫給哥林多教會，寫信的是給全教會。



現在哥林多教會有一些狀況，

因為部分人受了假教師的聳動、煽動，因為部分人受了假教師的聳動、煽動，

他們反對建立哥林多教會的使徒保羅。

但保羅是寫給所有人，

也就寫給哥林多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姊妹，

他不是站在某一派反對另一派，他不是這樣。

所以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他們只是在各地所有教會裡的 份子，所以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他們只是在各地所有教會裡的一份子，

對那些自認為是屬靈人，就跟其他的人有分別，

接下去在第10節就會看到有些人是這樣。

保羅就提醒他們：

主是全地各教會的主，主就是獨一的主、獨一的神，

因此教會就當合一。

主是全地的、各地的、各教會的主，

主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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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所以主是獨一，那麼教會就應當要合一。

3「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恩惠平安其實就是神恩惠平安其實就是神，

神賜福給信徒、賜福給祂兒女的一個整體的說法，

好像很簡單的，但是事實上卻是有豐富的祝福在其中：好像很簡單的 但是事實上卻是有豐富的祝福在其中

我們從神領受救恩，我們從神領受赦罪之恩，

我們就得享屬天的平安，我們領受了恩典，我們得著了平安。

有的時候環境有改變，但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總是夠我們用的，

在環境的改變當中，我們心裡的平安，也是沒有誰可以奪去的。

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平安不是從哪 位領袖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平安不是從哪一位領袖、

或者是哪一位有權勢的人可以給我們的。

恩惠平安只有從神而來那才是真正的恩惠、真正的平安。平 有從神而來那才 真 真 平

「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這個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一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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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開始，一個問安，

一4‐9我們會看到感恩…
保羅書信的寫作模式，常常就是一開始會有感恩的，保羅書信的寫作模式，常常就是一開始會有感恩的，

保羅是一個非常警醒、感恩的服事者。

4「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感恩的源頭是神，感恩的中心、對象是神，是主耶穌基督。

多感恩就少埋怨，常常埋怨大概就不太容易感恩多感恩就少埋怨，常常埋怨大概就不太容易感恩。

4‐9多次出現所謂末世性的語言，

5保羅為著神賜給教會的許多的祝福而感恩，5保羅為著神賜給教會的許多的祝福而感恩

「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這些都是保羅為他們感恩的。

但是所領受這麼多的恩典，是要彰顯出來榮耀主的。

因為耶穌會再來，7「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這地方會看到末世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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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方會看到末世性的內容，

也就是要等候主來，耶穌會再來。

8「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也就是當主來的時候，我們把祂給我們的恩賜發揮了，也就是當主來的時候，我們把祂給我們的恩賜發揮了，

我們做了好見證榮耀祂的名，教會也有美好的見證，

當主來的時候你就可以向祂交帳，我們就無可責備。

你今天的屬靈光景，跟末日也就是耶穌來的時候，

那個榮耀的景況，配得上配不上呢？

你今天的屬靈情況，能不能夠在主來的時候，可以交得出帳呢？你今天的屬靈情況，能不能夠在主來的時候，可以交得出帳呢？

這些其實在哥林多前書不只這個部分，

在四8‐13、十三8‐13、十五講復活的時候更是非常清楚—
有一天耶穌會再來。

5「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這是上帝給的美好的恩賜，但是如果你把神的給的恩賜

照著自己的意思隨意去用的話，

當然帶出的就是一個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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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帶出的就是一個壞的結果

如果用得很正確的話那當然就能夠造就教會



十二‐十四哥林多的信徒有一些靈恩的表現，

但反而他們就很狂傲起來，特別十四「方言」的問題。但反而他們就很狂傲起來 特別十四 方言」的問題

保羅就提醒他們，最重要的是主的日子，

最重要是有一天主來我們要交帳，

失去這個盼望、疏忽了這樣重要的真理，

把恩賜當作自我表現、自我誇耀，就是一個錯誤。

所以在這個部分整個的感恩裡面 他仍然以基督為中心所以在這個部分整個的感恩裡面，他仍然以基督為中心，

因為神在基督裏賜給我們各樣的恩惠，信徒在基督裡面凡事富足，

我們是在等候基督的顯現、基督的日子，我們是在等候基督的顯現 基督的日子

9b「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所以在整個問安裡面，會看到感恩的部分，也會看到基督為中心的特質。

神在基督裡賜恩惠，信徒在基督裡富足，

我們是等候基督顯現，在基督的日子祂回來，

我們要交帳 我們要預備 有 天我們跟基督 同得分 同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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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交帳、我們要預備，有一天我們跟基督一同得分，一同得著榮耀。

一4‐9這個感恩表明了保羅的神學，以及他的牧者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