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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概论哥林多前书概论

哥林多城的地理位置…
哥林多是罗马亚该亚省的首都，人口稠密

特别是 的地 位置 是 商 繁荣的主

爱琴海
希腊半岛

特别是他的地理位置，是他商业繁荣的主因：

哥林多是在希腊半岛上，

希腊半岛的东边是爱琴海，
亚底亚海

希腊半岛的东边是爱琴海，

西边是亚底亚海，

东西海岸最近的地点就是南方的这个海峡
哥林多就位在控制着希腊半岛南方海峡的重要位置，

是东西南北贸易路线交叉相会之处

在他东边九公里的港口就是坚革哩在他东边九公里的港口就是坚革哩，
罗十六1‐2保罗写罗马书是请

坚革哩教会的女执事非比姐妹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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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革哩教会的女执事非比姐妹带去。

徒十八保罗初次到哥林多建立教会，
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 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半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半，

然后离开哥林多到了以弗所、经过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

接下去第三次宣教旅程，经过加拉太、弗吕家等地方，再到以弗所 (徒十九)，
在以弗所前后住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面，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接触。

保罗到底写了几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呢？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林前五9「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如果现在看到的这一卷哥林多前书，在这之前还写过，

但这封信却失传了，我们对这封信一无所知，但这封信却失传了，我们对这封信 无所知，

可以说就是前信…
林前一11有革来氏家里的人带来了教会的近况，

说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的事。
教会其实也写了一封信，林前七1「论到你们信上所提」，

所以看到教会也写了一封信给保罗 请教他很多教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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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到教会也写了一封信给保罗，请教他很多教会的问题，

可能是由司提反、福徒拿督和亚该古带来的 (林前十六17)。

AD55春天，保罗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就请提摩太把这一封书信送到教会，
林前四17「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林前四17「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林前十六10‐11「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

所以这封信—哥林多前书就是由提摩太送去的。

但是提摩太送去以后，在教会里面他发现教会有一些状况是蛮危急的，
教会有部分的信徒，否定保罗使徒的权柄

教会中有假教师 在保罗离开之后进到教会 有煽动的情况发生教会中有假教师，在保罗离开之后进到教会，有煽动的情况发生

有些人就受了影响，他们否定保罗使徒的权柄、不承认保罗是神所差派的使徒。

提摩太送了信去回来报告这个坏消息，以至保罗不得不放下以弗所的工作，提摩太送了信去回来报告这个坏消息，以至保罗不得不放下以弗所的工作，
匆匆的去了一次哥林多要澄清这些事情。

这一次的访问，后来就说是所谓的「痛苦的访问」，

当然就是保罗要面对教会里面对他使徒职分的质疑。

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看重神所差派他做使徒这个职分呢？
因为如果否认 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 同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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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否认、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同时之间

就等于否认保罗所传的福音，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



林后二1「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这不是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的光景这不是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的光景。

林后十三2「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他痛苦访问之后回到以弗所，他就决定他要再写一封信，

当然这封信的语调就十分的严厉当然这封信的语调就十分的严厉。
但是这一封信、也就是第三封，就像第一封的前信一样失传了。

林后二4「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地流泪 写信给你们 」林后二4「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地流泪，写信给你们。」
这也不像是哥林多前书的情况，这封信就是写给哥林多的

第三封信，所谓的严厉的信，就请提多送了这封严厉的信。
保罗离开以弗所，就去特罗亚等消息，因为等不到提多，

就离开特罗亚就去了马其顿。

林后七6 7提多报好消息回来：这封信送去果效很好 他们有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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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七6‐7提多报好消息回来：这封信送去果效很好，他们有悔改。
AD56秋天，保罗在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预备三访哥林多。

整体来讲保罗有三次造访哥林多，
第一次是哥林多教会建立的时候 徒十八第一次是哥林多教会建立的时候，徒十八

第二次是痛苦访问，
访问后回来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请提多带去

提多回来报了好消息，

保罗再写第四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有几封信呢？
用传统比较保守的说法，有四封信：

第 封 是前书 遗失第一封信是前书，遗失了；

第二封信是哥林多前书；

第三封信是严厉的信 也遗失了；第三封信是严厉的信，也遗失了；

第四封信是哥林多后书。

在新约圣经看到的就是林前、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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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第二封、第四封。

哥林多前书的结构：一共有十六章，
一1‐9引言；十六5‐24结语；1‐9引言；十六5‐24结语；
一10‐六29问题教会，因为这个教会

有纷争、有结党、有很多的混乱，

有乱伦的问题、有争讼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它真是一个问题教会，没有办法讨主的喜悦！

七 十六 他们也写了 封信来请教保罗 些问题七1‐十六4，他们也写了一封信来请教保罗一些问题，
这一个部分就说是教会所提的问题，那有什么问题呢？

七‐十 有生活的问题，包括婚娶、吃祭物七 十 有生活的问题，包括婚娶、吃祭物

十一 有聚会的问题，有蒙头、圣餐的问题

十二、十四 讲到恩赐、灵恩的问题

十五 复活的问题，因为教会当中有人不信复活，

所以整章保罗教导复活的真理

十六1‐4 捐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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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4 捐献的问题

所以教会也提了一些问题来请问、请教保罗…

哥林多前书这卷书的贡献是什么呢？
1 保罗教导清楚的教会真理1.保罗教导清楚的教会真理，

他解答并且指导信徒关于教会行政、纪律方面的问题。

2.保罗教导信徒，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在信、望、爱上面显出基督徒的见证。

3.保罗以自己身为使徒、宣教士、牧者这些身份，
带出了他为基督 为他人的事奉观带出了他为基督，为他人的事奉观。

林前十一1「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有非常清楚的榜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有非常清楚的榜样，

可以让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可以学习。

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清楚的教会真理、
该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榜样，就是保罗所带出来—
他的为基督 为他人的事奉观 以及他生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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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为基督、为他人的事奉观，以及他生命的见证。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都可以有所学习。



我们现在就进到经文的部分，首先看哥林多前书的引言一1‐9…
一1‐3 会看到保罗的问安 是希腊式的问安方式—1‐3 会看到保罗的问安，是希腊式的问安方式

先是写作者；然后写受信者，就是他写给谁；然后问安。

一1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

保罗非常看重使徒的职分，他是一个特殊的报信者。
「使徒」其实就是「报信者」，

也就是传达差他的人所要带出的消息的也就是传达差他的人所要带出的消息的。

但是圣经里面的使徒他有特别的身份，他们是特殊的报信者，
也就是被耶稣基督、被神所差派的、被基督所差遣的，也就是被耶稣基督、被神所差派的、被基督所差遣的，

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传道者、宣教者。
所以保罗说他是「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他也提了一个弟兄所提尼，保罗常要提携同工的，
他在一些书信当中，还会提他是跟谁来写，

但事实上 你从这个书信里面的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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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你从这个书信里面的内文，

就很清楚知道其实以他自己的角度来写。

「奉神旨意」是由神主动，
这当然就带给保罗在事奉上的把握，

还有服事上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

「蒙召」从神的角度是呼召我们「蒙召」从神的角度是呼召我们，
从我们的角度、事奉者的角度是蒙召，

这个「召」事实上就是叫过去、呼唤这个「召」事实 就是叫过去、呼唤

神呼召我们，神将我们从世界，

这个黑暗的、撒旦黑暗权势当中，

我 召出来 我 进到 基督光 度把我们召出来，让我们可以进到主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

神呼召我们，一定有目的、不会没有目的的。
所以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份

祂也要差派我们来服事祂，

每 位基督徒都应该要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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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事奉主

这一封信写给谁呢？写给全教会，一2a「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神的教会是一群蒙召的神的儿女 基督徒的集合教会不是 个建筑物，神的教会是 群蒙召的神的儿女、基督徒的集合，

一2b「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
不只是给哥林多，「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神的教会当然不只哥林多的信徒是神的教会，它只是神教会之一。
神的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因信称义的、

蒙召分别为圣的 有成圣地位的 蒙召做圣徒的蒙召分别为圣的、有成圣地位的、蒙召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教会」原来就是「会」这个字，「教会」原来就是「会」这个字，
原来的意思指一群人的聚集，或者是议会、法庭正式的集会
圣经讲到「会」，就特指神百姓的一个广大的、很多很多百姓的聚集，

就像当年以色列众支派聚集站在神面前一样

所以「神的教会」事实上是所有神儿女的聚集，
地上有很多的教会 但是都是神的教会 清楚的奉神旨意成立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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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有很多的教会，但是都是神的教会、清楚的奉神旨意成立的教会，
就好像当年以色列民聚集在神的面前一样，是非常的圣洁的。

2b「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
所以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就分别为圣了所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分别为圣了。

分别为圣归给谁呢？归给神，我们有成圣的地位、

要追求成圣的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所以在基督里成为圣徒，我们也是蒙召成为圣徒，
不要忘记我们在生活上，也要分别为圣。

的「哥林多神的教会」 光 是哥 多的教会保罗写的「哥林多神的教会」不光只是哥林多的教会，

教会还有所有的、各地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都被称为教会。

2b「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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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只是在各地所有教会中的一份子，
不要自我膨胀，以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教会，当然不是，

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有各处，都有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所以基督是他们的主 基督也是我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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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也是我们的主。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基本上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是给全教会。



现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状况，
因为部分人受了假教师的耸动 煽动因为部分人受了假教师的耸动、煽动，

他们反对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使徒保罗。

但保罗是写给所有人，
也就写给哥林多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姊妹，

他不是站在某一派反对另一派，他不是这样。

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只是在各地所有教会里的一份子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只是在各地所有教会里的一份子，
对那些自认为是属灵人，就跟其他的人有分别，

接下去在第10节就会看到有些人是这样。

保罗就提醒他们：
主是全地各教会的主，主就是独一的主、独一的神，

因此教会就当合一。
主是全地的、各地的、各教会的主，

主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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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所以主是独一，那么教会就应当要合一。

3「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恩惠平安其实就是神恩惠平安其实就是神，

神赐福给信徒、赐福给祂儿女的一个整体的说法，
好像很简单的，但是事实上却是有丰富的祝福在其中：好像很简单的，但是事实上却是有丰富的祝福在其中：

我们从神领受救恩，我们从神领受赦罪之恩，

我们就得享属天的平安，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得着了平安。

有的时候环境有改变，但是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在环境的改变当中，我们心里的平安，也是没有谁可以夺去的。

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平安不是从哪 位领袖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平安不是从哪一位领袖、

或者是哪一位有权势的人可以给我们的。

恩惠平安只有从神而来那才是真正的恩惠、真正的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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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开始，一个问安，

一4‐9我们会看到感恩…
保罗书信的写作模式 常常就是一开始会有感恩的保罗书信的写作模式，常常就是 开始会有感恩的，

保罗是一个非常警醒、感恩的服事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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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的源头是神，感恩的中心、对象是神，是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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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出现所谓末世性的语言，
5保罗为着神赐给教会的许多的祝福而感恩，5保罗为着神赐给教会的许多的祝福而感恩，

「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这些都是保罗为他们感恩的。

但是所领受这么多的恩典，是要彰显出来荣耀主的。
因为耶稣会再来，7「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这地方会看到末世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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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会看到末世性的内容，

也就是要等候主来，耶稣会再来。

8「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也就是当主来的时候 我们把祂给我们的恩赐发挥了也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把祂给我们的恩赐发挥了，

我们做了好见证荣耀祂的名，教会也有美好的见证，
当主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向祂交账，我们就无可责备。

你今天的属灵光景，跟末日也就是耶稣来的时候，

那个荣耀的景况，配得上配不上呢？

你今天的属灵情况 能不能够在主来的时候 可以交得出帐呢？你今天的属灵情况，能不能够在主来的时候，可以交得出帐呢？

这些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不只这个部分，
在四8‐13、十三8‐13、十五讲复活的时候更是非常清楚—

有一天耶稣会再来。

5「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这是上帝给的美好的恩赐，但是如果你把神的给的恩赐

照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去用的话，

当然带出的就是一个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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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带出的就是 个坏的结果
如果用得很正确的话那当然就能够造就教会



十二‐十四哥林多的信徒有一些灵恩的表现，
但反而他们就很狂傲起来，特别十四「方言」的问题。但反而他们就很狂傲起来，特别十四「方言」的问题。

保罗就提醒他们，最重要的是主的日子，

最重要是有一天主来我们要交账，

失去这个盼望、疏忽了这样重要的真理，

把恩赐当作自我表现、自我夸耀，就是一个错误。

所以在这个部分整个的感恩里面 他仍然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在这个部分整个的感恩里面，他仍然以基督为中心，
因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信徒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

我们是在等候基督的显现、基督的日子，我们是在等候基督的显现、基督的 子，

9b「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所以在整个问安里面，会看到感恩的部分，也会看到基督为中心的特质。
神在基督里赐恩惠，信徒在基督里富足，

我们是等候基督显现，在基督的日子祂回来，

我们要交账 我们要预备 有 天我们跟基督 同得分 同得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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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交账、我们要预备，有一天我们跟基督一同得分，一同得着荣耀。

一4‐9这个感恩表明了保罗的神学，以及他的牧者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