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書簡介
作者：
使徒保羅 (林前 1:1-2、16:21)

寫作時地：
使徒保羅第二次外出旅遊佈道時 (主後 50 年)建立了哥林多教會。他曾在以弗所居留約達三年之久
(徒 20:31)。就在最後一年 (大約主後 55-56 年)，在以弗所寫了哥林多前書 (參林前 16:8)。

收信人：
在哥林多的教會，以及散居在附近各處的諸聖徒 (林前 1:2)

寫作背景：
哥林多市位於愛琴海與亞得里亞海之間的希臘半島南部的商港，是繁榮的都市與富庶的商業中
心，是亞該亞省的省會，也是羅馬帝國四大都會之一。居民由希臘人、羅馬人，及東方人所組
成。哥林多以廟寺聞名，廟寺中供奉著希臘美與性的女神維納斯。哥林多人藉用宗教之名鼓吹嫖
妓，全盛時期廟妓數目高達千人。由於宗教信仰腐敗，故這城也以不道德聞名於世。人們常以
「哥林多化」一詞，作為「放縱情慾」的代號，用來形容生活的淫亂墮落與腐敗。「哥林多」在
希臘文中本身就是亂倫的意思。由於社會上道德十分地敗壞，犯罪事件層出不窮，甚至當地的教
會也受到嚴重的影響，不但被一些喪風敗俗的壞習慣滲透，並且習以為常而認為沒什麼不可以
的。保羅在哥林多期間親自目睹了這一切的敗壞，所以當他在哥林多寫羅馬書時多方地刻劃出當
時社會的黑暗情景 (見羅 1:18-32)。
保羅時代的哥林多市人口約有七十萬，而其中三分之二是奴隸。哥林多有一個很大的室外廣場，
可以容納二萬人之多，由此可見哥林多的繁華程度已非同一般的大城市。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時所建立的教會 (徒 18:1-18)，起初他每逢安息日就在會堂裡傳
講耶穌就是基督，後來因為猶太人剛硬不信，保羅就開始轉向外邦人傳講福音。如此有一年半的
時間，直到猶太人群起攻擊他，向亞該亞省長迦流誣告他，過不多時候保羅就離開了哥林多，從
此以後與哥林多教會繼續不斷以書信來往。
除了哥林多前書、後書外，保羅還曾寫了另外二封書信給他們 (參林前 5:9; 林後 2:4)，但如今已經
失傳。哥林多教會是一個擁有各樣恩賜全備的教會，但因靈性仍舊十分的幼稚 (3:1)，以致內部結
黨紛爭、自以為是、問題重重。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三年的末期所寫成的書信 (參徒 20:31; 林前 16:5-8)。當時約是主
後五十五年春。由於革來氏的家人帶來了教會紛爭的消息給使徒保羅 (1:11-12)，保羅就寫信去糾
正信徒分門結黨 (1-4 章)與敗壞的道德行為 (5-6 章)，同時解答教會來信中所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
(參 7:1, 25; 8:1, 12; 16:1)。
保羅在到達以弗所之前，曾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個月 (徒 18:11、18-19)，約主後 52-53 年。哥
林多教會應該是在那一段期間由保羅所建立的。他在那裡曾有亞居拉、百基拉、西拉和提摩太與
他一起同工作牧養的事工，傳揚福音，使教會增長健全 (徒 18:2、5)。

寫作目的：
以愛心為基礎，處理教會中生活和教義各種各樣的問題。

1

保羅離開哥林多之後，從幾處不同的消息來源得悉，哥林多教會正面臨一些難處；同時，哥林多
教會也曾就一些疑難問題，自己寫信向保羅請教 (參林前 7:1；8:1；12:1；16:1)。因此，保羅寫
本書的目的至少有下面幾點：
(一)革來氏家裏的人告訴他教會內部有分門結黨的事情發生 (林前 1:11-12)，因此他用了前面 4 章
的篇幅來勸導他們不可高舉任何人。
(二)又有人向他報告了教會中發生淫亂以及彼此爭訟的事 (林前 5:1；6:1)，所以他又用了第 5-6 章
的篇幅來勸戒他們不可淫亂和彼此爭訟。
(三)回答他們所詢問或正面臨的各種疑難問題，諸如：嫁娶和守童身的問題 (第 7 章)、吃祭偶像之
物和吃喝享受的問題 (第 8-10 章)、女人蒙頭和吃主的晚餐並愛筵的問題 (第 11 章)、屬靈恩賜的問
題 (第 12-14 章)、復活的問題 (第 15 章)、以及捐獻的問題 (第 16 章)等，保羅都一一詳細地指導他
們當如何行。

本書的重要性：
《哥林多前書》是一本教會各種各樣問題的解答書，因為保羅在書信中處理 (「論到…」)教會在
邪惡的哥林多城所遇上的種種問題。昔日在哥林多教會所發生的問題，也正是今日各處教會經常
發生的問題；諸如：擁戴自己所推薦的屬靈領袖、包容信徒的敗壞行為 (例如包容同性戀者)、高
唱個人的自由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信徒中的離婚率普遍增高、女權主義的思想侵入教會
(例如幾乎廢除了蒙頭)、輕忽主的晚餐而失去了領聖餐的意義、盲目地追求靈恩 (例如追求說方言
和神醫)、現代化信仰主義 (例如否認或歪曲聖經中的一些事蹟)等等，使得今日教會的靈性水準相
當低落，信徒們聽道而不行道，把加入教會並參與教會中的各種活動當作社交餘興節目看待。對
於以上所述的種種問題和現象，使徒保羅給了我們非常精闢的見解。故此，這書信正是教會現今
內外交困時至為需要仔細研讀的書信。

主旨要義：
總括來說，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乃是教會中一切問題的解答。
所有基督徒都在基督耶穌裏成聖，在各處求告祂的名，祂是我們所有信徒的主 (1:2)。主耶穌基督
是我們的分 (1:9)，是神的能力和智慧 (1:24)，是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1:30)；因此，我
們應當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2:2)。
耶穌基督又是建造教會惟一的根基 (3:11)，我們信徒都是屬基督的 (3:23)，而一切同工也都不過是
基督的執事、所使用的器皿 (4:1)，審判眾人的乃是主 (4:4)。基督是那逾越節被殺贖罪的羔羊，一
方面使我們成為聖潔的新團 (5:7)，另一方面用重價買了我們 (6:20)，使我們的身子成為基督的肢
體 (6:15)，與祂聯合，同為一靈 (6:17)。
我們生活的目標，是為主的事掛慮，想多多討主喜悅 (7:32)，凡事不敢得罪祂 (8:12)，行事為人如
同在祂面前 (9:21)。基督是引領我們的雲柱 (10:2)、供應我們的靈食 (10:3)和靈水 (10:4)，是一路
隨著我們的靈磐石 (10:4)，我們應當以祂為我們生活的導向與能力。基督又是我們各人的元首
(11:3)，我們應當遵從祂並時時刻刻記念祂 (11:24-27)。
我們都是基督身子上的肢體 (12:12)，聖靈分賜每個肢體不同的功用 (恩賜)，目的要叫我們彼此相
顧 (12:25)，故須以愛心相待 (13章)，一切所說所為乃為著造就教會 (14:4)。
基督從死裏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 (15:20)，在基督裏的眾人也都要復活 (15:22)，改變成榮耀、屬
靈、屬天、不朽壞的形體 (15:43-54)，所以我們今天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15:58)，務要儆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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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16:13)，因為主必再來 (16:22)。

本書的特點：
書中討論屬靈的原則與道德的難題，顯示教會在一個墮落的社會中所面對的挑戰，指示基督徒行
為準則的最高層面是「凡事為榮耀神而行」 (6:20; 10:31)。


在保羅書信中，哥林多前書的篇幅僅次於羅馬書，是使徒保羅較長的書信之一。



在教會中所有會發生的事情幾乎都在哥林多前書中談論到，所以哥林多前書是一本牧養教
會、處理教會痛心問題的書信。



教會問題包括結黨紛爭、淫亂、訴訟、婚姻、祭物和敬拜、聖餐、和屬靈恩賜等等問題。



談論屬靈恩賜最詳細的書信。



其中有些新的教義包括十字架的道理、聖餐、愛的真諦、死人復活等。



在教會中若沒有愛，其他一切都是空談。

鑰節：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
意，彼此相合。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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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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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詞：
「主」 (1:2-3、7-10、31；2:8、16；3:5、19…) 共出現了 82 次之多！
「十字架」 (1:13、17-18、23；2:2、8)
「榮耀」 (2:7-8；4:10；6:20；10:31；11:7、15；12:26；15:43)
「勞苦」、「苦難」、「受苦」 (4:12；7:28；12:26；15:10、58)
「紛爭」、「屬肉體」、「相爭」 (1:11；3:1、3；6:1、7；10:18；11:18-19、12:25)
「在基督耶穌裡」、「在基督裡」 (1:2、4、30；3:1；4:10、15、17；15:18、22、31；
16:24)
「一同有分」、「同領」、「相交」 (1:9；5:9、11；10:16、20)
「智慧」 (1:17、19-22、24-27，30；2:4-8、13；3:18-20；6:5；12:8)
「自由」 (7:21-22、39；8:9；9:1、19；10:29)
「恩賜」、「屬靈的恩賜」 (1:7；2:12；7:7；12:1、4、9、28、30-31；14:1、12)
「權能」、「權柄」、「權勢」 (2:6、8；4:19-20；5:4；7:4；9:4-6、12、15、18；
11:10；15:24、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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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1) 問安及禱告 (林前 1:1-9)
a) 保羅的問安 (林前 1:1-3)
b) 保羅的感恩禱告 (林前 1:4-9)
2) 教會中的結黨紛爭及解決 (林前 1:10-4:21)
a) 結黨紛爭的事實 (林前 1:10-17)
b) 結黨紛爭的原因 (林前 1:18-2:16)
c) 結黨紛爭的影響 (林前 3:1-4:5)
d) 如何解決結黨紛爭 (林前 4:6-21)
3) 教會中的混亂 (林前 5:1-6:20)
a) 教會當處理淫亂的事件 (林前 5:1-13)
b) 彼此相爭控訴法庭的事件 (林前 6:1-11)
c) 基督徒當以身子榮耀神 (林前 6:12-20)
4) 教會中其他的問題 (林前 7:1-15:58)
a) 基督徒當有的婚姻觀 (林前 7:1-40)
b) 如何面對祭物與偶像的問題 (林前 8:1-10:33)
c) 教會敬拜及聖餐當守的規則 (林前 11:1-34)
d) 恩賜的使用要以愛為本建立教會 (林前 12:1-14:40)
e) 基督徒將來必定復活不朽 (林前 15:1-58)
5) 結語及祝福 (林前 16:1-24)
a) 當照指示收取捐獻 (林前 16:1-4)
b) 保羅會到哥林多來探望 (林前 16:5-12)
c) 聖徒要警醒順服權柄 (林前 16:13-18)
d) 最後的問安 (林前 16: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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