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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第第第第 14141414 章章章章    1/28/20191/28/20191/28/20191/28/2019    26262626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    這這這這    卻卻卻卻    怎怎怎怎    麼麼麼麼    樣樣樣樣    呢呢呢呢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    各各各各    人人人人    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    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    教教教教    

訓訓訓訓    ，，，，    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    啟啟啟啟    示示示示    ，，，，    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    方方方方    言言言言    ，，，，    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    翻翻翻翻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    ，，，，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都都都都    當當當當    造造造造    就就就就    人人人人    。。。。    27272727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說說說說    方方方方    言言言言    的的的的    ，，，，    只只只只    好好好好    兩兩兩兩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    至至至至    多多多多    三三三三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    且且且且    要要要要    輪輪輪輪    流流流流    著著著著    說說說說    ，，，，    也也也也    要要要要    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翻翻翻翻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    28282828    若若若若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翻翻翻翻    ，，，，    就就就就    當當當當    在在在在    會會會會    中中中中    閉閉閉閉    口口口口    ，，，，    只只只只    對對對對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和和和和    神神神神    說說說說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了了了了    。。。。    

• 本章前面 1-25 節已經對方言有了許多的教導, 這一段的重點是聚會中的次序. 

• 弟兄們聚會的內容, 不論是詩歌, 教導, 啟示, 和方言, 都應當要造就人, 要榮耀神, 而且要有秩序, 有重

點, 有方向. 

• 以弗所書 4:29 “污污污污穢穢穢穢的的的的言言言言語語語語一一一一句句句句不不不不可可可可出出出出口口口口，，，，只只只只要要要要隨隨隨隨事事事事說說說說造造造造就就就就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好好好好話話話話，，，，叫叫叫叫聽聽聽聽見見見見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得得得得益益益益處處處處。。。。”. 弟
兄姊妹聚會時要彼此建造, 留心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不要爭相發言, 要互相謙讓. 

• 保羅提醒說方言常犯的錯誤, 就是不守次序. 一有感動就搶著說, 所以保羅勸大家要控制說方言的

人數, 最多三個人, 並要依序輪流, 最重要的是有人能翻出來, 才能造就人, 若沒有人翻方言, 就

不必在聚會中對別人說方言, 留著對自己或單獨和神交通的時候說吧. 

討論問題: 
• 我們雖然在聚會中不說方言, 但是有沒有犯保羅所指出來的錯誤: 

會不會長篇大論, 佔用了其他人的時間? 

會不會一有感動就搶著發言, 打斷別人的話? 

會不會發表一些與會議內容無關的感想或評論? 

會不會用一些艱澀或華麗的詞句,外語,讓人聽不懂, 以顯示自己的學識?  
    29292929    至至至至    於於於於    作作作作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的的的的    ，，，，    只只只只    好好好好    兩兩兩兩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或或或或    是是是是    三三三三    個個個個    人人人人    ，，，，    其其其其    餘餘餘餘    的的的的    就就就就    當當當當    慎慎慎慎    思思思思    明明明明    

辨辨辨辨    。。。。    30303030    若若若若    旁旁旁旁    邊邊邊邊    坐坐坐坐    著著著著    的的的的    得得得得    了了了了    啟啟啟啟    示示示示    ，，，，    那那那那    先先先先    說說說說    話話話話    的的的的    就就就就    當當當當    閉閉閉閉    口口口口    不不不不    言言言言    。。。。    31313131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都都都都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    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    的的的的    作作作作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    叫叫叫叫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學學學學    道道道道    理理理理    ，，，，    叫叫叫叫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得得得得    勸勸勸勸    勉勉勉勉    。。。。    32323232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的的的的    靈靈靈靈    原原原原    是是是是    順順順順    服服服服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的的的的    ；；；；33333333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神神神神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人人人人    混混混混    亂亂亂亂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叫叫叫叫    人人人人    安安安安    靜靜靜靜    。。。。    

• 保羅在 14 章中談到說方言都是與作先知講道對照地說, 那麼作先知講道的, 也要注意會中的秩序, 不

要犯同樣的錯誤, 最好也是兩三個人輪著講, 聽的人聽得懂(不像那聽不懂又沒有人能翻的方言) 就要

留心聽, 為的是學道理, 得勸勉. 

• 若一位先知講道的時候, 旁邊坐著的得到了新的啟示, 這新的啟示可能是從前面的講道所得的亮光, 也

可能是對前面的講道有更深入淺出的詮釋, 原先說話的就當讓旁邊坐著的先講, 因為先知的靈是順服

先知的. 

• 第 33 節的安靜, ESV 翻為 peace, 新譯本: 林前 14:33,“因因因因為為為為    神神神神不不不不是是是是混混混混亂亂亂亂的的的的，，，，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和和和和平平平平的的的的。。。。”起初神

創造天地, 將光暗分開, 樹木菜蔬, 動物飛鳥各從其類, 並有年歲節令, 一切都是有秩有序, 神看著是好

的. 所以我們的敬拜, 聚會, 詩歌, 講道, 都應該整齊和平, 不可任性混亂, 才能討神的喜悅. 

討論問題: 

• 我們有機會分享, 作見證的時候, 是爭先發言還是謙卑禮讓更造就人? 

• 我們如何知道神創造的天地是有秩序的? 

 34343434婦婦婦婦    女女女女    在在在在    會會會會    中中中中    要要要要    閉閉閉閉    口口口口    不不不不    言言言言    ，，，，    像像像像    在在在在    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的的的的    眾眾眾眾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一一一一    樣樣樣樣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不不不不    准准准准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說說說說    

話話話話    。。。。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總總總總    要要要要    順順順順    服服服服    ，，，，    正正正正    如如如如    律律律律    法法法法    所所所所    說說說說    的的的的    。。。。    35353535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若若若若    要要要要    學學學學    甚甚甚甚    麼麼麼麼    ，，，，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在在在在    家家家家    

裡裡裡裡    問問問問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的的的的    丈丈丈丈    夫夫夫夫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婦婦婦婦    女女女女    在在在在    會會會會    中中中中    說說說說    話話話話    原原原原    是是是是    可可可可    恥恥恥恥    的的的的    。。。。    

• 這段經文主要是講聚會中的秩序, 重點不在婦女是否在會中要閉口不言. 這裡談到的婦女, 可能是指無

知的婦女, 因為在初期教會時代, 大部分的婦女是沒有機會受教育的, 如果有不明瞭的問題, 應該在家

裡跟丈夫學, 順服丈夫的教導. 避免在會中亂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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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1:5 “凡凡凡凡女女女女人人人人禱禱禱禱告告告告或或或或是是是是講講講講道道道道，，，，若若若若不不不不蒙蒙蒙蒙著著著著頭頭頭頭，，，，就就就就羞羞羞羞辱辱辱辱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頭頭頭頭，，，，因因因因為為為為這這這這就就就就如如如如同同同同剃剃剃剃了了了了頭頭頭頭髮髮髮髮一一一一樣樣樣樣。。。。” 可

見女人是可以在會中發言的, 但必須是有教養的女人, 守規矩蒙頭的, 不是無知會擾亂秩序的婦女. 

• 若是無知的婦女, 或是有一點知識就自高自大的婦女, 應該順服教會的規定, 不要在會中發言. 

• 今天的社會, 男女受教育的機會是完全平等的, 所以婦女在會中開口應該不致亂了秩序. 但是無論男女

仍應互相尊重, 謙卑禮讓, 不要自高自大, 搶著發言才好.  

討論問題: 

• 今天的教會有成人主日學, 團契查經班等幫助弟兄姊妹們在神的話語上不斷長進, 我們在聚會中也可

自由發言, 所以要充實造就自己的靈命. 正確地解讀神的話, 不可絆倒人, 不可論斷人, 要留心說造就人

的話. 我們要如何提升自己的靈命? 我們要如何幫助弟兄姊妹的成長?  36363636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理理理理    豈豈豈豈    是是是是    從從從從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麼麼麼麼    ？？？？    豈豈豈豈    是是是是    單單單單    臨臨臨臨    到到到到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麼麼麼麼    ？？？？    37373737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以以以以    為為為為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是是是是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    或或或或    是是是是    屬屬屬屬    靈靈靈靈    的的的的    ，，，，    就就就就    該該該該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    我我我我    所所所所    寫寫寫寫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    主主主主    的的的的    命命命命    令令令令    。。。。    38383838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不不不不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的的的的    ，，，，    就就就就    由由由由    他他他他    不不不不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罷罷罷罷    ！！！！39393939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我我我我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    切切切切    慕慕慕慕    作作作作    先先先先    知知知知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    也也也也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禁禁禁禁    止止止止    說說說說    方方方方    言言言言    。。。。    40404040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都都都都    要要要要    規規規規    規規規規    矩矩矩矩    矩矩矩矩    的的的的    按按按按    著著著著    次次次次    序序序序    行行行行    。。。。    

• 神的道理當然不是從哥林多教會出來,也不是從我們基督三家出來,我們都是領受的,神的道理也不是

單臨到我們,我們應該彼此服事,互相造就,一同成長. 

• 最後 40 節的這句話”凡凡凡凡事事事事都都都都要要要要規規規規規規規規矩矩矩矩矩矩矩矩的的的的按按按按著著著著次次次次序序序序行行行行。。。。”就是這一段的重點.我們自以為屬靈的,

就應該知道這是主的命令,要我們謙卑,安靜,按著次序行,不與人爭競, 

• 說到主的命令, 我們都知道約翰福音 15:12,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要要要彼彼彼彼此此此此相相相相愛愛愛愛，，，，像像像像我我我我愛愛愛愛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一一一一樣樣樣樣；；；；這這這這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我我我我的的的的命命命命

令令令令。。。。”,還有最大的誡命,馬可福音 12:30-31”        30303030    你你你你要要要要盡盡盡盡心心心心、、、、盡盡盡盡性性性性、、、、盡盡盡盡意意意意、、、、盡盡盡盡力力力力愛愛愛愛主主主主────    你你你你的的的的神神神神。。。。31313131    其其其其次次次次就就就就是是是是說說說說：：：：要要要要愛愛愛愛人人人人如如如如己己己己。。。。再再再再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比比比比這這這這兩兩兩兩條條條條誡誡誡誡命命命命更更更更大大大大的的的的了了了了。”. 本著愛神愛人的心, 在教會中有秩

有序同樣是主的命令. 

• 雖然說方言的恩賜是造就自己,若不翻出來,就不造就教會,我們不切慕,但也不必禁止說方言,只要守

規矩按著次序行就好.我們要切慕先知講道, 這是最造就人, 造就教會的恩賜. 

討論問題: 

• 我們對說方言的態度應如何?    
• 為什麼在聚會中我們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第第第第 15151515 章章章章    1111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    我我我我    如如如如    今今今今    把把把把    先先先先    前前前前    所所所所    傳傳傳傳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告告告告    訴訴訴訴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    這這這這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也也也也    領領領領    受受受受    了了了了    ，，，，    又又又又    靠靠靠靠    著著著著    站站站站    立立立立    得得得得    住住住住    ，，，，    2222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若若若若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徒徒徒徒    然然然然    相相相相    信信信信    ，，，，    能能能能    以以以以    持持持持    

守守守守    我我我我    所所所所    傳傳傳傳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    就就就就    必必必必    因因因因    這這這這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得得得得    救救救救    。。。。3333    我我我我    當當當當    日日日日    所所所所    領領領領    受受受受    又又又又    傳傳傳傳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照照照照    聖聖聖聖    經經經經    所所所所    說說說說    ，，，，    為為為為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罪罪罪罪    死死死死    了了了了    ，，，，    4444    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    埋埋埋埋    葬葬葬葬    了了了了    ；；；；    

又又又又    照照照照    聖聖聖聖    經經經經    所所所所    說說說說    ，，，，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天天天天    復復復復    活活活活    了了了了    ，，，，    5555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顯顯顯顯    給給給給    磯磯磯磯    法法法法    看看看看    ，，，，    然然然然    後後後後    顯顯顯顯    給給給給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看看看看    ；；；；    6666後後後後    來來來來    一一一一    時時時時    顯顯顯顯    給給給給    五五五五    百百百百    多多多多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看看看看    ，，，，    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    一一一一    大大大大    半半半半    到到到到    如如如如    今今今今    還還還還    在在在在    ，，，，    卻卻卻卻    也也也也    有有有有    

已已已已    經經經經    睡睡睡睡    了了了了    的的的的    。。。。    7777    以以以以    後後後後    顯顯顯顯    給給給給    雅雅雅雅    各各各各    看看看看    ，，，，    再再再再    顯顯顯顯    給給給給    眾眾眾眾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看看看看    ，，，，    8888末末末末    了了了了    也也也也    顯顯顯顯    給給給給    我我我我    

看看看看    ；；；；    

• 保羅在第十五章再次強調基督的復活,可能是保羅離開哥林多之後,教會受到異端的侵襲, 使得有些

弟兄軟弱. 

•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建立的,是他把福音傳到哥林多的,保羅愛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再一次把復活的信息

講解清楚,堅定他們的信心. 

• 馬可福音 1:1,“1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兒兒兒兒子子子子，，，，耶耶耶耶穌穌穌穌基基基基督督督督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起起起起頭頭頭頭。。。。”.福音從耶穌基督開始, 我們只要相信,持守,

就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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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16,“我我我我不不不不以以以以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為為為為恥恥恥恥；；；；這這這這福福福福音音音音本本本本是是是是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大大大大能能能能，，，，要要要要救救救救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相相相相信信信信的的的的，，，，先先先先是是是是猶猶猶猶太太太太人人人人，，，，後後後後是是是是希希希希利利利利

尼尼尼尼人人人人。。。。”我們確信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的, 都必得救. 

• 我們向人傳福音,不要在人決志或受洗之後就覺得大功告成,應該繼續經常關心,把他帶進教會,帶進

團契,帶進主日學,使之有屬靈生活,並且代禱,堅定其信心. 

• 保羅把我們信仰的基礎用一句話說明: 
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埋葬了, 

第三天復活,顯給許多的人看,升天之後還顯給保羅看(使徒行傳 9:3-6). 

• 耶穌的復活有許多的見證人, 包括保羅自己在內,是不容置疑的. 

討論問題 

• 哥林多教會已經領受了福音, 又靠著站立得住,為什麼保羅還要再告訴他們? 

• 基督復活之後, 在地上 40天之久,曾向眾使徒顯現, 升天之後,也向保羅顯現,在在證明了我們所信的神

是活的神. 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要第二次再來, 我們有堅定的信心抵擋異端的攪擾嗎? 

 

我我我我    如如如如    同同同同    未未未未    到到到到    產產產產    期期期期    而而而而    生生生生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    。。。。    9999    我我我我    原原原原    是是是是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中中中中    最最最最    小小小小    的的的的    ，，，，    不不不不    配配配配    稱稱稱稱    為為為為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我我我我    從從從從    前前前前    逼逼逼逼    迫迫迫迫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    10101010    然然然然    而而而而    ，，，，    我我我我    今今今今    日日日日    成成成成    了了了了    何何何何    等等等等    人人人人    ，，，，    是是是是    蒙蒙蒙蒙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才才才才    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他他他他    所所所所    賜賜賜賜    我我我我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徒徒徒徒    然然然然    的的的的    。。。。    我我我我    比比比比    眾眾眾眾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格格格格    外外外外    勞勞勞勞    苦苦苦苦    ；；；；    

這這這這    原原原原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    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與與與與    我我我我    同同同同    在在在在    。。。。    11111111    不不不不    拘拘拘拘    是是是是    我我我我    ，，，，    是是是是    眾眾眾眾    使使使使    徒徒徒徒    ，，，，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如如如如    

此此此此    傳傳傳傳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也也也也    如如如如    此此此此    信信信信    了了了了    。。。。    
• 保羅謙稱自己是”未未未未到到到到產產產產期期期期而而而而生生生生的的的的人人人人一一一一般般般般。。。。9999    我我我我原原原原是是是是使使使使徒徒徒徒中中中中最最最最小小小小的的的的，，，，不不不不配配配配稱稱稱稱為為為為使使使使徒徒徒徒”, 未到產期而

生的人是個懷胎不足月的早產兒,因為保羅從前逼迫神的教會 (使徒行傳 9:1-2),他又不像其他使徒

跟耶穌生活了三年半, 直到耶穌被釘十字架為止, 像個足月出生的嬰兒. 
• 但是神揀選保羅,大大地使用他,在聖經裡留下了許多的篇章,這全都是神的恩典.保羅也知如何回應

主的呼召,他比衆使徒更勞苦,跟眾使徒一樣地忠心傳福音. 
• 保羅這個謙卑順服的心態,就像他在腓立比書 2:3 所說的”凡凡凡凡事事事事不不不不可可可可結結結結黨黨黨黨，，，，不不不不可可可可貪貪貪貪圖圖圖圖虛虛虛虛浮浮浮浮的的的的榮榮榮榮耀耀耀耀；；；；

只只只只要要要要存存存存心心心心謙謙謙謙卑卑卑卑，，，，各各各各人人人人看看看看別別別別人人人人比比比比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強強強強。。。。”,是個好榜樣.基督耶穌更是” 
6666他他他他本本本本有有有有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形形形形像像像像，，，，不不不不以以以以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與與與與神神神神同同同同等等等等為為為為強強強強奪奪奪奪的的的的；；；；7777反反反反倒倒倒倒虛虛虛虛己己己己，，，，取取取取了了了了奴奴奴奴僕僕僕僕的的的的形形形形像像像像，，，，成成成成為為為為人人人人的的的的樣樣樣樣式式式式；；；；    8888既既既既有有有有人人人人的的的的樣樣樣樣子子子子，，，，就就就就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卑卑卑卑

微微微微，，，，存存存存心心心心順順順順服服服服，，，，以以以以至至至至於於於於死死死死，，，，且且且且死死死死在在在在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上上上上。。。。9999所所所所以以以以，，，，神神神神將將將將他他他他升升升升為為為為至至至至高高高高，，，，又又又又賜賜賜賜給給給給他他他他那那那那超超超超乎乎乎乎萬萬萬萬名名名名之之之之上上上上的的的的

名名名名”(腓立比書 2:6-9). 
討論問題 

• 我們與弟兄姊妹配搭服事, 應存心謙卑, 我們”看自己比別人低”容易, 還是”看別人比自己強”容易? 

• 神翻轉了保羅, 從逼迫神的教會, 到四處傳福音, 甚至為主殉道. 我們信主以前是何等人, 願意分享神如

何改變我們嗎? 願意為主作見證, 榮耀主名嗎?  新新新新譯譯譯譯本本本本    ESV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 14 14 14 14    26 神不是混亂而是和平的弟兄們，那麼應該怎麼

辦呢？你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

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譯出來

的話，一切都應該能造就人。 27 如果有人說方

言，只可以有兩個人，或最多三個人，並且要輪

流說，同時要有一個人翻譯。 28 如果沒有人翻

譯，他就應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對 神說

好了。 29 講道的，也只可以兩三個人講，其餘

1 Corinthians 14 
26 What then, brothers? When you come together, each 

one has q a hymn, r a lesson, r a revelation, s a tongue, 

or t an interpretation. u Let all things be done for 

building up. 27 If any speak in s a tongue, let there be 

only two or at most three, and each in turn, and let 

someone interpret. 28 But if there is no one to interpret, 

let each of them keep silent in church and speak to 

himself and to God. 29 Let two or three prophets speak, 

and let the others v weigh what is said. 30 If a revelation 

is made to another sitting there, w let the fir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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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要衡量他們所講的。 30 在座的有人得了啟

示，那先講的人就應當住口。 31 因為你們都可

以輪流講道，好讓大家都可以學習，都可以得到

勉勵。 32 先知的靈是受先知控制的， 33 因為 神不是混亂的，而是和平的。 34 婦女在

聚會中應當閉口，好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中一樣，

因為她們是不准講話的；就如律法所說的，她們

應該順服。 35 如果她們想要學甚麼，可以在家

裡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聚會中講話原是可

恥的。 36 難道 神的道是從你們出來的嗎？是單單臨到

你們的嗎？ 37 如果有人自以為是先知或是屬靈

的，他就應該知道我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 38
如果有人不理會，別人也不必理會他。 39 所以

我的弟兄們，你們要熱切地追求講道的恩賜，也

不要禁止說方言。 40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

次序行。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 15 15 15 15    1 基督照聖經所記的復活了弟兄們，我要把我從

前傳給你們的福音向你們講明。這福音你們已經

領受了，並且靠著它站立得穩。 2 你們若持守我

所傳給你們的道，就必靠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

徒然相信了。 3 我從前領受了又傳交給你們那最要緊的，就是

基督照著聖經所記的，為我們的罪死了， 4 又埋

葬了，又照著聖經所記的，第三天復活了； 5並
且曾經向磯法顯現，然後向十二使徒顯現。 6 以
後又有一次向五百多個弟兄顯現。他們中間大多

數到現今還在，也有些已經睡了。 7 以後也向雅

各顯現，再後又向眾使徒顯現， 8 最後也向我顯

現；我好像一個未到產期而生的人。 9 我原是使

徒中最小的，本來沒有資格稱為使徒，因為我曾

經迫害 神的教會。 10 然而靠著 神的恩典，

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賜給我的恩典並沒有落

空；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其實不是我，而是 

神的恩典與我同在。 11 因此，不論是我，或是

眾使徒，我們這樣傳，你們也這樣信了。 

silent. 31For you can all prophesy one by one, so that all 

may learn and all be encouraged, 32 and the spirits of 

prophets are subject to prophets. 
33 For God is not a God of x confusion but of peace. As 

in y all the churches of the saints, 34 z the women should 

keep silent in the churches. For they are not permitted 

to speak, but a should be in submission, as b the Law 

also says. 35 If there is anything they desire to learn, let 

them ask their husbands at home. For it is shameful for 

a woman to speak in church. 
36 Or was it from you that the word of God came? Or are 

you the only ones it has reached? 37 c If anyone thinks 

that he is a prophet, or spiritual, he sh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things I am writing to you are a command of 

the Lord. 38 If anyone does not recognize this, he is not 

recognized. 39 So, my brothers, d earnestly desire to 

prophesy, and do not forbid speaking in tongues. 40 e But 

all things should be done decently and f in order. 
 

1 Corinthians 15 

1 Now I would remind you, brothers, 1 of the gospel g I 

preached to you, which you received, h in which you 

stand, 2 and by which i you are being saved, if you j hold 

fast to the word I preached to you - k unless you 

believed in vain. 
3 For l I delivered to you as of first importance what I 

also received: that Christ died m for our sins 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riptures, 4that he was buried, that 

he was raised o on the third day 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riptures, 5 and that q he appeared to Cephas, then r to 

the twelve. 6 Then he appeared to more than five 

hundred brothers at one time, most of whom are still 

alive, though some have fallen asleep. 7 Then he 

appeared to s James, then t to all the apostles. 8Last of 

all, as to one untimely born, u he appeared also to 

me. 9 For v I am the least of the apostles, unworthy to be 

called an apostle, becausew I persecuted the church of 

God. 10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and his 

grace toward me was not in vain. On the contrary, x I 

worked harder than any of them, y though it was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 that is with me. 11 Whether then it 

was I or they, so we preach and so you belie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