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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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1616 章章章章    3/4/20193/4/20193/4/20193/4/2019    1111    論論論論    到到到到    為為為為    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捐捐捐捐    錢錢錢錢    ，，，，    我我我我    從從從從    前前前前    怎怎怎怎    樣樣樣樣    吩吩吩吩    咐咐咐咐    加加加加    拉拉拉拉    太太太太    的的的的    眾眾眾眾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也也也也    當當當當    怎怎怎怎    樣樣樣樣    

行行行行    。。。。    
2222    每每每每    逢逢逢逢    七七七七    日日日日    的的的的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日日日日    ，，，，    各各各各    人人人人    要要要要    照照照照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的的的的    進進進進    項項項項    抽抽抽抽    出出出出    來來來來    留留留留    著著著著    ，，，，    免免免免    得得得得    我我我我    

來來來來    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    現現現現    湊湊湊湊    。。。。    
3333    及及及及    至至至至    我我我我    來來來來    到到到到    了了了了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寫寫寫寫    信信信信    舉舉舉舉    薦薦薦薦    誰誰誰誰    ，，，，    我我我我    就就就就    打打打打    發發發發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    

把把把把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的的的的    捐捐捐捐    資資資資    送送送送    到到到到    耶耶耶耶    路路路路    撒撒撒撒    冷冷冷冷    去去去去    。。。。    
4444    若若若若    我我我我    也也也也    該該該該    去去去去    ，，，，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和和和和    我我我我    同同同同    去去去去    。。。。    

保羅在羅馬書和哥林多後書也都提到為聖徒或耶路撒冷教會的捐輸和供給: 

羅馬書 12:13““““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缺缺缺缺    乏乏乏乏    要要要要    幫幫幫幫    補補補補    ；；；；    客客客客    要要要要    一一一一    味味味味    的的的的    款款款款    待待待待    。。。。””””....    

羅馬書 15:25-26    ””””
25252525 但但但但    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    ，，，，    我我我我    往往往往    耶耶耶耶    路路路路    撒撒撒撒    冷冷冷冷    去去去去    供供供供    給給給給    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    

26262626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和和和和    亞亞亞亞    

該該該該    亞亞亞亞    人人人人    樂樂樂樂    意意意意    湊湊湊湊    出出出出    捐捐捐捐    項項項項    給給給給    耶耶耶耶    路路路路    撒撒撒撒    冷冷冷冷    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窮窮窮窮    人人人人    。。。。””””    

哥林多後書 9:12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辦辦辦辦    這這這這    供供供供    給給給給    的的的的    事事事事    ，，，，    不不不不    但但但但    補補補補    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的的的的    缺缺缺缺    乏乏乏乏    ，，，，    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    叫叫叫叫    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    人人人人    

越越越越    發發發發    感感感感    謝謝謝謝    神神神神    。。。。””””    
聖徒也就是主內弟兄姊妹,彼此關懷供給是愛心的表現,也讓神得榮耀.不只對同一間教會的弟兄姊妹的

缺乏要幫補,遠地的教會若有需要,更要發揮主所賜的愛心. 

雖然在加拉太書裡沒有談到為聖徒捐錢,從這一節可以看到保羅曾經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為聖徒捐輸.既

然保羅對羅馬,哥林多(亞該亞省),馬其頓和加拉太(在亞西亞內)都有為聖徒捐輸的教導,可見這是一個

非常基本的愛心的表現,也是我們應該有的德行. 

 

每週開始的第一天就先把要捐的錢抽出來留著,其餘的錢才是供自己一週的需用,如此做才顯示有一顆奉

獻的心.    哥林多後書 9:5    ““““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    ，，，，    我我我我    想想想想    不不不不    得得得得    不不不不    求求求求    那那那那    幾幾幾幾    位位位位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先先先先    到到到到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去去去去    ，，，，    

把把把把    從從從從    前前前前    所所所所    應應應應    許許許許    的的的的    捐捐捐捐    貲貲貲貲    預預預預    備備備備    妥妥妥妥    當當當當    ，，，，    就就就就    顯顯顯顯    出出出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所所所所    捐捐捐捐    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    出出出出    於於於於    樂樂樂樂    意意意意    ，，，，    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    

出出出出    於於於於    勉勉勉勉    強強強強    。。。。””””我們的捐獻都應該是預備好的, 是最好的, 而不是多餘的, 不是剩下的. 我們捐得樂意, 

神會賜給我們更多. 哥林多後書 9:6-8 ”6少少少少    種種種種    的的的的    少少少少    收收收收    ，，，，    多多多多    種種種種    的的的的    多多多多    收收收收    ，，，，    這這這這    話話話話    是是是是    真真真真    

的的的的    。。。。    
7777    各各各各    人人人人    要要要要    隨隨隨隨    本本本本    心心心心    所所所所    酌酌酌酌    定定定定    的的的的    ，，，，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作作作作    難難難難    ，，，，    不不不不    要要要要    勉勉勉勉    強強強強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捐捐捐捐    得得得得    樂樂樂樂    意意意意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所所所所    喜喜喜喜    愛愛愛愛    的的的的    。。。。    
8888    神神神神    能能能能    將將將將    各各各各    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惠惠惠惠    多多多多    多多多多    的的的的    加加加加    給給給給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使使使使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常常常常    常常常常    充充充充    足足足足    ，，，，    能能能能    多多多多    行行行行    各各各各    樣樣樣樣    善善善善    事事事事    。。。。” 

 

金錢的事不但敏感, 而且責任重大, 保羅尊重哥林多教會的制度, 由教會決定何人把捐項送到耶路撒冷去,

保羅是否同行, 也由教會決定. 

討論問題: 
• 為何教會的聖徒要彼此幫補? 為何保羅對各地的教會都有為聖徒捐輸的教導? 
• 你知道我們教會有慈惠基金,為了要幫助會員生活上的急需和社會上的災難嗎? 你覺得應該如何有效

地使用慈惠基金, 彰顯神的愛心呢?  5555    我我我我    要要要要    從從從從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    既既既既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了了了了    ，，，，    就就就就    要要要要    到到到到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去去去去    ，，，，    
6666    或或或或    者者者者    和和和和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同同同同    

住住住住    幾幾幾幾    時時時時    ，，，，    或或或或    者者者者    也也也也    過過過過    冬冬冬冬    。。。。    無無無無    論論論論    我我我我    往往往往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去去去去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就就就就    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    給給給給    我我我我    送送送送    行行行行    。。。。    
7777    我我我我    

如如如如    今今今今    不不不不    願願願願    意意意意    路路路路    過過過過    見見見見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    主主主主    若若若若    許許許許    我我我我    ，，，，    我我我我    就就就就    指指指指    望望望望    和和和和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同同同同    住住住住    幾幾幾幾    時時時時    。。。。    
8888    但但但但    

我我我我    要要要要    仍仍仍仍    舊舊舊舊    住住住住    在在在在    以以以以    弗弗弗弗    所所所所    ，，，，    直直直直    等等等等    到到到到    五五五五    旬旬旬旬    節節節節    ；；；；    
9999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有有有有    寬寬寬寬    大大大大    又又又又    有有有有    功功功功    效效效效    的的的的    門門門門    為為為為    

我我我我    開開開開    了了了了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反反反反    對對對對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也也也也    多多多多    。。。。    

• 保羅原計畫經馬其頓到亞該亞,然後回耶路撒冷, 使徒行傳 19:21-22”
 21 21 21 21
    這這這這    些些些些    事事事事    完完完完    了了了了    ，，，，    保保保保    羅羅羅羅    

心心心心    裡裡裡裡    定定定定    意意意意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了了了了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    亞亞亞亞    該該該該    亞亞亞亞    ，，，，    就就就就    往往往往    耶耶耶耶    路路路路    撒撒撒撒    冷冷冷冷    去去去去    ；；；；    又又又又    說說說說    ：：：：    我我我我    到到到到    了了了了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以以以以    後後後後    ，，，，    也也也也    必必必必    須須須須    往往往往    羅羅羅羅    馬馬馬馬    去去去去    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    
22222222    於於於於    是是是是    從從從從    幫幫幫幫    助助助助    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中中中中    打打打打    發發發發    提提提提    摩摩摩摩    

太太太太    、、、、    以以以以    拉拉拉拉    都都都都    二二二二    人人人人    往往往往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去去去去    ，，，，    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    暫暫暫暫    時時時時    等等等等    在在在在    亞亞亞亞    西西西西    亞亞亞亞    。。。。”. 哥林多是亞該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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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會,既然到了亞該亞,就可以和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同住幾日. 寫信固然能夠幫助信徒, 保羅更

願與他所建立的教會朝夕相處, 教導必更有果效, 就更能堅立聖徒的信心. 

• 但保羅改變計畫,暫時留在以弗所,因為那寬大又有功效的門正為他打開,這應指傳福音的機會, 使徒行

傳 19:19-20“
19191919    平平平平    素素素素    行行行行    邪邪邪邪    術術術術    的的的的    ，，，，    也也也也    有有有有    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    人人人人    把把把把    書書書書    拿拿拿拿    來來來來    ，，，，    堆堆堆堆    積積積積    在在在在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面面面面    前前前前    

焚焚焚焚    燒燒燒燒    。。。。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算算算算    計計計計    書書書書    價價價價    ，，，，    便便便便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共共共共    合合合合    五五五五    萬萬萬萬    塊塊塊塊    錢錢錢錢    。。。。    
20202020    主主主主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    興興興興    旺旺旺旺    ，，，，    

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    得得得得    勝勝勝勝    ，，，，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 但是阻撓的力量也很大. 使徒行傳 19:23“那那那那    時時時時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這這這這    

道道道道    起起起起    的的的的    擾擾擾擾    亂亂亂亂    不不不不    小小小小    。。。。”. 

• 這是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中將要離開以弗所往馬其頓和希臘的時候, 記錄在使徒行傳 20:1-2” 
1111    亂亂亂亂    

定定定定    之之之之    後後後後    ，，，，    保保保保    羅羅羅羅    請請請請    門門門門    徒徒徒徒    來來來來    ，，，，    勸勸勸勸    勉勉勉勉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    就就就就    辭辭辭辭    別別別別    起起起起    行行行行    ，，，，    往往往往    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    頓頓頓頓    

去去去去    。。。。    
2222    走走走走    遍遍遍遍    了了了了    那那那那    一一一一    帶帶帶帶    地地地地    方方方方    ，，，，    用用用用    許許許許    多多多多    話話話話    勸勸勸勸    勉勉勉勉    門門門門    徒徒徒徒    。。。。    （（（（    或或或或    作作作作    ：：：：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    ，，，，    

然然然然    後後後後    來來來來    到到到到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 

• 保羅在結束這封信之前, 把自己的狀況做些報告, 也希望有機會到哥林多去探望大家, 充分顯示了彼此

關係的親密, 這真是一個好牧人必備的條件. 

討論問題: 

• 我們與弟兄姊妹們一同敬拜, 團契交通, 並配搭服事, 如何花時間在生活上也互相關懷探訪, 彼此造就, 

一同成長? 

 10101010    若若若若    是是是是    提提提提    摩摩摩摩    太太太太    來來來來    到到到到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    留留留留    心心心心    ，，，，    叫叫叫叫    他他他他    在在在在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無無無無    所所所所    懼懼懼懼    怕怕怕怕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他他他他    

勞勞勞勞    力力力力    做做做做    主主主主    的的的的    工工工工    ，，，，    像像像像    我我我我    一一一一    樣樣樣樣    。。。。    
11111111    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    ，，，，    無無無無    論論論論    誰誰誰誰    都都都都    不不不不    可可可可    藐藐藐藐    視視視視    他他他他    ，，，，    只只只只    要要要要    送送送送    他他他他    

平平平平    安安安安    前前前前    行行行行    ，，，，    叫叫叫叫    他他他他    到到到到    我我我我    這這這這    裡裡裡裡    來來來來    ，，，，    因因因因    我我我我    指指指指    望望望望    他他他他    和和和和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同同同同    來來來來    。。。。    12121212    至至至至    於於於於    兄兄兄兄    弟弟弟弟    亞亞亞亞    波波波波    羅羅羅羅    ，，，，    我我我我    再再再再    三三三三    的的的的    勸勸勸勸    他他他他    同同同同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到到到到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那那那那    裡裡裡裡    去去去去    ；；；；    但但但但    這這這這    時時時時    他他他他    

決決決決    不不不不    願願願願    意意意意    去去去去    ，，，，    幾幾幾幾    時時時時    有有有有    了了了了    機機機機    會會會會    他他他他    必必必必    去去去去    。。。。    13131313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務務務務    要要要要    儆儆儆儆    醒醒醒醒    ，，，，    在在在在    真真真真    道道道道    上上上上    站站站站    立立立立    得得得得    穩穩穩穩    ，，，，    要要要要    作作作作    大大大大    丈丈丈丈    夫夫夫夫    ，，，，    要要要要    剛剛剛剛    強強強強    。。。。    
14141414    凡凡凡凡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所所所所    做做做做    的的的的    都都都都    要要要要    憑憑憑憑    愛愛愛愛    心心心心    而而而而    做做做做    。。。。    

• 保羅打發提摩太和以拉都先往馬其頓去(使徒行傳 19:21-22), 自己暫時留在以弗所, 提摩太有可能比保

羅先到哥林多. 因為提摩太年紀輕, 保羅擔心他受人藐視, 所以保羅請哥林多教會留心接待, 並送他到

保羅那裏. 提摩太前書 4:12““““不不不不    可可可可    叫叫叫叫    人人人人    小小小小    看看看看    你你你你    年年年年    輕輕輕輕    ，，，，    總總總總    要要要要    在在在在    言言言言    語語語語    、、、、    行行行行    為為為為    、、、、    愛愛愛愛    

心心心心    、、、、    信信信信    心心心心    、、、、    清清清清    潔潔潔潔    上上上上    ，，，，    都都都都    作作作作    信信信信    徒徒徒徒    的的的的    榜榜榜榜    樣樣樣樣    。。。。””””.... 

• 亞波羅曾在哥林多教會服事, 有過相當的貢獻, 哥林多前書 3:6 “我我我我    栽栽栽栽    種種種種    了了了了    ，，，，    亞亞亞亞    波波波波    羅羅羅羅    澆澆澆澆    灌灌灌灌    

了了了了    ，，，，    惟惟惟惟    有有有有    神神神神    叫叫叫叫    他他他他    生生生生    長長長長    。。。。”. 

• 這段經文提到提摩太, 以拉都和亞波羅三個人, 他們都是幫助保羅的同工, 保羅是使徒, 但不忘記培養

後進, 讓他們有獨立服事的機會, 這是”傳承”. 我們都是服事神的, 所有的事工都是神的事工, 不可據為

己有, 不可竊奪神的榮耀.更要為神預備造就工人, 廣傳福音,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 保羅不忘叮囑要堅守真道, 不要被異端邪說迷惑, 靠主剛強, 不懼攻擊, 一切都本著愛神愛人的心去做. 

討論問題: 

• 我們作主的門徒, 在傳承的功課上, 要如何向屬靈長輩請益學習, 作”承”的功夫? 又當如何發掘造就門

徒,做榜樣,忠心服事,作”傳”的功夫?  15151515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們們們們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曉曉曉曉    得得得得    司司司司    提提提提    反反反反    一一一一    家家家家    ，，，，    是是是是    亞亞亞亞    該該該該    亞亞亞亞    初初初初    結結結結    的的的的    果果果果    子子子子    ，，，，    並並並並    且且且且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專專專專    

以以以以    服服服服    事事事事    聖聖聖聖    徒徒徒徒    為為為為    念念念念    。。。。    
16161616    我我我我    勸勸勸勸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順順順順    服服服服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並並並並    一一一一    切切切切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同同同同    勞勞勞勞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17171717    司司司司    提提提提    反反反反    和和和和    福福福福    徒徒徒徒    拿拿拿拿    都都都都    ，，，，    並並並並    亞亞亞亞    該該該該    古古古古    到到到到    這這這這    裡裡裡裡    來來來來    ，，，，    我我我我    很很很很    喜喜喜喜    歡歡歡歡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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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待待待    我我我我    有有有有    不不不不    及及及及    之之之之    處處處處    ，，，，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補補補補    上上上上    了了了了    。。。。    
18181818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叫叫叫叫    我我我我    和和和和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心心心心    裡裡裡裡    都都都都    快快快快    活活活活    。。。。    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務務務務    要要要要    敬敬敬敬    重重重重    。。。。    

• 哥林多前書 1:16“我我我我    也也也也    給給給給    司司司司    提提提提    反反反反    家家家家    施施施施    過過過過    洗洗洗洗    ，，，，    此此此此    外外外外    給給給給    別別別別    人人人人    施施施施    洗洗洗洗    沒沒沒沒    有有有有    ，，，，    我我我我    卻卻卻卻    

記記記記    不不不不    清清清清    。。。。”.司提反一家是保羅在亞該亞初結的果子,大概是說他們一家是第一批受洗的.受洗之

後受到造就,專心服事弟兄姊妹,得到保羅的稱讚,是我們的好榜樣.全家人一同在教會服事,確是有福

的一家. 

• 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亞該古三人從哥林多到以弗所來看望保羅,給保羅很大的安慰,再一次印證了親身

探訪比寫信勸勉有更美的果效,遠距離的探訪雖有舟車之苦, 卻是非常值得的. 

• 我們對於差派在外的宣教士的關懷, 除了禱告和卡片,信件,禮物之外,親身到宣教工場探訪也是應該

鼓勵的. 

討論問題: 

• 我們對於差派在外的宣教士, 退休, 搬到遠地的傳道人或弟兄姊妹, 應如何表示主內的愛心關懷?    
• 我們對於昔日同工, 於我有恩的屬靈前輩, 應如何保持聯繫, 彼此激勵安慰, 互相關懷?    19191919    亞亞亞亞    西西西西    亞亞亞亞    的的的的    眾眾眾眾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問問問問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安安安安    。。。。    亞亞亞亞    居居居居    拉拉拉拉    和和和和    百百百百    基基基基    拉拉拉拉    並並並並    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家家家家    裡裡裡裡    的的的的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    

因因因因    主主主主    多多多多    多多多多    的的的的    問問問問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安安安安    。。。。    
20202020    眾眾眾眾    弟弟弟弟    兄兄兄兄    都都都都    問問問問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安安安安    。。。。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    親親親親    嘴嘴嘴嘴    問問問問    安安安安    ，，，，    彼彼彼彼    此此此此    

務務務務    要要要要    聖聖聖聖    潔潔潔潔    。。。。    21212121    我我我我    ────    保保保保    羅羅羅羅    親親親親    筆筆筆筆    問問問問    安安安安    。。。。    
22222222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不不不不    愛愛愛愛    主主主主    ，，，，    這這這這    人人人人    可可可可    詛詛詛詛    可可可可    咒咒咒咒    。。。。    主主主主    必必必必    要要要要    

來來來來    ！！！！    
23232323    願願願願    主主主主    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常常常常    與與與與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同同同同    在在在在    ！！！！    

24242424    我我我我    在在在在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    裡裡裡裡    的的的的    愛愛愛愛    

與與與與    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眾眾眾眾    人人人人    同同同同    在在在在    。。。。    阿阿阿阿    們們們們    ！！！！    

•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在以弗所寫的,以弗所是亞西亞省的大城,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時,在以弗所待了兩

年多的時間,一定幫助在亞西亞省建立許多的教會,所以他代表眾教會向哥林多教會問安. 

• 信末的問安, 使徒行傳 18:1-3 ”
 1 1 1 1    這這這這    事事事事    以以以以    後後後後    ，，，，    保保保保    羅羅羅羅    離離離離    了了了了    雅雅雅雅    典典典典    ，，，，    來來來來    到到到到    哥哥哥哥    林林林林    

多多多多    。。。。    
2222    遇遇遇遇    見見見見    一一一一    個個個個    猶猶猶猶    太太太太    人人人人    ，，，，    名名名名    叫叫叫叫    亞亞亞亞    居居居居    拉拉拉拉    ，，，，    他他他他    生生生生    在在在在    本本本本    都都都都    ；；；；    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    革革革革    老老老老    丟丟丟丟    命命命命    

猶猶猶猶    太太太太    人人人人    都都都都    離離離離    開開開開    羅羅羅羅    馬馬馬馬    ，，，，    新新新新    近近近近    帶帶帶帶    著著著著    妻妻妻妻    百百百百    基基基基    拉拉拉拉    ，，，，    從從從從    義義義義    大大大大    利利利利    來來來來    。。。。    保保保保    羅羅羅羅    就就就就    投投投投    奔奔奔奔    

了了了了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    
3333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本本本本    是是是是    製製製製    造造造造    帳帳帳帳    棚棚棚棚    為為為為    業業業業    。。。。    保保保保    羅羅羅羅    因因因因    與與與與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同同同同    業業業業    ，，，，    就就就就    和和和和    他他他他    們們們們    

同同同同    住住住住    做做做做    工工工工    。。。。”.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是保羅在哥林多認識的, 後來跟著保羅一同到以弗所服事,

並在家中成立教會. 

• 親嘴問安是當時極為親切的禮節,可能類似今日的擁抱貼臉的接納之禮. 

• 在問安句中間加上 22 節的”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    不不不不    愛愛愛愛    主主主主    ，，，，    這這這這    人人人人    可可可可    詛詛詛詛    可可可可    咒咒咒咒    。。。。    主主主主    必必必必    要要要要    來來來來    ！！！！”很

少見,可能是當時慣用的起應句,重點是下半句”主主主主    必必必必    要要要要    來來來來!!!! ”. 

討論問題 

• 問安和祝福都是與人有益的,主內同工也應彼此問安祝福,說造就人的話,互相建造.常見的錯誤是人

前祝福,背後批評,要如何避免這個錯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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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16 16    1111    捐捐捐捐錢錢錢錢給給給給聖聖聖聖徒徒徒徒的的的的事事事事關關關關於於於於捐捐捐捐獻獻獻獻給給給給聖聖聖聖徒徒徒徒的的的的事事事事，，，，從從從從前前前前

我我我我怎怎怎怎樣樣樣樣吩吩吩吩咐咐咐咐加加加加拉拉拉拉太太太太的的的的眾眾眾眾教教教教會會會會，，，，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也也也也要要要要照照照照著著著著去去去去

行行行行。。。。    
2222    每每每每逢逢逢逢七七七七日日日日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日日日日，，，，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各各各各人人人人要要要要按按按按著著著著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的的的的收收收收入入入入抽抽抽抽一一一一些些些些出出出出來來來來留留留留著著著著，，，，免免免免得得得得我我我我來來來來的的的的時時時時候候候候才才才才

現現現現湊湊湊湊。。。。    
3333    我我我我來來來來到到到到之之之之後後後後，，，，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選選選選中中中中了了了了甚甚甚甚麼麼麼麼人人人人，，，，我我我我

1 Corinthians 16 
1
 Now concerning 1 e the collection for the saints: as I 

directed the churches of Galatia, so you also are to 

do. 
2
 On f the first day of every week, each of you is to 

put something aside and store it up, g as he may 

prosper, h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ng when I 

come. 
3
 And when I arrive, I will send i those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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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派派派派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帶帶帶帶著著著著書書書書信信信信，，，，把把把把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的的的的捐捐捐捐款款款款送送送送到到到到耶耶耶耶路路路路撒撒撒撒

冷冷冷冷去去去去。。。。    
4444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我我我也也也也應應應應該該該該去去去去，，，，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就就就就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和和和和我我我我一一一一

同同同同去去去去。。。。    5555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的的的的行行行行程程程程我我我我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正正正正要要要要路路路路過過過過馬馬馬馬其其其其頓頓頓頓。。。。過過過過了了了了馬馬馬馬

其其其其頓頓頓頓，，，，我我我我就就就就會會會會到到到到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那那那那裡裡裡裡去去去去。。。。    
6666    我我我我也也也也許許許許會會會會和和和和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同同同同住住住住一一一一些些些些時時時時候候候候，，，，甚甚甚甚至至至至和和和和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一一一一同同同同過過過過冬冬冬冬；；；；這這這這

樣樣樣樣，，，，我我我我無無無無論論論論要要要要到到到到哪哪哪哪裡裡裡裡去去去去，，，，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都都都都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給給給給我我我我送送送送

行行行行。。。。    
7777    我我我我不不不不願願願願意意意意只只只只是是是是順順順順路路路路見見見見見見見見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主主主主若若若若許許許許

可可可可，，，，我我我我盼盼盼盼望望望望和和和和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同同同同住住住住一一一一個個個個時時時時期期期期。。。。    
8888    不不不不過過過過我我我我要要要要

在在在在以以以以弗弗弗弗所所所所住住住住到到到到五五五五旬旬旬旬節節節節，，，，    
9999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這這這這裡裡裡裡有有有有又又又又寬寬寬寬大大大大又又又又

有有有有果果果果效效效效的的的的門門門門為為為為我我我我開開開開了了了了，，，，同同同同時時時時反反反反對對對對的的的的人人人人也也也也很很很很多多多多。。。。    10101010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提提提提摩摩摩摩太太太太來來來來了了了了，，，，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務務務務要要要要使使使使他他他他在在在在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那那那那裡裡裡裡

不不不不會會會會懼懼懼懼怕怕怕怕，，，，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他他他他像像像像我我我我一一一一樣樣樣樣是是是是作作作作主主主主的的的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的的的的。。。。    
11111111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誰誰誰誰也也也也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小小小小看看看看他他他他。。。。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要要要送送送送他他他他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地地地地前前前前行行行行，，，，使使使使他他他他到到到到我我我我這這這這裡裡裡裡來來來來，，，，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我我我我正正正正在在在在

等等等等著著著著他他他他和和和和弟弟弟弟兄兄兄兄們們們們一一一一同同同同來來來來。。。。    12121212    至至至至於於於於亞亞亞亞波波波波羅羅羅羅弟弟弟弟兄兄兄兄，，，，我我我我曾曾曾曾再再再再三三三三勸勸勸勸他他他他要要要要和和和和弟弟弟弟兄兄兄兄們們們們

一一一一同同同同到到到到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那那那那裡裡裡裡去去去去；；；；但但但但他他他他不不不不願願願願意意意意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就就就就去去去去，，，，機機機機

會會會會到到到到了了了了，，，，他他他他是是是是會會會會去去去去的的的的。。。。    13131313    勸勸勸勸勉勉勉勉和和和和問問問問安安安安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要要要警警警警醒醒醒醒，，，，要要要要在在在在信信信信仰仰仰仰上上上上站站站站立立立立得得得得

穩穩穩穩，，，，要要要要作作作作大大大大丈丈丈丈夫夫夫夫，，，，要要要要剛剛剛剛強強強強。。。。    
14141414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所所所所作作作作的的的的一一一一

切切切切，，，，都都都都要要要要憑憑憑憑愛愛愛愛心心心心去去去去作作作作。。。。    15151515    弟弟弟弟兄兄兄兄們們們們，，，，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知知知知道道道道司司司司提提提提反反反反一一一一家家家家人人人人是是是是亞亞亞亞該該該該亞亞亞亞初初初初

結結結結的的的的果果果果子子子子，，，，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專專專專心心心心地地地地服服服服事事事事聖聖聖聖徒徒徒徒。。。。    
16161616    我我我我勸勸勸勸你你你你們們們們

要要要要順順順順服服服服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和和和和所所所所有有有有與與與與他他他他們們們們一一一一同同同同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一一一一同同同同

勞勞勞勞苦苦苦苦的的的的人人人人。。。。    
17171717    司司司司提提提提反反反反、、、、福福福福徒徒徒徒拿拿拿拿都都都都和和和和亞亞亞亞該該該該古古古古都都都都來來來來

了了了了，，，，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我我我我很很很很快快快快樂樂樂樂，，，，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他他他他們們們們補補補補上上上上了了了了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的的的的不不不不

足足足足，，，，    
18181818    使使使使我我我我和和和和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的的的的心心心心都都都都得得得得著著著著暢暢暢暢快快快快。。。。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人人人人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要要要敬敬敬敬重重重重他他他他們們們們。。。。    19191919    亞亞亞亞西西西西亞亞亞亞的的的的眾眾眾眾教教教教會會會會都都都都問問問問候候候候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亞亞亞亞居居居居拉拉拉拉和和和和百百百百基基基基

拉拉拉拉，，，，以以以以及及及及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家家家家裡裡裡裡的的的的教教教教會會會會在在在在主主主主裡裡裡裡再再再再三三三三問問問問候候候候你你你你

們們們們。。。。    
20202020    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的的的的弟弟弟弟兄兄兄兄都都都都問問問問候候候候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要要要要用用用用聖聖聖聖潔潔潔潔

的的的的親親親親嘴嘴嘴嘴彼彼彼彼此此此此問問問問安安安安。。。。    21212121    我我我我保保保保羅羅羅羅親親親親筆筆筆筆問問問問候候候候你你你你們們們們。。。。    
22222222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有有有有人人人人不不不不愛愛愛愛主主主主，，，，

他他他他就就就就該該該該受受受受咒咒咒咒詛詛詛詛。。。。主主主主啊啊啊啊，，，，願願願願你你你你來來來來！！！！    
23232323    願願願願主主主主耶耶耶耶穌穌穌穌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的的的的恩恩恩恩惠惠惠惠與與與與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同同同同在在在在。。。。    
24242424    我我我我的的的的愛愛愛愛在在在在基基基基督督督督耶耶耶耶穌穌穌穌裡裡裡裡

也也也也與與與與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同同同同在在在在。。。。（（（（有有有有古古古古卷卷卷卷加加加加““““阿阿阿阿們們們們””””。。。。）））） 

you accredit by letter to carry your gift to 

Jerusalem. 
4
 If it seems advisable that I should go also, 

they will accompany me. 
5
 j I will visit you after passing through k Macedonia, 

for l I intend to pass through Macedonia, 
6
 and 

perhaps I will stay with you or even spend the winter, 

so that you may m help me on my journey, wherever I 

go. 
7
 For I do not want to see you now n just in passing. 

I hope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o if the Lord 

permits. 
8
 But I will stay in Ephesus 

until p Pentecost, 
9
 for q a wide door for effective work 

has opened to me, and r there are many adversaries. 
10

 s When Timothy comes, see that you put him at ease 

among you, fort he is doing u the work of the Lord, as I 

am. 
11

 So v let no one despise him. w Help him on his 

way x in peace, that he may return to me, for I am 

expecting him with the brothers. 
12

 Now concerning y our brother Apollos, I strongly 

urged him to visit you with the other brothers, but it 

was not at all his will 2 to come now. He will come 

when he has opportunity. 
13

 z Be watchful, a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b act like 

men, c be strong. 
14

 dLet all that you do be done in love. 
15

 Now I urge you, brothers 3 - you know that e the 

household 4 of Stephanas were f the first converts in 

Achaia, and that they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g to the 

service of the saints - 
16

 h be subject to such as these, 

and to every fellow worker and laborer. 
17

 I rejoice at 

the coming of Stephanas and Fortunatus and 

Achaicus, because they have made up for i your 

absence, 
18

 for they j refreshed my spirit as well as 

yours. k Give recognition to such men. 
19

 The churches of Asia send you greetings. l Aquila 

and Prisca, together with m the church in their house, 

send you hearty greetings in the Lord. 
20

 All the 

brothers send you greetings. n 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 
21

 I, Paul, write o this greeting with my own hand. 
22

 If 

anyone has no love for the Lord, let him be p accursed. 

Our Lord, come! 5 
23

 q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be 

with you. 
24

 My love be with you all in Christ Jesus.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