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書
最後的勸勉（林前 16:1-24）
1. 捐獻（1-4）
16:1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
16: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16:3 及至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
16:4 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
1『捐錢 collection』
這裡說到為聖徒捐錢，不是為教會奉獻。當時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曾經答應要捐助耶路撒冷
的窮人，但好像忘記了。參林後
林後 8:10 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
我在這事上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
的意見告訴你們，是與你們有益。
是與你們有益。
因為你們下手辦這事，
因為你們下手辦這事，而且起此心意，
而且起此心意，已經有一年了。
已經有一年了。他們收集捐款已經有一年了，居
然還沒有收完，可能中途就停頓了。所以保羅還得特別提醒他們。
當時在耶路撒冷有許多貧窮的信徒（16:3,羅 15:26）。雖然耶路撒冷的信徒彼此相愛，凡
物公用，仍然有缺乏。因此愛神愛人的基督徒未必一帆風順，生活富足。神也沒有顯什麼
神跡奇事供應他們（如降嗎哪）。神乃是藉著其他信徒的幫補，操練我們的信心和愛心。
『加拉太的眾教會』
很顯然這是一個普遍的操練。有能力救濟別人是神的恩典（申
申 8:18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聖經也提到在錢財上富足的人，在好事上也要
富足。（提前
提前 6:17-18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又要囑咐他們行善，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
甘心施捨，
樂意供給人。
樂意供給人。）
保羅對別的教會也有同樣的教導。（羅
羅 15:26 因為馬其頓，
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
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給
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
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憐憫窮人是基督徒的愛心的表現，彼得曾特別要求保羅不要
忘記窮人。參加
加 2:8-10（
（那感動彼得、
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
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
也感動我、叫我為外
邦人作使徒）
邦人作使徒）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
那稱為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
磯法、約翰、
約翰、就向我和
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
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他們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只是願
意我們記念窮人．
意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2『七日的第一日（主日）』
當時的基督徒在主日聚會，一直延續到如今，但猶太人仍在安息日聚會。聚會時有讀經，
講道，祈禱，聖餐，捐獻。捐獻就是根據神所賜的福氣，取出一部分來。乃是從收入中先
拿出來，不是用剩下的；乃是從憐憫的心發出來，不是高高在上的施捨。這是神喜悅的
事。箴
箴 19:17 憐憫貧窮的，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
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耶和華必償還。

保羅說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這是因為前面說過，他們已
經承諾要捐錢給耶路撒冷的窮人。保羅不願意他們沒有準備，以致於到他去收捐獻的時
候，他們臨時再凑錢（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這裡也告訴我們，對窮人的幫助應當是經常擺在心上（加 2:10 說的記念窮人）。同時這
個活動是為了捐錢給聖徒，不是奉獻給神的。捐助的先決條件就是有願作的心，甘心樂意
的捐助別人。如果把它變成一個規條而勉強去作，反而不會蒙神記念。
3『捐資 gift, grace』
所捐的錢是一種給窮人的禮物，如同神給我們的恩典。不是強迫性的，不是律法的規定。
3-4『舉薦誰…他們可以和我同去』
保羅這裡特別小心不要讓人誤會他會侵吞捐資。他特別強調哥林多教會推薦誰送捐資就讓
誰去。如果保羅自己也需要去的話，就和那些被推薦的人同去。我們今天在服事神和人的
時候，要小心不要因為誤會而絆倒別人。即使是一件很好的善事，也有可能被曲解、誤
會。尤其在財和色上要特別小心。
保羅為了避嫌，他不僅找了一位同工陪他去，他找了七位。參徒
徒 20:4 同他到亞西亞去
的、有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
有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
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和西公都、
和西公都、還有特庇人
該猶、
該猶、並提摩太、
並提摩太、又有亞西亞人推基古
又有亞西亞人推基古、
亞人推基古、和特羅非摩。
和特羅非摩。當我們經手錢財的時候也要有同
工一起處理。今天的教會有許多在錢財上出問題就是因為只有一個人管理錢財的事。

這裡說是為誰捐錢？為什麼為他們捐錢？捐錢和奉獻有什麼不同？
凡物公用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嗎？凡物公用是否就可以讓人人飽足？
耶路撒冷的信徒彼此相愛，凡物公用，為什麼仍然有缺乏？
神如何供應他們？為什麼？
你今天有能力接濟別人嗎？你知道這是神的恩典嗎？
救濟窮人和憐憫有什麼關係？有人說憐憫是一種優越感，你怎麼回答？
憐憫和愛心有什麼關係？真正的憐憫應該是一種怎樣的心態？
聖經如何要求富足的人？什麼叫做在好事上富足？
保羅如何處理錢財的事？有什麼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2. 計劃（5-12）
16:5 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裏去，
16:6 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哪裏去，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
16:7 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
16:8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16:9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16:10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因為他勞力做主的工，
像我一樣。

16:11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
弟兄們同來。
16:12 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地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
時有了機會他必去。
5『從馬其頓經過…到你們那裏去』
保羅的計劃乃是從以弗所（參 8 節）往北經過馬其頓，再南下到哥林多。
7-9『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並非保羅對他們有什麼意見，乃是因為他在以弗所的工作蒙神賜福，福音的大門打開，帶
領了許多的人信主。（參徒
徒 19:20 主的道大大興旺，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所以保羅計
劃在以弗所一直待到五旬節再去哥林多。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每次神的事工要推展的時候，也正是魔鬼抵擋最厲害的時候。他利用人的罪性做出許多抵
擋神的事情。
10『提摩太來到』
保羅打發提摩太、以拉都往馬其頓去，再去希臘拜訪眾教會（包括哥林多）。參徒
徒 19:2122 這些事完了，
這些事完了，保羅心裏定意經過了馬其頓、
保羅心裏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亞，
亞該亞，就往耶路撒冷去；
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說：「
又說：「我到
：「我到
了那裏以後，
了那裏以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
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
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
、
以拉都二人往
。」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
馬其頓去，
馬其頓去，自己暫時等在亞細亞。
自己暫時等在亞細亞。20:1-2 亂定之後，
亂定之後，保羅請門徒來，
保羅請門徒來，勸勉他們，
勸勉他們，就辭別起
行，往馬其頓去。
或譯：
往馬其頓去。走遍了那一帶地方，
走遍了那一帶地方，用許多話勸勉門徒 (或譯
或譯：眾人)，
眾人 ，然後來到希臘。
然後來到希臘。
10-11『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
提摩太是保羅一力栽培的年輕傳道人，當時應該很年輕，所以保羅特別提醒哥林多教會不
要叫他覺得懼怕，也不可輕看他。他雖然年輕，卻是保羅器重的同工，『因為他勞力做主
的工，像保羅一樣』。參提前
提前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
總要在言語、行為、
行為、愛心、
愛心、信
心、清潔上，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都作信徒的榜樣。
12『亞波羅』
是極有口才與能力的教師，當時可能也在以弗所。參徒
徒 19:1 亞波羅在
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
哥林多的時候，
的時候，保
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
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到以弗所
就來到以弗所。
以弗所。亞波羅在哥林多做了美好的工作，多幫助那蒙
恩信主的人（徒 18:27）。
。參林前 3:6 我栽種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
亞波羅澆灌了
澆灌了，惟有上帝
有上帝叫他生長
叫他生長。
生長。可
能後來亞波羅也去了以弗所，與保羅同工。

保羅為什麼要仍然在以弗所待一段時間？什麼是『寬大又有功效的門』？
傳福音是好事，為什麼反對的人也多？他們反對什麼？你有類似的經歷嗎？
保羅為什麼叫哥林多教會不可藐視提摩太？他對提摩太的吩咐可以用在我身
上嗎？

3. 問安（13-24）
16:13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16:14 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16:15 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
念。
16:16 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
16:17 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我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
們補上了。
16:18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16:19 亞細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地問你
們安。
16:20 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16:21 我保羅親筆問安。
16:22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16: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16:24 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13『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Be alert/on your guard;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act like men/be courageous; be strong.
保羅勸勉他們如何面對魔鬼的攻擊。他從四方面來說。
首先就是要警醒，隨時注意敵人的動向。魔鬼總是在我們不注意的時候來攻擊我們，或是
試探（誘惑），或是試煉（逼迫），因此我們必須要時時謹慎，抵擋魔鬼的攻擊。
其次就是要能夠持守真道（信仰），免得跌倒。世界上有太多的事物會使我們離開真道，
甚至是我們最親近的人。參申
申 13:6-7 你的同胞弟兄
你的同胞弟兄，
胞弟兄，或是你的兒女
或是你的兒女，或是你懷
或是你懷中的妻
中的妻，
或是如
或是如同你性命
同你性命的
性命的朋友，
朋友，若暗中
若暗中引誘你
引誘你，說：『我們不如
我們不如去事奉
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
你和你列祖素來所不
列祖素來所不認
來所不認
識的別神－
的別神－是你四圍列國
是你四圍列國的神
四圍列國的神。
的神。』這個神可能是金錢或是地位或是名望等。
第三就是要勇敢。若是面臨信仰的挑戰時我們是否有勇氣站出來為真理發聲？例如你的同
事/同學們都贊成同性戀的話，他們若問你的意見，你要如何回答？
第四就是要剛強。這常常和勇敢連在一起。（參書
書 1:7 只要剛強
只要剛強，
剛強，大大壯膽
大大壯膽，
壯膽，謹守遵行我
謹守遵行我
僕人摩西所吩
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
咐你的一切律法
切律法，不可偏離左
不可偏離左右
偏離左右，使你無論
使你無論往哪裏去，
裏去，都可以順利
都可以順利。
順利。）一
個在靈裡剛強的人，自然有勇氣捍衛真理。這個剛強來自於聖靈，再加上平常的操練，就
自然會成為我們的一個品格。
14『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前面的四點固然是好，但在這一切事上，都必須要以愛心為基礎。參西
西 3:14 在這一切
在這一切之
外，要存著愛心，
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
愛心就是聯絡全德
德
的
。
如果我們有其他的美德卻沒有愛，我們一切所
聯絡全
作的都是枉然。參林前 13:1-3。

15『亞該亞初結的果子』
即司提反一家是保羅在亞該亞第一批帶領信主的人。他們的信心不只是口頭上的表達，乃
是有行為上的見證。保羅說他們是專以服事聖徒為念。參雅
雅 2:26 身體沒有
身體沒有靈魂是
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
有行為也是死的。這樣有信心又有行為的人，足以作為眾人的榜樣，因此保羅要
哥林多教會的人『16 順服這樣的人
順服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
17『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
除了革來氏家裏的人（1:11），還有這三個人從哥林多教會來到保羅這裡。因此保羅對哥
林多教會裡面的問題，基本上是從這兩方面得知的。
19『亞細亞的眾教會』
當時保羅在以弗所，因此這裡的亞細亞的眾教會就是指以弗所和周遭的教會。
『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
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的時候結識了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後來他們一起往以弗所去，亞
居拉和百基拉夫婦隨即留在以弗所（徒
徒 18:19 到了以弗所，
到了以弗所，保羅就把他們留
保羅就把他們留在那裏，
在那裏，自己
進了會堂
了會堂，和猶太人辯論
和猶太人辯論），並且在家裡成立了教會，還曾接待亞波羅，為他詳細講解
辯論
基督的福音（徒
徒 18:26 他在會堂
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
放膽講道；百基拉、
百基拉、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
他來，將上帝的
道給他講解
道給他講解更
講解更加詳細）。當時的會堂主要是給猶太教徒使用的，基督徒多在家中聚會，
乃是名副其實的家庭教會。
20『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
至今在歐洲仍然有許多地方見面的時候彼此親嘴（面頰）問安。
21『我保羅親筆問安 I, Paul, write this greeting in my own hand』
當時寫信常常請人代筆。例如保羅寫羅馬書的時候是請德丟代筆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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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安。）這封哥林多前書是否請人代筆不得而知，但最後的
問安卻是保羅親筆寫的。
22『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
這句話非常嚴厲—當然這人是指著基督徒。保羅乃是說，每一個基督徒應該都是愛主的
人。基督為我們捨了自己作為贖價，承當了我們所有應當受的刑罰，就是永遠的死，使我
們能夠脫離罪惡與死亡的捆綁。祂這樣愛我們，我們怎能不愛祂呢？面對這樣救命之恩的
大愛卻沒有回應，難怪保羅說這樣的人『可詛可咒』。
至於如何愛主，基督自己早就說的很清楚了。祂在最後晚餐的時候對門徒這樣說：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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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可見愛主就是遵行祂的道，就是聖經的教導。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不知
道聖經的教導是什麼，他又如何愛主呢？

保羅勸勉他們要在那些事上努力？試一一討論之。

這些事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憑愛心而做嗎？
保羅在亞該亞第一批帶領信主的人是誰？他們在信心上如何做我們的榜樣？
保羅為什麼說『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什麼叫做愛主？
我是可詛可咒的人嗎？我要如何能夠更加愛主？
今天的查經對我有什麼幫助？我願意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

16:1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
16: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16:3 及至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耶路撒冷去。
16:4 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
16:5 我要從馬其頓經過；既經過了，就要到你們那裏去，
16:6 或者和你們同住幾時，或者也過冬。無論我往哪裏去，你們就可以給我送行。
16:7 我如今不願意路過見你們；主若許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幾時。
16:8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16:9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16:10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因為他勞力做主的工，
像我一樣。
16:11 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
弟兄們同來。
16:12 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地勸他同弟兄們到你們那裏去；但這時他決不願意去，幾
時有了機會他必去。
16:13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
16:14 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16:15 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法那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
念。
16:16 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
16:17 司提法那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裏來，我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
他們補上了。
16:18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裏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16:19 亞細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地問你
們安。
16:20 眾弟兄都問你們安。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16:21 我保羅親筆問安。
16:22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
16: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16:24 我在基督耶穌裏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