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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林多前書1-4章

DCCC國語主日學
2017年12月31日

引言
哥林多前書是一封很實際的書信, 信中透露使徒時代在歐洲

這間教會的屬靈情況, 這教會充斥各種問題: 有人際關係的, 信徒相處
不和的, 道德倫理的, 宗教性的, 也有教義性的. 故有學者謂哥林多教
會是一間污穢的教會(defiled), 分裂的教會(divided), 羞恥的教會
(disgraced). 此教會不單羞辱神, 也使福音難以傳開. 這情況使保羅痛
心疾首, 但他仍呼之為“神的教會”(1:2), 又用超凡的愛心勸勉信徒
“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立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所作的
都要憑愛心而作”(16:13-14), 保羅對他們的愛心無以復加.

哥林多前書：教會是主的身體

一∙ 啟言問安（1:1-9）
二∙ 對教會紛爭的勸言（1:10-4:21）
三∙ 對教會道德的混亂（5:1-6:20）
四∙ 對有關婚姻的問題（7:1-40）
五∙ 對有關吃祭偶像之物的疑惑（8:1-11:1）
六∙ 對有關教會崇拜的事（11:2-34）
七∙ 對有關屬靈恩賜的誤解（12:1-14:40）
八∙ 對有關復活真理的教導（15:1-58）
九∙ 對有關各項生活勸勉的事（16:1-18）
十∙ 結語問安（16:19-24）

“新約書卷詳綱”（馬有藻著）

哥林多前書的特點
(一)在基督耶穌裏乃是信徒生活的範疇：信徒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1:2)，在基督耶
穌裏享受神的恩惠(1:4)，享受基督作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1:30)。信徒
若不肯追求或追求錯了目標，就在基督裏仍為嬰孩(3:1)，自以為聰明(4:10)，豈知
卻是愚拙的；反之，在基督裏就會長出生命的果子(4:15)，行事為人有好榜樣(4:17)，
甚至可以誇口(15:31)，因為在主裏的勞苦並不徒然(15:58)。在基督耶穌裏，對神、
對人就滿有愛(16:24)；離開了基督，就沒有愛。
(二)教會就是基督的身子(12:27)，在地上代表基督自己。分裂教會，就是把基督

分開(1:13)；教會中有不潔淫亂的事，就是得罪基督(5:7-8)；教會中不按理吃餅喝
杯，就是干犯主自己(10:27)；教會聚會中不守秩序，就是違犯主的命令(14:37)。
(三)信徒是藉與主聯合而分享祂的所是、所作和所有(1:9)，因為凡與主聯合的，

便是與主成為一靈(6:17)。我們既有分於主，就不可再有分於鬼(10:21)；我們既同
領基督的身體(10:16)，就不可再與淫亂的人相交(5:9)。
(四)十字架的道理，乃是解決教會中一切問題的法則：
1.為解決教會裏面分門結黨的問題,需要高舉釘十字架的基督(1:13,17)。
2.為解決教會裏面淫亂不潔的問題,需要高舉逾越節被殺獻祭的羔羊(5:7)。
3.為解決信徒濫用身子的問題,需要提醒信徒的身子是基督用重價買來的(6:20)。
4.為解決因吃祭偶像之物而絆倒軟弱弟兄的問題,需要提醒說基督是為那軟弱的弟

兄而死(8:11)。
5.為解決不按理吃主的晚餐的問題,需要提醒說這是主的身體,為我們捨的(11:24)。
6.為解決錯誤信仰的問題,需要見證基督為我們的罪死了,埋葬了,第三天復活了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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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啟語問安（1:1-9）
A.問安（1:1-3）
B.感謝（1:4-9）

二∙保羅對教會分爭的勸言（1:10-4:21）
A.勸告合一（1:10）
B.指出問題（1:11-17）
C.問題起因（1:18-4:13）

1. 對基督福音的誤解（1:18-2:16）
a. 福音是神拯救的大能（1:18-2:5）
b. 福音是神拯救的智慧（2:6-16）

2. 對事奉神者的誤解（3:1-4:5）
3. 對事奉心態的誤解（4:6-13）

D.以榜樣作勸勉（4:14-21）

一∙ 啟語問安（1:1-9）
A.問安（1:1-3）
保羅從三方面介紹他的屬靈身分：

a. 他是蒙召的人，蒙主呼召作主工的人。
b. 他是奉神旨意蒙召的人，非自己的揀選，全是神的主權。
c. 他的蒙召為要作耶穌基督的使徒，非做別的事，只是作主

的使徒。

接著保羅指出讀者之雙重地位：
地理方面—在哥林多；
屬靈方面—在基督耶穌裡。

他們是屬神的教會，雖然教會的問題不少，但仍是主基督用其寶血
買贖回來的。

在屬靈方面，讀者亦有三重身分：
a. 成聖的，有被主分別出來的地位。
b. 蒙召的，有被主呼召出來的。
c. 作聖徒的，有被主分別出來的生活。

B.感謝（1:4-9）
保羅從三方面為讀者獻上感謝：

a. 為他們從主而來豐富的恩賜（1:4-7）。尤指在口才
（λόγος）及知識（γνῶσις）（口才、知識皆可解釋為“神的
道”）。

b. 為他們蒙主堅固到底，直至主再來時皆無可指摘（1:8）。
堅固（βεβαιόω）乃法律詞彙，是交易上的“保證”。此處意說神
與基督簽了合約，保證信徒的救恩不會失落（羅8:33）。“指摘”
（ἀνέγκλητος）亦是法律詞彙，指宣召出庭；現因基督的緣故，不
用再出庭受審。

c. 為他們與主一同得分（1:9）。“分”（κοινωνία）指親密
的關係，信徒能與榮耀並崇高之主同在，是莫大的恩典。
從另一角度看，保羅的感謝包括三方面：

為過去的恩典（“賜”字是過去式）（1:4）。
為現在的恩典（“凡事富足”,“沒有一樣不及人”）

（1:5,7）。
為將來的恩典（“必堅固你們”,“神是信實”）

（1:8,9）。

二∙保羅對教會分爭的勸言（1:10-4:21）
A.勸告合一（1:10）
保羅從四方面來勸告教會：

a. 說一樣的話，異口同聲。
b. 不可分黨，“分黨”（σχίσμα 意撕裂；太9:16同字意撕裂,

中譯帶壞）。
c. 一心一意，人多心不多，同心合意。
d. 彼此相合，截長補短，相輔相成（“相合”καταρτίζω，意

修補；太4:21 同字譯補網；加6:1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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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出問題（1:11-17）
在革來（女性字）之家，保羅獲知有關教會“分爭”（ἔρις，意攻
擊）的事。教會裡有四個黨派：

a. 保羅是知識派。
b. 亞波羅是口才派。
c. 磯法是行動派。
d. 基督是清高派。

每派的門徒偏愛各自的帶領，以致在教會裡互相排斥、攻擊（1:11-
12）。隨即保羅以三個問題指出（1:13）：基督不是分開的，保羅
也沒為他們上十架，他們的洗禮也非奉保羅之名。言外之意，他們
的分爭確實是無謂的。保羅又說，他主要的工作乃是傳福音，非高
舉某人的口才或知識（1:17）。

C.問題起因（1:18-4:13）
保羅指出，哥林多教會的分爭有三個起因：
1. 對基督福音的誤解（1:18-2:16）
教會間的分門結党原是高舉人的智慧，而非神的智慧，這是一種變
相及誤解福音的本質。同時保羅解釋福音的本質是：

a. 福音是神拯救的大能（1:18-2:5）
在此大段裡，保羅分三點解釋：

(1)福音的中心是基督（1:18-25）
( i )福音對相信的人是神拯救大能的彰顯（1:18,24），是神拯

救智慧的彰顯（1:21b,24）。
(ii)但對不信的人卻是愚拙的道理（1:21a），是猶太人的絆腳

石（1:23a），是外邦人的愚拙（1:23b）。
因他們尋求超凡的神跡，或高舉人的智慧，於是輕看十字架

的道理，而耶穌基督正是神拯救大能的彰顯（1:24a）；是神拯救智
慧的彰顯（1:24b）。

(2)信徒是神揀選的人（1:26-31）
雖然教會的成員多來自低下階層（1:26），但神仍然揀選他們，使
那些比他們更尊貴的不能自誇（1:29）。又使基督成為他們的智慧
（得救的智慧，提後3:15）、公義（因信稱義，羅4:25）、聖潔（基
督的洗淨與成聖，林前6:11）、救贖（基督的救贖，羅3:24），這四
點正是耶穌基督為信徒成就的。這是信徒得殊榮的身分與地位，故
不應彼此敵對。

(3)福音是保羅事奉的重點（2:1-5）
福音是保羅事奉的重點，他在哥林多城創立教會時，他的內心一是
謙和（沒用高言大智），二是戰兢（恐防言語過重），三是倚靠聖
靈的大能（“聖靈和大能”的“和”字可作就是解）。高舉基督並
祂的十架，使哥林多信徒相信（2:5）不是靠人的智慧，而是因神的
大能之故。

b. 福音是神拯救的智慧（2:6-16）
保羅從另一角度解釋福音的性質，原來福音是神智慧的彰顯。這智
慧的特色有四：

(1)不是世人的（2:6），也不是他們所能明白的（2:7-8）。
“完全的人”指“得救恩的人”（“完全”是指救恩，如來6:1;
10:14，非生命的成熟）。十字架證明世人沒有神的智慧（2:8）。

(2)是有關神的奧秘，不是人能想出來的（2:7,9）。
(3)這智慧只有神的靈才能參透，是祂向我們啟示出來的

（2:10-11）。“人裡頭的靈”指人本來的靈，非指聖靈。
(4)信徒因有聖靈便能明白神的智慧（2:12-16）。“世上的靈”

指邪靈，如魔鬼。聖靈第一項工作是啟示，藉此信徒才能明白神深
奧的事（指福音）（2:10）；聖靈第二項工作乃是默示，使信徒能
明白神的智慧（2:12-13）；聖靈第三項工作是光照，使信徒能
看透萬事（2:14-16）。

“屬血氣”在此意指不信的人。
“屬靈人”則指有聖靈、信神的人。
“基督的心”本指基督的心腸，但此處可指基督對神之啟示

的領悟，信徒亦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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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事奉神者的誤解（3:1-4:5）
哥林多教會分爭的第二個原因，乃是他們誤會了神之工作的性質。

a. 輕微的譴責（3:1-3）
神的智慧在“屬肉體的人”（σαρκικός，指幼稚的信徒）仍不能明
白，因而產生嫉妒分爭的事，以致他們的分爭如世人一樣。

b. 四個舉例說明（3:4-4:5）
保羅在此用了四幅圖畫描繪真正事奉的本質是如何
第一幅圖畫：事奉者如農夫（3:4-9）

      (a)事奉如撒種, 撒種人只是執事,僕人,非主人（3:5）。
       (b)事奉的果效不在乎人的恩賜, 只在乎那叫道種生長的神
（3:6-8）。
       (c)事奉只是與神同工（3:9）。

第二幅圖畫：事奉者如工頭（3:10-15）
       (a)事奉如建造, 有人立根基, 有人在上搭建（3:10a）。
      (b)只是事奉要分清有沒有永恆的價值（3:10b-12）。
      (c)一切事奉將要經歷火的試煉, 以鑒真偽（3:13-15）。

第三幅圖畫：事奉者如建造神的殿（3:16-23）
    (a)信徒的生命如聖殿般，有聖靈內住，不可隨意毀壞(3:16-
17)(有說用草木禾秸的建造便如同毀壞神的殿)。
    (b)信徒的生命當慎思何是真正的智慧（3:18-20），千萬不要
高舉人(3:21-23)。既然萬有都是屬信徒的（3:21），信徒的生命已是
豐富的生命，何必高舉某人。
      John MacArthur 謂若我們在四方面的評價是正確的，那就不
會產生分爭了：
      1.對自己有真實的評價(3:18-20)(人不可自欺)。
      2. 對別人有真實的評價(3:21-22 a)(不可拿人誇口)。
      3. 對自己所擁有的有真實的評價(3:22 b)(世界,生死,現今,將來
全是你們的)。
      4. 對擁有我們的主有真實的評價(3:23)(你們是屬基督的)。

第四幅圖畫：事奉者如管家（4:1-5）
      (a)信徒只是神家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4:1-2）。
       (b)作為神的管家會經歷不同的論斷, 人的論斷是小事, 在末日
神的論斷才真是值得謹慎與留意的（4:3-5）。

3. 對事奉心態的誤解（4:6-13）
哥林多教會對事奉有不少錯誤的心態，以致他們分門結黨行事。因
此保羅要讀者在四方面切記：

 切勿高舉個人（4:6）。保羅以上文的畫像（即“這些
事”，如農夫、工頭、管家），“轉比”（μετασχηματίζω，意“運
用”、“轉用”，中文的“轉比”本是化學詞匯，將某樣元素轉成
另一樣子）自己及亞波羅，要讀者留心他們的見證。對教會領袖尊
敬是適當的，但不要超過神的準則。此處未說聖經出處，只籠統說
順服領袖是應該的，只是不要太過分，免得顧此失彼（4:6）。

 千萬不要自滿。因各人的領受皆不同，故別輕看他人
（4:7-8）（第8 節是反語詞，有譏諷的含意）

事奉神者就好像死囚般，如在古羅馬的鬥獸場內為生命搏
鬥，只是為了給帝王觀賞，沒有可誇口之處（4:9，林後2:14）。

 事奉神者常被人視為世界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4:13 
b）。如保羅的經歷（4:10-13 a），依世人眼光來看他是愚拙、軟
弱、被人藐視，但卻能帶給他人聰明、強壯，並有榮耀，這是值得
的。

D.以榜樣作勸勉（4:14-21）
在勸勉勿分爭結党結束時，保羅以自己與哥林多信徒屬靈的父子親
密關係為基礎（4:14-15），在兩方面力勸讀者：

1.效法保羅的事奉生命（4:16-17）。這是個誠懇的吩咐，非自大
的表現。

2.預告不久再回哥林多（4:18-21）。屆時是否需執行使徒的權能，
端視哥林多信徒如何改變自己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