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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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前5-9章大綱

三. 對道德倫理的混亂(5:1-6:20)
A.亂倫淫亂之事(5:1-13)
B.爭訟告狀的事(6:1-11)
C.濫用自由的事(6:12-20)

四. 有關婚姻的問題(7:1-40)
A.對所有人士的忠告(7:1-7)
B.對特別人士的忠告(7:8-40)

五. 有關吃祭偶像食物之問題（一）
A.吃拜祭偶像食物的自由(8:1-13)
B.傳福音的自由(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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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道德倫理的混亂(5:1-6:20)
哥林多教會道德與倫理方面的問題，一是有關淫亂亂倫，一

是有關訴訟告狀；前者是涉及聖潔生活方面，後者涉及兄弟相愛方
面。

A.亂倫淫亂之事(5:1-13)
1.雙重罪行(5:1-2)

a.有人與其繼母同居，此事於律法絕對不容(利18:8；20:11；
申22:30)，其嚴重性就連外邦人亦無有(誇飾言詞)(5:1)。從本段的
“趕出去”(5:2)、“交給撒但”(5:5)、“把舊酵除淨”(5:7)、“趕出
去”(5:13)等動詞的運用，可見此事非同小可。這是教會中第一個罪
行。

b.但教會並不因此哀痛，反自傲其“寬宏”的態度，更未將
淫亂者趕離教會。這是教會中之雙重罪行(5:2)。

         2.雙重吩咐(5:3-13)
a. 第一次吩咐(5:3-8)
責備(5:3-5)。雖保羅肉身不在，心卻已對這事下了判斷，吩

咐(奉主名)教會要將淫亂者“交給撒但”，後果是他的肉體會急速
滅亡(參11:30)，但永生卻不會失落。

  (a)“交給撒但”本意乃將他交回給撒但的權勢內，此處即
將信徒趕出教會之意，不容許他留在教會影響其它人。

  (b)聖經共記有五類人士是被逐人士，不許他們與教會其它
信徒來往:

( i )不願和諧的人(太18:15-17)。
(ii)犯淫亂不悔改的人(林前5:9-11)。
(iii)接受異端的人(提前1:18-20；提後2:17-18)。
(iv)分門結黨的人(多3:10-11)。
(v)不肯工作的人(帖後3:6-12)。

舉例(5:6-8)。如一點面酵可使全團發起來，所以除去淫亂的
人，是為全教會的益處而行的(5:6-7上)。
教會的聚會是紀念主基督的死，祂的死回應守逾越節所用的無酵
餅；故此信徒務要誠實地用“真正的無酵餅”彼此交接(5:7下-8)。

             b. 第二次吩咐(5:9-13)
先前的信件(5:9-10)。前信曾禁止他們與淫亂之人“相

交”(συναναμίγνυμι，意“混在一起”)，這非說不許他們與教外之
犯罪的人來往，而是提醒教會的人，務要小心不要受他們的影響。

現今的信件(5:11-13)。現今再強調先前的吩咐，不要與假弟
兄交往，因為教會外的人自有神審判他們，而教會內的人則由有權
的信徒去執行審判。

B.爭訟告狀的事(6:1-11)
哥林多教會逐漸失去它該有的見證能力，不少人不僅知道教

會的淫亂風氣，也知道教會的各種爭執，有些爭執還要對簿公堂，
由不信神的法官作判斷。這是有關基督徒的生活倫理問題。對此，
保羅心痛異常，於是給予他們兩方面的勸言:

1.責備(6:1-8)
保羅的責備分三點:
a. 他們不應在不信的人面前訴訟(6:1)
此點連不信耶穌的猶太人也不敢為之，他們總將爭執之事交

由會堂負責人決定。
b. 他們忘記信徒有審判來世之權(6:2-4)

“世界”是指將來的世界，連天使也在被審判的範圍內(6:2-3)。
因此，何必將今生的爭執交由教會輕看的教外法官審判(6:4)？

c. 他們如此行實為大錯(6:5-8)
因他們有審判天使的特權，可見他們有足夠智慧處理彼此間

的分爭(6:5)，但他們竟然告到不信者的法庭裡，實為大錯(6:6-7 上)。
為何不願吃虧，使見證不致失落？更何況彼此都是信徒(6:7 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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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警告(6:9-11)
本段表面似與上文無關，但保羅卻將“欺壓人的人”與“不

義的人”(ἄδικος，與“欺壓”字同字根)視為同等人，遂向他們發出
警告。

a. 不義的人不能承受神的國(6:9-10)
保羅列舉十種不義的人，前五種與個人道德生活有關，後五

種與侵犯他人有關，他們在天國裡是沒有分的。
b. 能承受天國的人(6:11)
就是那些蒙神的靈洗淨、成聖、稱義的人。
洗淨、成聖、稱義三動詞之前皆有強勁的“但”(ἀλλά)字，

可見這是保羅特別強調的。

C.濫用自由的事(6:12-20)
哥林多教會的開明與容忍，讓不合倫理與不道德的事在教會

內出現，可見他們誤解了信徒在基督裡的自由，故保羅再加矯正。
1.原則(6:12)

關於基督徒對各樣事物處理的立場,保羅給予兩個約束的準則
a.益處的原則:凡事雖可行, 但能否產生益處? 顧念別人的原則
b.轄制的原則:凡事雖可行, 但到底誰才是那些事的主人?

2.舉例(6:13-17)
a. 食物為例
正如食物是為滿足肉身生命的需要而有, 可是食物與生命至

終都不是長久的, 終會廢棄(6:13 上).
b. 身子為例
身子非為淫亂而存在, 而是為榮耀神而存在(6:13下). 至於信徒

的身子, 保羅從三方面來說明:
是將來復活的(6:14)
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故不能行淫穢(6:15- 16)
信徒的身子是與主聯合, 成為一靈(6:17). 信徒的生命與主是

分不開的, 因此怎能使身子污穢呢?

         3.勸勉(6:18-20)
就此保羅勸勉信徒要逃避淫行，謂勿“食物為肚腹，淫亂為

身子”，並解釋行淫是:
a.得罪自己的身子(6:18)。與自己的生命有關。
b.褻瀆自己的身子(6:19-20)。如同褻瀆聖殿一般，因為信徒的

身子是聖靈的居所，是神用重價買贖回來的。
6:18 是一個對比，其它的罪是外面(ἐκτός)而為的(中譯“身子

之外”)，只有行淫是與別人的身子聯合成一體的。但因信徒的身體
是蒙神買贖回來的，而且是潔淨的，故切莫得罪神。

四. 有關婚姻的問題(7:1-40)
從第七章開始，保羅所討論的問題是出自教會給他的信件，

保羅統統用“論到”(περί)一詞，逐一為他們解答。這些“論到”共
分五個題目:婚姻的事(7:1、25)、吃祭偶像之物的事(8:1)、屬靈恩賜的
事(12:1)、復活的事(15:1)，以及捐獻的事(16:1)。

有關婚姻方面的事，保羅對不同的人士，給予不同的忠告。
     A.對所有人士的忠告(7:1-7)
          1.婚姻不勉強，但婚姻乃屬正常(7:1-2)顯然哥林多人有個傳言，
認為不結婚比結婚為佳(7:1，“男不近女倒好”)，保羅卻謂“但為
避免淫亂之故，男女還是結婚的好”。
          2.婚姻裡同房生活是兩廂情願的(7:3-6)

夫妻不可彼此虧負，因身子如同是對方的產業，對方有權關
注。但為專心禱告之故，暫時分房亦可。
          3.婚姻與否端視各人的恩賜(7:7)

雖然保羅勸讀者像他一樣獨身(參7:1 的“男不近女倒好”，
另參7:26 的“守素安常”，7:32 的“沒有娶妻”，7:40 的“守節”
等句皆指獨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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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對特別人士的忠告(7:8-40)
        1.沒有嫁娶的人(7:8-9)

a.“沒有嫁娶”(ἄγαμος)指曾結過婚但現在是獨身的人(7:8 
上)。

b. 保羅勸告他們若可能，則守獨身(7:8 下)，但為防止淫亂，
嫁娶是可行的(7:9)。
         2.已經結婚的人(7:10-24)

在教會中有人傳出:人信主後，對以前的生活要改變，包括夫
妻關係。這也是外邦人批評教會之處，說教會分裂婚姻關係。保羅
在此有數項勸言:

a. 夫妻二人是信徒(7:10-11)
 保羅以“主不准離婚”為吩咐的基礎，要妻子不可離開丈

夫，離開後也不許再嫁；同樣也應用在丈夫身上(7:10-11 上)。
 若有離棄，保羅不贊成再婚，只勸告務求和好(7:11下)。
*本段是對信徒而言；而7:12-16 是婚姻中有一人是不信的。
*保羅不是討論“為淫亂之故”而離棄的人(參太5:31-32)。他

是說，非因淫亂之故而離棄者；在神面前那婚約仍生效，故應該設
法和好。

b. 夫妻中一人非信徒(7:12-16)
第一個情況(7:12-14):不信者不分離

(a)夫妻中有一人信了主，但那不信的配偶不知如何面對信
主之人的新生活，因此在家庭中產生問題。保羅勸告，若那一個不
信主的人不欲分離，不信者因信的配偶而成了聖潔。“聖潔”是指
生活上受影響、感染，非指救恩(7:12-14 上)。

(b)若夫婦中有不信的一方離開家庭，兒女便“不潔淨”
(指受離開這事的影響)；但如今(指沒有離開)他們也成為聖潔的了(指
生活上受影響、感染)(7:14 下)。

第二個情況(7:15-16):不信者要離去
(a)不信者若要離去，由他吧，不必拘束，因為神設立婚姻

之目的，原是叫夫妻和睦相處。
(b)不信者的不離去，並不能保證可以挽回這婚姻，只好由

他離去(7:16)。

c. 保羅忠告的原則(7:17-24)
   原則說明(7:17)
      照主分給各人的，和神所召各人的而行。
 “分給各人的”是指生命的遭遇(如NIV 的譯文)，這遭遇自

有神的主權及看顧在其中，這是神恩典的呼召(指救恩)。
   原則舉例(7:18-24)
       (a)第一個舉例:有割禮與沒割禮(7:18-20)猶太人(割禮)得救

後(蒙召)就不用變成外邦人(廢割禮)；外邦人(未受割禮)得救後也不
用變猶太人(受割禮)(7:18)。因此猶太人、外邦人不分彼此(算不得什
麼)，人人要守神的誡命(7:19)。所以各人得救時(蒙召)是怎樣人，就
守住這身分，不用改變(7:20)。人信了主，不用改變婚姻光景，不要
廢除婚約，不要離開配偶，因婚姻是永恆的。

       (b)第二個舉例:奴僕與自由人(7:21-24)奴僕得救後(蒙召)，
甚至蒙主人給予自由，不再作奴僕後(7:21)，他仍是奴僕，是基督的
奴僕，是基督用重價買贖回來的奴僕(7:22-23)。所以信主前是什麼身
分，信主後的身分仍沒有改變(7:24)。信主的經驗不會改變一個人的
社會身分或家庭身分；人要離棄的是罪行，非婚姻關係。

         3.守童身的人(7:25-40)
在論及不婚娶的人，即“童身”者(παρθένος，意“童女”太

1:23)，“童女”是本段的對象，不過在給予意見時，保羅亦將其它
未婚者放進去。保羅謂關於此事，他沒有從主直接留下的話可用，
他只將自己的“意見”(γνώμη，意“知識”)表明(7:25)。接著他便列
出六個理由，謂守“童身”尤勝結婚的人:

a. 因現今艱難(7:26-27)
“艱難”(ἀναγκή，意“困苦”,“悲傷”,“暴行”)鑒於當時

的歷史及政治形勢，甚多信徒受到逼迫，故保羅認為“守素安常” 
(οὕτω εἶναι，意“仍舊一樣”)更好(7:26)。若有妻室的，不要分離，
沒有的，最好不要(7:27)。

b. 因要避免苦難(7:28)
“苦難”(θλίψις意“在壓力下”)保羅謂若有婚嫁的事，這不

是犯罪(7:28 上)，只是他盼望讀者中有人免受這“苦難”(7:28 下)。
“苦難”在此節非指外面的政治因素，而是指婚姻，因婚姻若使兩
人活在壓力之下，並且加上那時的環境惡劣，會使婚姻更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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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世界將要過去(7:29-31)
保羅謂人生短暫(時候減少)，生命結束後，婚姻也解散

(7:29)，其它如買賣、哀哭、世物，也告無有。世界的樣子(σχῆμα
意“樣式”、“模式”)全要過去(7:30-31)。

d. 因婚姻是個掛慮(7:32-35)
守獨身的好處是能自由地為主工作(7:32)，靈魂體都可分別出

來(聖潔)，專心為神做工(7:34)。而結了婚的，總會為家事掛慮(7:33-
34)。保羅謂他的忠言不是為牢籠(βρόχος 意“禁止”,“約束”)他
們，乃是要他們能更專心、殷勤服事主(7:35)。

e. 因父親的主權(7:36-38)
古時兒女終身大事多由家主(父親)作主。哥林多教會有些父

親在女兒年幼時已把她們奉獻給神，終身不嫁；但當她們到達出嫁
年齡，甚至有了對象或私下想成親(事又當行)，問題來到，怎麼
辦？保羅建議若有女兒欲出嫁，當由她們(7:36)；但若為父的堅決保
持奉獻女兒給神的諾言，這樣把女兒留下不出嫁是更好的(7:37-38)。
保羅的勸言不是對或不對的問題，是好或更好的問題(參7:38)。

f. 因守節更有福氣(7:39-40)
婚姻是永恆的，但永恆之意是指夫婦兩人同在的時候，若有

一方死去，婚約便告失效。若婦人之夫過世，婦人可再婚，卻要以
“在主裡面的”為對象(7:39)。再婚雖好，保羅謂能“守節”(οὕτω 
μένω，意“仍舊一樣”)是更有福的(7:40 上)。對此勸言，保羅覺察
這是聖靈之言(“感動”字原文沒有，中譯本該加點，以示補字)。

五.有關吃祭偶像食物之問題 (8:1-11:1)
哥林多城是個偶像林立的城市，善男信女攜帶祭物獻給他們

的神。這些祭物分三份:一份在祭壇上焚燒，一份給祭司作“服務
費”，一份獻者自己留用。祭司接獲祭物甚豐，他們拿去市場變
賣，這些祭物比普通的肉類便宜。

有些信徒在市場時遇見難題，不知購買與否。有些信徒被請
赴宴，席間有拜祭過偶像之物，不知是否可進食。就此他們請教保
羅應如何處理。

保羅先以基督徒在主裡的自由作答，然後表述自己身為傳道
人的權利，結束時給予讀者一些語重心長的勸言。

     A.吃拜祭偶像食物的自由(8:1-13)
         1.知識不及愛(8:1-3)

保羅論對偶像之事，哥林多信徒都有知識，只是愛心不夠。
a. 知識不及愛心，知識使人驕傲，愛心卻能“造就” 

(οἰκοδομέω, 意“家的建造”)人(8:1)。
b. 知識是有極限的、不完全的(8:2)。
c. 真愛是神所賞識的(8:3)。

         2.偶像是虛無的(8:4-6)
哥林多信徒對真神與偶像有正確的知識:
a. 世上是沒有其它神的(8:4 上)。偶像(εἴδωλον)代表假神，是

不存在的(“沒有”οὐδείς，意“不存在”)，所以奉獻祭物給它是無
意義的(詩115:4-7)。

b. 真神只有一位(8:4 下-6 上)。雖有人謂天地遍滿神，但他們
非真神。

c. 真主是耶穌基督(8:6 下)。耶穌基督是造物主。



1/14/2018

         3.食物不能叫人高一等(8:7-8)
a. 雖然真神只有一位，偶像是虛無的，卻不是人人都知道，

尤其是那些剛從異教轉向基督的人，他們拜慣了偶像，吃慣了祭偶
像之物。所以他們仍以為那種食物是有邪靈附上的，故在吃的時
候，心中以為被食物污穢了(8:7)。

b. 食物不能使人被神“看中”(παρίστημι，意“在面前站
立”)，在神面前，吃與不吃，均是無礙的(8:8)。
         4.放棄吃食物的自由(8:9-13)

a. 雖然吃與不吃在神面前無礙，但人仍要謹慎，切莫因吃的
自由成了他人的絆腳石(8:9)。例如信心堅強的(有知識)信徒，在偶像
廟裡吃筵席(偶像廟極大，拜偶像者常借用其大廳設宴，10:27)，他
未覺得不妥；但被信心軟弱的人看見，這等人視吃偶像之物無礙，
便回到未信主前的生活習慣了(8:10)。所以那信心堅固的人，便成了
信心軟弱者的絆腳石，“使他沉淪”(ἀπόλλυμι在約3:16 譯“滅
亡”)(8:11)，這是變相的得罪基督(8:12)。

b. 所以寧可放棄吃拜祭食物的自由，也不要使他人跌倒
(8:13)。

     B.傳福音的自由(9:1-27)
基督徒的自由在顧及別人的益處時寧可放棄；現保羅提出他

身為使徒也有自由，同樣在別人益處下，他也願意放棄。
         1.有為使徒的自由(9:1-6)

a. 保羅自稱有傳福音使者的自由，因他是使徒(9:1上)。
他親眼見過主(9:1 中)。
哥林多信徒可作證(9:1 下-2)。
b. 對“盤問”(ἀνακρίνω，是法律詞彙，意“查審”)他是否

有使徒的權柄(9:3)，他如此辯證自己的身分。
他有權要求教會支持他的生活(因他是使徒)(9:4)。
他有權帶妻室往各處傳道作主工，期待教會(不一定是哥林

多教會)供應他生活所需(9:5-6)(在9:6裡，他指出他有權到外面工作以
維生，卻放棄那自由，為了更專心作主工)。

         2.受奉養是合宜的(9:7-14)
保羅續指出使徒如受眾教會的奉養是合理的:
a. 用例子說明:做工得工價是應該的(9:7)
保羅以三例說明此道理:兵士,農夫,牧人,這三人全是“雇工”,

他們拿薪酬是應當的。
b. 用律法證明:做工得工價是神的律法(9:8-12)
神的律法(申25:4)也支持做工得工價是應當的(9:8-10)，屬靈工

作也是一樣的原則(9:11)。
c. 用傳統引述:作聖工得工價有傳統的支持(9:12-13)
哥林多教會支持教會工人(如彼得、亞波羅)，因此保羅認為

他亦有權領受；只是為基督福音之故，保羅“容忍”不領受，免被
人誤會他是為利傳道(9:12)。正如作聖工的祭司，不用自己找工作謀
生，而是領受百姓的奉養(9:13；民18:8- 24)。

d. 用主的命定:做工得工價是主的吩咐(9:14)
主也“命定”(διατάσσω 意“吩咐”,“命令”,“任命”)福音

工人也需靠別人奉養(太10:10；路10:7)。

         3.沒使用使徒的自由(9:15-27)
a. 因福音是免費的(9:15-18)
保羅在兩方面表明他不使用使徒的權柄叫人在經濟上支持他
傳福音是他的責任，沒有可誇之處(9:15-17)。
福音是免費的，傳福音者亦免費傳之(9:18)。
b. 因欲得更多人信主(9:19-27)
保羅不使用權柄乃為叫多人信主(為要及總要是本段鑰節)。
靠調整自己的事奉方式(9:19-23)。他為福音的緣故，作了眾

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9:19) (“為要”一字在本段共用了五
次)。為此，他調整自己的行事為人；活得像守律法的人，或活得像
外邦人，或活得像對神真理認識不多的人(軟弱人)(9:20-22上)，旨在
“總要救些人”，使多人與他一樣同得福音的好處(9:22 下-23)。

靠攻克己身使人得福音好處(9:24-27)。為使他人得福音的好
處，保羅以賽跑、角力、鬥拳為喻，指出世人為獎賞而節制自己
(9:24-25)，而他自己卻“攻克己身”(ὑπωπιάζω，意“攻擊眼部之
下”)，使肉身變成他的奴僕(“叫身服我”原文δουλαγωγέω，意
“為奴”)，免得如參賽者因鍛煉不夠，而被迫放棄參加角逐各種競
技(9: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