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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写作时间：57年
写作地点：以弗所

月亮神阿泰密斯女神庙

亚历山大灯塔 罗得岛太阳神铜像 摩索拉斯陵墓(土耳其)

奥林匹克宙斯神像 巴比伦空中花园 埃及的金字塔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写作时间：57年
写作地点：以弗所

罗马斗兽场 万里长城 约旦佩特拉古城

巴西基督像

泰姬陵

墨西哥玛雅金字塔

印加马丘遗址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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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哥林多教会: 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建立(18个月)

年轻教会有很多争议和困惑
很多教徒写信向保罗请教
保罗在以弗所写信指导教会成长

亚波罗因其口才和学问而被教会中许多人抬
举在保罗之上（见林前1:12；3:4；参徒
18:24-19:1）。还有一些人自夸既不跟保罗，

也不跟亚波罗，而是跟原来的使徒之一彼得
（林前1:12）。另外又有些人声称自己不跟
从任何人间的领袖，而跟基督

许多已经放弃了罪恶行径的哥林
多教友，生活在淫乱的哥林多人
中间，现在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
习惯（林前5章）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
教会纠正过来教会纠正过来教会纠正过来教会纠正过来
教会处于世上教会处于世上教会处于世上教会处于世上，，，，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
不过世界进了教会不过世界进了教会不过世界进了教会不过世界进了教会，，，，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二二二二））））斥责罪恶斥责罪恶斥责罪恶斥责罪恶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101:101:101:10----6:206:206:206:20
１１１１、、、、教会中的分裂现象教会中的分裂现象教会中的分裂现象教会中的分裂现象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101:101:101:10----4:214:214:214:21
２２２２、、、、乱伦的事件乱伦的事件乱伦的事件乱伦的事件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5:15:15:15:1----13131313
３３３３、、、、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6:16:16:16:1----20202020

（（（（三三三三））））对于哥林多信徒所提若干问题的答复对于哥林多信徒所提若干问题的答复对于哥林多信徒所提若干问题的答复对于哥林多信徒所提若干问题的答复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7:17:17:17:1----11:111:111:111:1
１１１１、、、、关于婚姻的教训关于婚姻的教训关于婚姻的教训关于婚姻的教训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7:17:17:17:1----40404040
２２２２、、、、关于祭偶像之食物的教训关于祭偶像之食物的教训关于祭偶像之食物的教训关于祭偶像之食物的教训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8:18:18:18:1----11:111:111:111:1

（（（（四四四四））））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1:211:211:211:2----14:4014:4014:4014:40
（（（（五五五五））））关于复活的道理关于复活的道理关于复活的道理关于复活的道理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5:115:115:115:1----58585858



3/28/2011

4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１、教会中的分裂现象 林前1:10-4:21
２、乱伦的事件 林前5:1-13
３、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 林前6:1-20

1:12 

-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1:13 

- 基督是分开的麽。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麽。你们是奉保罗的
名受了洗麽。

3:4 

-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麽。
3:5 

-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3:6 

-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3:7 

-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１、教会中的分裂现象 林前1:10-4:21
２、乱伦的事件 林前5:1-13
３、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 林前6:1-20

1:26 

-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

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
贵的也不多。
1:27 

-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

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
的羞愧。
1:28 

-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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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１、教会中的分裂现象 林前1:10-4:21
２、乱伦的事件 林前5:1-13
３、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 林前6:1-20

5:1 

-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
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5:9 

-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5:11 

-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弟兄，是行

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
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5:13 

-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１、教会中的分裂现象 林前1:10-4:21
２、乱伦的事件 林前5:1-13
３、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 林前6:1-20

6:6 

-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

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
人面前。
6:7 

-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

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
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
么不情愿吃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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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１、教会中的分裂现象 林前1:10-4:21
２、乱伦的事件 林前5:1-13
３、反对在世俗的法庭诉讼 林前6:1-20

6:19 

-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麽。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
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6:20 

-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
在你们的身子荣耀神。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7:2 

-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7:6 

-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7:7 

-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关于婚姻的教训 林前7:1-40
1)互相承认婚姻的权利 林前7:1-6
2)在某种环境下提倡独身 林前7:7-11
3)关于信与不信者婚姻的问题 林前7:12-16
4)接受基督并不改变社会身份 林前7:17-24
5)关于不出嫁的问题 林前7: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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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婚姻的教训 林前7:1-40

1)互相承认婚姻的权利 林前7:1-6
2)在某种环境下提倡独身 林前7:7-11
3)关于信与不信者婚姻的问题 林前7:12-16
4)接受基督并不改变社会身份 林前7:17-24
5)关于不出嫁的问题 林前7:25-40

7:12 

- 我对其馀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住，他就
不要离弃妻子。
7:13 

-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
7:14 

- 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
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
7:15 

-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
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7:16 

- 你这作妻子的，怎麽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麽知道不能救你的
妻子呢。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婚姻的教训 林前7:1-40

1)互相承认婚姻的权利 林前7:1-6
2)在某种环境下提倡独身 林前7:7-11
3)关于信与不信者婚姻的问题 林前7:12-16
4)接受基督并不改变社会身份 林前7:17-24
5)关于不出嫁的问题 林前7:25-40

7:20 

-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
要守住这身分。
7:21 

- 你是作奴隶蒙召的麽，不要因此
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7:22 

- 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

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
就是基督的奴仆。
7:23 

-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
奴仆。



3/28/2011

8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婚姻的教训 林前7:1-40

1)互相承认婚姻的权利 林前7:1-6
2)在某种环境下提倡独身 林前7:7-11
3)关于信与不信者婚姻的问题 林前7:12-16
4)接受基督并不改变社会身份 林前7:17-24
5)关于不出嫁的问题 林前7:25-40

7:25 

- 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

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
告诉你们
7:26 

- 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
常才好。
7:27 

-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
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7:28 

-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

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
愿意你们免这苦难。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祭偶像之食物的教训 林前8:1-11:1

1)为软弱弟兄的缘故还是不吃为宜 林前8:1-13
2)保罗说明自己如何运用基督徒的自由 林前9:1-27
3)对于拜偶像的警告 林前10:1-22
4)恰当地运用基督徒的自由 林前10:23-11:1

8:8 

-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8:9 

-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8:13 

-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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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祭偶像之食物的教训 林前8:1-11:1

1)为软弱弟兄的缘故还是不吃为宜 林前8:1-13
2)保罗说明自己如何运用基督徒的自由 林前9:1-27
3)对于拜偶像的警告 林前10:1-22
4)恰当地运用基督徒的自由 林前10:23-11:1

10:23 

-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10:25 

- 凡市上所卖的凡市上所卖的凡市上所卖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你们只管吃你们只管吃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不要为良心不要为良心不要为良心
的缘故问什么话的缘故问什么话的缘故问什么话的缘故问什么话。。。。
10:26 

-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都属乎主都属乎主都属乎主。。。。
10:31 

-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无论作什么无论作什么无论作什么，，，，都要荣都要荣都要荣都要荣
耀神而行耀神而行耀神而行耀神而行。。。。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 林前11:2-14:40

1、合适地举行圣餐礼 林前11:17-34
2、属灵恩赐的地位和作用 林前12:1-14:40

1)恩赐的来源和多样性 林前12:1-31
2)爱是最大的恩赐 林前13:1-13

3)关于方言和预言的恩赐 林前14:1-40

11:23 

-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
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11:24 

- 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11:25 

-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

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
记念我。
11:26 

-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
到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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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 林前11:2-14:40

1、合适地举行圣餐礼 林前11:17-34
2、属灵恩赐的地位和作用 林前12:1-14:40

1)恩赐的来源和多样性 林前12:1-31
2)爱是最大的恩赐 林前13:1-13

3)关于方言和预言的恩赐 林前14:1-40

13:4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13:8 

-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

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
归于无有。

13:13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基督徒崇拜中的合适行为 林前11:2-14:40

1、合适地举行圣餐礼 林前11:17-34
2、属灵恩赐的地位和作用 林前12:1-14:40

1)恩赐的来源和多样性 林前12:1-31
2)爱是最大的恩赐 林前13:1-13

3)关于方言和预言的恩赐 林前14:1-40

马太福音
22:37 

-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神。
22:38 

-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22:39 

-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22:40 

-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里的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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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复活的道理 林前15:1-58

１、复活的可靠性 林前15:1-34
２、复活的实在性 林前15:35-50
３、复活的盼望在基督复临时实现 林前15:51-58

15:14 

-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15:15 

-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

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15:16 

-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
15:17 

-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
们仍在罪里。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关于复活的道理 林前15:1-58

１、复活的可靠性 林前15:1-34
２、复活的实在性 林前15:35-50
３、复活的盼望在基督复临时实现 林前15:51-58

15:51 

-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
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15:57 

-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15:58 

-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
里面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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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哥林多前书是怎样一本书哥林多前书是怎样一本书哥林多前书是怎样一本书哥林多前书是怎样一本书？？？？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教会纠正过来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教会纠正过来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教会纠正过来怎样将一个世俗化和属肉体的教会纠正过来
教会处于世上教会处于世上教会处于世上教会处于世上，，，，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不过世界进了教会不过世界进了教会不过世界进了教会不过世界进了教会，，，，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保罗写书年代两大帝国的名字保罗写书年代两大帝国的名字保罗写书年代两大帝国的名字保罗写书年代两大帝国的名字？？？？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地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地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地点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地点？？？？
保罗用什么观点来指导我们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保罗用什么观点来指导我们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保罗用什么观点来指导我们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保罗用什么观点来指导我们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可不可以结婚可不可以结婚可不可以结婚可不可以结婚？？？？
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
什么是基督徒的两条诫命什么是基督徒的两条诫命什么是基督徒的两条诫命什么是基督徒的两条诫命？？？？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22:37 

- 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你要尽心你要尽心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性尽性，，，，尽意尽意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
22:38 

-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且是最大的且是最大的且是最大的。。。。
22:39 

- 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爱人如己。。。。
22:40 

- 这两条诫命这两条诫命这两条诫命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里的总纲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里的总纲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里的总纲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里的总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