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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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有係統地學習及解釋哥林多前書

• 通過歷史、文化、地理及文學背景
正確地解讀哥林多前書

• 把相關的教導應用在今天的生活中

• 為準備進深研讀哥林多前書的弟兄
姊妹建立一個穩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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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保羅生平及他的遊行佈道簡介

▪ 哥林多前書背景簡介

▪ 每章研讀

▪ 總結



參考聖經

中文：

• 和合本與新漢語譯-主要參考的
兩本聖經

• 新普及譯本

• 現代中文譯本

• 呂振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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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聖經

英文:

New Living Translation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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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約於主後5-10年出生?? 註:有些聖經學者認為保羅約與耶穌同期出世

參考經文: 徒 21:39保羅說：「我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個無名小
城的公民*，求你准許我向民眾說話。」

• 原名是掃羅, 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註: 

大數為基利家的首府。 她是以財富和學術聞名) ; 她是羅馬帝國的主

要都市之一; 保羅畢業於大數的著名大學, 是羅馬帝國三所主要大學

之一

• 保羅的希伯來名字掃羅 (徒13:9)，原文是: Σαῦλος; Transliteration: 
Saulos; 是「求問神」的意思；

• 他的羅馬名字保羅;原文是: Παῦλος; Transliteration: Paulos; 是「細小、
謙卑」的意思

• 徒十三9 是保羅稱謂的轉捩點：這節以後，使徒行傳的作者稱 “掃羅”

為 “保羅” (徒13:9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

6



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15-20

參考經文: 徒22:3 我是猶太人，原籍基利家的大數，但在這城長大，在迦
瑪列門下按着我們先祖律法嚴格的規定*受教，為神熱心，*正如你們大
家今天一樣。

• 曾於耶路撒冷迦瑪列門下受拉比訓練，使他非常熟悉舊約的聖經、禮
儀、聖殿。

• 參TNIV (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I am a Jew, born in 
Tarsus of Cilicia, but brought up in this city. I studied under Gamaliel and 
was thoroughly trained in the law of our ancestors. I was just as 
zealous for God as any of you are today. (中文可譯成： 我是猶太人， 生
於基利家的大數；但在這城長大。我在迦瑪列門下學習，通曉我們祖
宗的律法。。。。)

• 按照當代的習慣， 孩童要到十來歲才接受拉比的教導。因此保羅可能
是在大數長大， 直至求學時期才搬至耶路撒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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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主後20-32

參考經文: 徒22:4 我曾經迫害這道路的信徒*，要置諸死地，無論
男女都捆綁起來，關進監獄裏； 5 這是大祭司和整個長老院*都可
以給我作見證的。我又從他們那裏得了發給弟兄們的一些信函，
就到大馬士革去，要把那裏的人捆綁起來，帶到耶路撒冷去受
罰。」

• 推算保羅在完成拉比訓練後，就到巴勒斯坦以外的會堂工作；
• 猶太人被擄之後，分散各地居住，社群都設有會堂，會堂成為

教育與敬拜中心。
• 保羅並沒有親眼目睹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他於基督升天後不

久返回耶路撒冷，
• 且很快成為逼迫教會的領導人。
• 他曾經迫害信徒直至死地，把男男女女都捆綁起來，送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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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35年

參考經文: 徒7:57-60
57 他們卻大聲喊叫，捂着耳朵，同心合意地*衝向他，
58 把他趕出城外，用石頭打他。那些見證人把自己的外衣放
在一個叫做掃羅的年輕人腳旁。
59 他們用石頭打司提反的時候，司提反呼求說：「主耶穌啊，
*求你接收我的靈魂！」
60 他又跪下來，大聲喊叫說：「主啊，不要把這罪歸給他
們！」說了這話，他就睡了。

司提反殉道

10



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35年

參考經文: 徒9:1-19
徒22:5-16
徒26:12-18

保羅在大馬色遇復活主，悔改，領受異象
要注意的是第、及的記載有甚麼相同或不

同之處？
『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你用腳踢有刺

的棒子，是不可能的。*』主對保羅說這句話的
意思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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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35-38年

參考經文:加1:16-18
16 在我裏面*啓示他的兒子，要我在外族人當中傳
揚這兒子*的時候，*我並沒有立刻*跟任何人*商
量，
17 也沒有立刻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成為使
徒的人，反而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後再回到大馬
士革。
18 過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與他同
住了十五天。

保羅在亞拉伯三年，裝備自己 12



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38年

參考經文:加1:18 過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與他同住了
十五天。
徒22:17-21
17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聖殿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18 看見
主對我說：『快！要儘快離開耶路撒冷，因為他們必不接受你為我作的
見證。』
19 「我說：『主啊，他們知道我從前到各會堂去把相信你的人關在監裏，
又毆打他們。 20 你的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我也親自*站在一
旁表示贊同，*還替殺他的人看管衣服。』
21 「主對我說：『去吧，因為我要派你到遠方的外族人那裏去。』」

保羅在
信主後，第一次上耶路撒冷15日
領受使命作外邦人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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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38-44

參考經文:徒11:22-26 
22 這事傳到耶路撒冷教會的耳中，他們就派巴拿巴到安
提阿去。 23 他到了那裏，看見神的恩典就喜樂，勸勉
他們各人要心志堅定，恆久忠於主。24 這巴拿巴是個好
人，滿有聖靈和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信了主。
25 巴拿巴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到了，就把掃羅帶
到安提阿去。他們有整整一年和教會一同聚集，教導了
許多人。就是在安提阿，門徒首次被稱為「基督徒」。

保羅在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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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44-47年

參考經文: 徒11:27-12:25

保羅第二次訪問耶路撒冷-猶太地的飢荒 (註: 猶太
地聖經地名。新約時代的巴勒斯坦分為三個地
區：加利利、撒瑪利亞、猶太，屬於羅馬的敘利
亞省。猶太地位於巴勒斯坦南部，大部分是山區，
東部是沙漠。由於耶路撒冷位於那個地區，猶太
地成為猶太人生活的中心)

保羅與巴拿巴帶著捐項去，因先知亞迦布預言耶
路撒冷遭遇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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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46-47年

參考經文:徒13

保羅的第一次傳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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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49年

參考經文:徒14:26-28
26 從那裏乘船往安提阿去。他們當初就是在
這裏被交託在神的恩典中，為要完成他們現
在完成了的工作。 27 他們到了，又聚集了教
會的會眾，就述說神與他們一起*所做的事，
以及神怎樣為外族人開了信仰的門。 28 他們
和門徒同住了不少日子。

保羅回敘利亞的安提阿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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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49年

參考經文:徒15

保羅第三次訪問耶路撒冷 – 耶路撒
冷大會 (Apostolic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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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50-52年

參考經文:徒15:36-18:22

第二次宣教旅程途中見馬其頓異象 {保
羅在馬其頓的工作參徒16:12-40}
• 主後51/52 在亞該亞總督迦流前

受審（徒18:12-17）
• 主後52 返回耶路撒冷及敘利亞的

安提阿（徒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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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52-57年

參考經文:徒20

 保羅的第三次傳道旅程; 與提多在馬其頓會合
第三次宣教旅程，鞏固已建立的教會（徒18:23-2
1:16）

 主後53-55在以弗所兩年（徒19:1 - 20：1）
 主後55年： 再訪馬其頓(徒20:1)
 主後57年：在希臘三個月（徒20：3）
 帶捐款上耶路撒冷(羅15：25-26)
 在聖殿暴動中被抓（徒21:27-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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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57-59年

參考經文:徒23:23-26:32

• 主前57-59： 被腓力斯囚於凱撒利亞
兩年

• 主前59： 在腓斯都前伸辯（徒25:7-
12）

• 主前59： 在亞基帕前伸辯（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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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59年

參考經文:徒27:1-28:16

往羅馬上訴於凱撒-途中遇海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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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被解押去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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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59-62年

參考經文:徒28:16-31

保羅第一次在羅馬被軟禁2年 (期
間寫了: 歌羅西, 以弗所, 腓立比
及腓利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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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62-66年

參考經文: 見下述
1) 主後62年被釋放，由羅馬向東旅行，可能探望歌羅西教會 ，留下提

摩太在以弗所，處理許米乃和腓理徒散佈異端的問題。(腓利門 1:22;  
提前 1:20)

2) 造訪馬其頓、腓立比。可能在此時寫提摩太前書。(提前 1:3)
3) 造訪以弗所，到革哩底，並留下提多在革哩底。(多1:5)
4) 寫了提多書，要求提多到尼哥波立與他會面，主後63年冬天就在該

地過冬。(多3:12-13)
5) 主後64年春天往西班牙進發，一年以後回到小亞細亞，探望米利都，

留下特羅非摩 。(提後 4:20)
6) 重訪特羅亞，留下外衣及皮卷 。(提後 4:13)
7) 到哥林多，留下以拉都 。(提後 4:20)
8) 前往西班牙。(羅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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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生平簡介

大約年份: 主後67-68年

參考經文:提後4:6-8

保羅第二次在羅馬獄中、他是在特
羅亞被捕； 被囚在羅馬瑪摩坦地牢、
殉道(死於尼祿王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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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多媒體聖經教學-認識保羅篇 35



2. 保羅書信簡介

• 新約聖經所列的保羅書信共13卷

• 新約正典中保羅書信是以主題分類排列的

• 正典：大家所公認上帝靈感與默示的書卷，
裝訂成冊

• 保羅寫作書信的年代，與新約聖經的順序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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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書信簡介

2.1.1保羅書信的分類方法-從受信人去分類

給教會的 給個人的

羅馬書 腓利門書

哥林多前、後書 提摩太前、後書

加拉太書 提多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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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書信簡介

2.1.2保羅書信的分類方法-從書信的內容及特
徵區分

組別 書名 大約寫作時期 內容/特徵

1 帖撒羅尼迦前

書

帖撒羅尼迦後

書

第二次傳道旅程 末世論的 (基督的再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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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書信簡介

組別 書名 大約寫作時期 內容/特徵

2 加拉太書 第二次或第三傳道旅

程

救恩及教會論的(基督

的十字架)

羅馬書 第三次傳道旅程

哥林多前書 第三次傳道旅程

哥林多後書 第三次傳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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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書信簡介

組別 書名 大約寫作時期 內容/特徵

3 歌羅西書 第一次被囚時
基督論的(基督的性

格)

腓立比書 第一次被囚時

以弗所書 第一次被囚時

腓利門書 第一次被囚時

4 提摩太前書 第一次被囚後
教牧學的(基督的教

會)
提摩太後書 第一次被囚後

提多書 第一次被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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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書信簡介

2.2 保羅書信的特點:
2.2.1 開場致意：保羅書信中開場致意包含：寄信人、
收信人、問安三部分。保羅在十三封信中，有九封
包含其他人，如：提摩太九次、西拉兩次、及所提
尼一次。教會書信當中的收信人中，有五封給教會，
分別是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加拉太，帖撒羅
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四封給聖徒們，分
別是：羅馬，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
2.2.2 感恩：通常感謝上帝和收信人，只有加拉太和
提多書沒感謝之詞。
2.2.3主要信息：前半段教義，後半段討論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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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結語：

➢ 三一頌 （Doxology of God）：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
上帝，直到永遠！阿們 (羅16:27)。願榮耀歸於我們的父上帝，世
世無窮！阿們 (腓 4:20)。

➢ 祝福 (benediction): 分為三項。 a) 頌榮（Doxology of God）：羅馬
書（16：25-27）、腓立比書（4：20）。 b) 恩典 （Grace）：有八
本書信用我主耶穌基督恩典與你們同在、有五本書信用恩典與你們
同在。 c) 聖吻 (Holy kiss)： 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帖
撒羅尼迦前書。

➢ 簽名：保羅書信中些書信確實是他親筆所寫，如：哥林多前書
（16：21）、加拉太（6：11）、歌羅西書 (4：18)、帖撒羅尼迦後
書(3：17)、腓利門書 (v. 19)。他的長的書信，如：羅馬書由書記記
德丟（Tertius）代寫（羅16：22）。

2. 保羅書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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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約書信概論

新約書信是聖靈感動新約作者們，寫給教會和
門徒有關真理的教義和生活的應用，使人可以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新約書信的格式，大致和當代希臘文化的書信
格式類似。

通常包括四部份﹕

1. 寫信人與收信人關係，

2. 問安與祝福，

3. 正文，

4. 結語與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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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共有27卷
其中書信佔 21 卷
1. 保羅書信佔13卷:
❑致教會 9卷
❑致個人 4卷
據上述的分析，保羅書信在整個新
約中佔了很重要的比例；當中的信
息及要理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3. 新約書信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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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約書信概論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