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城及哥林多前
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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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哥林多城: 據估計，在保羅的時代，哥林多城約有二
十五萬自由人，四十萬奴隸，是當日希臘的主要城
市。哥林多古城早已存在，荷馬稱之為「富有的哥
林多」，但這古城在主前一百四十六年被羅馬所毀
。主前四十二年，凱撒猶流派人重建哥林多城。到
了凱撒奧古斯都時（約主前17年），哥林多城被定
為亞該亞省的首府。專為退休軍人及獲釋奴隸所居。
由是觀之， 哥林多城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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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有關哥林多城

商業：哥林多城位於哥林多地峽口，居商旅要道。
此處有兩個港口，東為堅革哩，西為哩開翁。而
哥林多城就位居海路和陸路交通要道，為附近商
品的轉運中心，而且本身也以產銅和製造銅器出
名。此地的銅器價值甚高，比銀子可貴，差不多
比金子更貴重。另外，陶器、染料、玻璃等產品
亦非常有名，此城出產的「燈」是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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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文化及運動：哥林多的文化具有典型希臘文化
的特徵，當地人醉心希臘哲學，對智慧極為推
崇。不過因為此地是海港和貿易中心，所以哥
林多城也包含了許多各式各樣的人種、文化、
風俗和宗教。哥林多城最出名的是每兩年一次
的地狹運動會。這運動會是一項盛事， 為哥林
多城帶來很好的商機， 同時也間接形成當地的
人好勝、英雄主意、好爭競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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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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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
城-地狹現今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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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
城-地狹運動
會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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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哥
林多人崇尚偶像崇拜。
這地狹運動會也是用
來崇拜他們所信奉的
其中一個假神波塞頓-
Poseidon〔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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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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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宗教：跟據李寶珠博士在她的-哥林多前書-愛的管教（環聖）講座中，
她說哥林多的（假）神約有62個; 其中有三個假神是很有名的，它們
是：
• 阿波羅 (Apollo)-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
• 波塞頓 (Poseidon) -希臘神話中的海神
• 阿富羅底 (Aphrodite) -希臘神話中的愛神 (是一個女神, 即現今所
謂的維納斯女神[Venus]);這些女神的神廟中內有廟妓的制度，依
據古代地理學家史特堡(Strabo)之言，說愛神廟蓄有一千名神妓。
雖然近代學者有人認為這是古希臘時代的狀況，而不是保羅時代
的現象，但廟妓制度的確是影響當日的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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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另有一座醫藥神亞利里比阿(Asc lepieium)神廟，其中的
某些宗教儀式，可能是保羅寫林前 8 和林前 10 「論吃
祭偶像之物」的背後原因。猶太人在此城中也建立了
一座會堂。各地來的商賈旅客，也常在城中建立各地
神祇的廟宇，其宗教可謂五花八門，可惜的是這些宗
教並沒有淨化當地的道德文化，反而促使其進一步敗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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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哥林多城

道德：哥林多城淫佚放蕩，更因為供奉愛神的緣故，用宗
教之名鼓吹嫖妓，使得淫風更盛。由於此城淫佚成風，當
時希臘文中「哥林多人」有「放蕩之人」的意思，而「哥
林多化」幾乎被當成是「淫亂」或「賣淫」的同義詞。而
在希臘的戲劇中，「哥林多人」則被當成「酗酒者」的代
名詞。



哥林多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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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教會：是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時建立的(徒18:1-18), 保
羅因在雅典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 他遂從雅典來到哥林多
（徒18：1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 他遇到
了亞居拉和百基拉, 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 他們就從
義大利來到哥林多。保羅就投奔了他們。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
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每逢安息日、保
羅在會堂裏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 ( 徒 18:1-4) 。保羅
在哥林多傳福音一年半，直到猶太人群起攻擊他，向省長迦流
控告保羅不遂，保羅乃於一段時間之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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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于公元52年坐船经以弗所上耶路撒冷去。當時亞居拉和百基
拉陪伴保罗前往以弗所，並在那里留下来。後來，他们在以
弗所遇见了學問淵博的亞歷山大人亞波羅，並指教他；随後，
他们差派他去哥林多侍奉（徒18:18-28）。此教會大部份是外
邦人，只有少部份是猶太人。大部份信徒是平民，有奴隸，也
有已得釋放的自由人。有少數是富有的人如該猶和以拉都(參
羅16：23 -24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問你們安。城
內管銀庫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土、問你們安。) 及革來氏 (她
是一個尊貴的婦女 )，但仍以中下階層的人為主 (林前 1:26, 
7:21)。

哥林多教會



寫作時間 、 地點及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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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時間地點：大約在西元五十五年，寫於以
弗所。
寫作動機：保羅於公元53年秋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返
回以弗所，並在那裡逗留了約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徒19
章）。保羅可能是在以弗所傳道初期寫下了哥林多前書5
章9節所提到的那封信 (5: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

淫亂的人相交)，但這封信卻被哥林多人誤解（5:10-11），
後來遺失了(而有些學者認為此信的內容部份保留於林後 6:14-
7:1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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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保羅在以弗所遇到革來氏的家人(因他們是到以弗所經
商的), 革來氏的家人也向保羅透露了有關教會紛爭、道德
敗壞、彼此告狀（向外人求審）等的消息。李寶珠博士在
她主講的愛的管教-哥林多前書的講授中，推測革來氏的家
人與保羅在以弗所見面回到哥林多後把與保羅相遇的事告
訴哥林多信徒。由於哥林多教會有很多問題，他們遂去信
保羅，尋求指引。指信由三個代表帶去給保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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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時間 、 地點及動機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之間的書信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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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7：1( 論到你們信上所題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開始，共有四方面’論到’ –
7:1, 25 嫁娶和守童身（獨身）的問題, 
 8:1 吃祭肉問題 , 
 12:1 屬靈的恩賜的問題, 
16:1 聖徒捐錢的問題
此外，保羅亦在信中講及有關復活的教導(林前15:1-58)。
保羅遂針對教會的處境及信徒面對的各種問題，以書信
回答哥林多信徒。



哥林多前書的寫信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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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多媒體聖
經教學-
哥林多前
書導論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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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主題

1:1-9 1.引言

1:1-3 1.1問安

1:4-9 1.2感恩

2:10-6:20 2. 教會問題的處理

1:10-17 2.1 分黨結派之事

1:18-4:5 2.1.1 導致分黨的原因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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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主題

4:6-21 2.1.2 保羅對哥林多信徒的規勸

5:1 – 5:13 2.2 關於教會內有淫亂的事

6:1 – 6:11 2.3 關於教會爭訟向外人求審一事

6:12- 6:20 2.4 在基督裡的自由

7:1-7:40 2.5 關於婚姻於守獨身的教導

8:1-8:13 2.6 論到吃祭過偶像之肉的事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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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主題

9:1 – 9:27 3 保羅對傳福音的承擔

9:1 -9:15 3.1 保羅的剖白

9:16 – 9:27 3.2 保羅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10:1-13 4. 以色列人先祖的鑑戒-不可濫用自由

10:14-33 5. 逃避拜偶像的事-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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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主題

11:1-14:40 6. 教會聚會的秩序與原則

11:1-11:16 6.1 有關蒙頭的教導

11:17-11:34 6.2有關守聖餐的教導

12:1-14:40 6.3 屬靈恩賜及如何運用

12:1-12:31 6.3.1有關屬靈恩賜的教導

13:1 – 13:13 6.3.2關屬靈恩賜運用的原則-愛



哥林多前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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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主題

14:1-14:40 6.3.3 恩賜的運用與聚會的秩序

15:1-15:58 7. 關於復活的教導

16:1-4 8. 關於收集捐款的訓示

16:5-12 9.關於保羅打算再到哥林多見信徒們

16:13-18 10. 對哥林多信徒的勸勉

16:19-16:24 11. 問安與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