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哥林多前、後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哥林多前、後書的作者。 
 指出哥林多前、後書的受書人。 
 舉出哥林多前、後書的目的。 
 默寫哥林多前、後書的鑰節。 
 列出哥林多前、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哥林多前書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在哥林多的信徒。  
 
目的：保羅要處理知道的一些事，和哥林多人提出的一些問題 
  
鑰節：十三 13 
  
生活和事奉原則：愛是基督徒生活和事奉最重要的屬靈關鍵。 
 
主要人物：保羅、提摩太、阿波羅、司提反（又參十六章結語問安的人名） 

 
大綱 

 
壹、 引言：一 1－9 
 甲、 作者們：保羅和所提尼：一 1 
 乙、 讀者們：一 2 
  一、 在哥林多的教會 
  二、 在基督耶穌裡成聖的 
  三、 蒙召作聖徒的 
  四、 所有在各處求告耶穌基督之名的 



 丙、 問安：從上帝和耶穌而來的恩惠和平安：一 3 
 丁、 感恩：一 4－8 
  一、 感恩的性質：一 4 
  二、 感恩的基礎：一 4 
  三、 為他們過去的富足：一 5－6 
  四、 為他們現今的境況：一 7－8 
 戊、 肯定信心：一 9 
 
弍、 教會分爭：一 10－四 21 
 甲、 對關於分爭報告的反應：一 10－17 
  一、 要求彼此合一：一 10 
  二、 消息來源：一 11 
  三、 分爭的性質：一 12 
  四、 質疑分爭：一 13 
  五、 非因保羅的工作引致分爭：一 14－17 
 乙、 反駁教會分爭：一 18－四 5 
  一、 分爭與福音不符：一 18－三 4 

a. 福音不是世上的智慧：一 18－二 5 
i) 以對福音的反應為證據：一 18－25 
ii) 以教會組織為證據：一 26－31 
iii) 以保羅的工作為證據：二 1－5 

b. 福音是屬天的智慧：二 6－三 4 
i) 這智慧的受眾：二 6 
ii) 這智慧的本質：二 6－12 
iii) 領受這智慧：二 13－三 4 

二、 真正的工人：三 5－四 5 
 a. 工人在上帝禾場中工作：三 5－9 

i) 工人的功用：三 5 
ii) 工人的工作和獎賞：三 6－8 
iii) 教訓撮要：三 9 

b. 工人是上帝聖殿的建造者：三 10－23 
i) 工人的工作要受試驗：三 10－15 
ii) 毀壞上帝聖殿的要受懲罰：三 16－17 
iii) 有關作工人的觀念：三 18－23 

c. 工人是上帝奧秘事的管家：四 1－5 
i) 作工人的應有態度：四 1 
ii)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有忠心：四 2 
iii) 主是管家的審判官：四 3－4 



iv) 要求待主再來時才作判決：四 5 
丙、 向哥林多人的要求：四 6－21 
一、 應用論點處理分爭：四 6－21 
 a. 應用的目的：四 6 
 b. 未視末幹為恩賜：四 7 
 c. 結果：四 8 

d. 使徒的經驗：四 9－13 
i) 使徒低微身份：四 9 
ii) 使徒與哥林多人的比較：四 10 
iii) 使徒的經驗：四 11－13 

  二、 要求效法自己：四 14－17 
   a. 他寫信的目的：四 14 
   b. 他是信徒們屬靈的父親：四 15－16 
   c. 差派提摩太往那裡的原因：四 17 
  三、 警告人有諸內而形於外：四 18－21 
   a. 一些信徒的高傲態度：四 18 
   b. 保羅快到哥林多：四 19－21 
 
叁、 教會中的道德問題：五 1－六 20 
 甲、 淫亂：五 1－13 
  一、 懲罰亂倫的人：五 1－8 
   a. 這罪的本質：五 1 
   b. 教會未採行動：五 2 

c.   審判犯罪的人：五 3－5 
e. 要求教會有所行動：五 6－8 

二、 處理這類事情的一般原則：五 9－13 
a. 保羅過去的教導：五 9－11 
b. 要求照這原則實行：五 12－13 

乙、 人間法庭訴訟的罪：六 1－11 
 一、 有關這類訴訟：六 1 
 二、 由教會處理糾紛的理由：六 2－6 

a. 因為教會要審判日後的事：六 2－3 
b. 因為他們無資格審理教會事務：六 4－5 
c. 因為這樣顯示教會無能作出裁決：六 5－6 

三、 結果：六 7－8 
四、 慎防不義：六 9－11 

 丙、 身體聖潔：六 12－20 
  一、 基督徒自由的規範：六 12 



  二、 這原則兩方面的應用：六 13－14 
a. 食物：六 13 
b. 性：六 13－14 

三、 信徒身體的本質嚴禁淫亂：六 15 
四、 兩種結合的比較：六 16－17 
五、 務要逃避淫亂：六 18 
六、 淫亂這罪的本質：六 18 
七、 身體的正確使用：六 19－20 

 
肆、 婚姻：七 1－40 
 甲、 結婚和獨身（因屬靈原故守身）的問題：七 1－9 
  一、 獨身生活的認可：七 1 
  二、 有關婚姻生活的教訓：七 2－6 
   a . 應當結婚的理由：七 2 
   b. 婚姻關係的本質：七 2 

c. 婚姻關係中的責任：七 3－4 
d. 性關係的守則：七 5－6 

三、 結婚和獨身都可行：七 7 
四、 給未婚者的忠告：七 8－9 

 乙、 結婚和離婚的問題：七 10－16 
  一、 對基督徒夫婦的吩咐：七 10－11 

a. 作出吩咐的權柄：七 10 
b. 吩咐的內容：七 10－11 

二、 給與未信者結婚的吩咐：七 12－16 
a. 吩咐的本質：七 12 
b. 吩咐的內容：七 12－16 

i) 信徒不可提出離婚：七 12－14 
ii) 不信配偶提出離婚：七 15－16 

丙、 信徒人生和在世上的身份：七 17－24 
 一、 信徒人生的基本原則：七 17 
 二、 在人生中應用這原則：七 18－24 

a. 在信仰上應用這原則以示分別：七 18－20 
b. 在信徒社會地位上應用這原則：七 21－24 

丁、 給未婚者的忠告：七 25－40 
 一、 給處女的忠告：七 25－35 

a. 忠告的本質：七 25－27 
b. 忠告的理由：七 28－31 
c. 這忠告帶來的自由：七 33－35 



二、 忠告有適婚女兒的家長：七 36－38 
a. 準許結婚的情況：七 36 
b. 不容結婚的情況：七 37 
c. 兩者皆可：七 38 

三、 給寡婦的忠告：七 39－40 
 
伍、 拜祭偶像的食物：八 1－十一 1 
 甲、 愛心和知識的關係：八－13 
  一、 知識還需有愛心：八 1－3 
  二、 因知識而有的自由：八 4－8 

a. 食的自由：八 4－6 
b. 對良心軟弱者造成危險：八 7 
c. 食物不能影響與上帝的關係：八 8 

三、 慎防令信心軟弱的弟兄犯罪：八 9－12 
a. 警告有知識的人：八 9 
b. 這樣知識的影響：八 10 
c. 憑知識行事的後果：八 11－12 
d. 甘願限制自由：八 13 

乙、 保羅甘願限制自由的榜樣：九 1－27 
 一、 他作使徒的權柄：九 1－3 
 二、 他作使徒的權利：九 4－12 

a. 聲稱有權：九 4－7 
b. 聲明合理：九 8－12 

三、 他放棄這些權利的原因：九 12－23 
a. 不願阻隔福音：九 12－14 
b. 給他誇口的基礎：九 15－18 
c. 使更多人被基督得著：九 19－23 

四、 要求眾人效法他：九 24－27 
 丙、 以色列的歷史是濫用自由的殷鑑：十 1－13 
  一、 重提以色列的歷史：十 1－5 

a. 以色列的特權：十 1－4 
b. 以色列的結局：十 5 

二、 以色列的歷史前車可鑑：十 6－11 
a. 以色列歷史的教訓：十 6－10 
b. 以色列經驗的意義：十 11 

三、 勸勉落在試探中的人：十 12－13 
a. 慎防跌倒：十 12 
b. 鼓勵正受試探的人：十 13 



四、 籲勿拜偶像：十 14－22 
a. 逃避拜偶像：十 14 
b. 不應參與的理由：十 15－22 

i) 聽這些話的人：十 15 
ii) 參與的意義：十 16－22 

丁、 概述行為一般原則：十 23－十一 1 
 一、 局限基督徒的自由：十 23 
 二、 考慮別人的感受：十 24 
 三、 有關市上售賣的肉：十 25－30 

a. 在家中吃：十 25－26 
b. 與不信的人一起吃：十 27－30 

戊、 總結教訓：十 31－十一 1 
 一、 凡事都要榮耀上帝：十 31 
 二、 與所有人保持正確關係：十 32－33 
 三、 效法使徒的榜樣：十一 1 

 
陸、 公開敬拜：十一 2－十四 40 
 甲、 婦女蒙頭：十一 2－16 
  一、 稱讚她們的順服：十一 2 
  二、 從屬的原則：十一 3－6 
  三、 確立從屬的原則：十一 7－15 

a. 按創造關係：十一 7－12 
b. 按屬靈關係：十一 13－15 
c. 結論：十一 16 

乙、 與聖餐有關的混亂：十一 17－34 
 一、 哥林多人聖餐時秩序大亂：十一 17－22 

a. 混亂的本質：十一 18－21 
i) 他們分爭的報告：十一 18－19 
ii) 聖餐時秩序混亂的情況：十一 20－21 

b. 斥責不守規矩：十一 22 
二、 聖餐：十一 23－28 

a. 聖餐的啟示：十一 23 
b. 聖餐的秩秩：十一 23－25 
c. 聖餐的意義：十一 26 
d. 不按理領受：十一 27 
e. 按理領受：十一 28 

三、 不守規矩的後果：十一 29－34 
 丙、 關於在教會中使用屬靈恩賜：十二 1－十四 40 



  一、 賜下恩賜：十二 1－31 
a. 測試聖靈：十二 1－3 

i) 願意信徒明白：十二 1 
ii) 重提他們過去的境況：十二 2 
iii) 聖靈感動下說話的測試：十二 3 

b. 恩賜多元化：十二 4－11 
i) 同一源頭：十二 4－6 
ii) 恩賜的目的：十二 7 
iii) 各樣恩賜：十二 8－10 
iv) 各樣恩賜的源頭：十二 11 

c. 基督身體的本質：十二 12－31 
i) 身體的合一：十二 12 
ii) 歸入身體：十二 13 
iii) 身體內的協調：十二 14－26 
iv) 身體的身份：十二 27 
v) 肢體不同的功用：十二 28－31 

二、 運用恩賜：十三 1－13 
a. 運用恩賜需有愛：十三 1－3 

i) 方言恩賜需在愛中行使：十三 1 
ii) 愛和最大的恩賜：十三 2 
iii) 愛和賙濟：十三 3 

b. 愛的特徵：十三 4－7 
i) 愛的負面特徵：十三 4－6 
ii) 愛的正面特徵：十三 6－7 
iii) 愛的優越性：十三 8－13 
iv) 愛與短暫事物的比較：十三 8－12 
v) 愛在永恒事物中最大的：十三 13 

三、 正確運用恩賜：十四 1－40 
a. 方言和預言的比較：十四 1－25 

i) 兩者在教會中的價值：十四 1－19 
ii) 對不信者的功用：十四 20－25 

b. 有秩序地使用方言和預言：十四 26－36 
i) 在聚會中的秩序：十四 26 
ii) 有關敬拜聚會的教導：十四 27－36 

c. 結朿前的話：十四 37－40 
 

柒、 復活：十五 1－58 
 甲、 基督復活的福音：十五 1－11 



  一、 宣講和接受福音：十五 1－2 
  二、 福音的本質：十五 3－4 
  三、 基督復活的見證人：十五 5－10 
  四、 撮要：十五 11 
 乙、 基督復活的必須：十五 23－34 
  一、 因救恩基督必須復活：十五 12－19 

a. 有人不信復活：十五 12 
b. 不信的後果：十五 13－19 

  二、 復活的歷史必須：十五 20－28 
a. 歷史上必須：十五 20 
b. 上帝的規定：十五 21－22 
c. 在這計劃中上帝的秩序：十五 23－28 

i) 基督復活成了初熟的果子：十五 23 
ii) 主再來時在基督裡的都要復活：十五 23 
iii) 上帝計劃的終結：十五 24－28 

三  基督徒現今的行為需要基督復活：十五 29－34 
a. 關於人洗禮：十五 29 
b. 有關危害個人生命：十五 30－34 

i) 這樣的行為愚不可及：十五 30－32 
ii) 斥責：十五 33－34 

四、 基督徒復活的盼望：十五 35－58 
 a . 肉身復活的本質：十五 35－49 

i) 關於身體復活：十五 35 
ii) 回答：十五 36－49 

b. 帶來身體復活的改變：十五 50－58 
i) 改變的條件：十五 50 
ii) 改變的本質：十五 51－52 
iii) 改變的要求：十五 53 
iv) 改變的勝利：十五 54－57 
v) 呼籲要堅持：十五 58 

 
捌、 實踐和個人事項：十六 1－24 
 甲、 收集捐款的教導：十六 1－4 
  一、 給加拉太教會的教導：十六 1 
  二、 收集捐款的方法：十六 2 
  三、 傳遞捐款：十六 3－4 
 乙、 計劃探訪哥林多：十六 5－12 
  一、 保羅的探訪：十六 5－9 



  二、 提摩太的探訪：十六 10－11 
  三、 阿波羅的探訪：十六 12 
 丙、 最後勸勉哥林多人：十六 13－14 
 丁、 認可從哥林多來的代表：十六 15－18 
  一、 司提反一家：十六 15－16 
  二、 提及要來的三位代表：十六 17－18 
 戊、 最後問安：十六 19－24 
  一、 代;別人問安：十六 19－20 
  二、 保羅親身問安：十六 21－24 

a. 親筆簽名：十六 21 
b. 最後提醒：十六 22 
c. 祝福：十六 23 
d. 愛的表示：十六 24 
  

哥林多後書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在哥林多的信徒 
 
目的：主要是重新建立他的使徒權柄，同時處理另一些重要的問題（見八 10）。  
 
鑰節：十二 9 
  
生活和事奉原則：人的軟弱讓上帝有機會彰顯大能。 
 
主要人物：保羅、提摩太、提多。 
 

大綱 
 
壹、 引言：一 1－11 
 甲、 問安：一 1－2 
  一、 從：保羅和提摩太：一 1 
  二、 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在亞該亞的聖徒：一 1 
  三、 恩惠平安從上帝和耶穌而來：一 2 
 乙、 受苦：一 3－11 
  一、 為受苦讚美上帝：一 3 



a. 耶穌基督的父 
b. 慈悲的父 
c. 賜各樣安慰的上帝 

二、 受苦的益處：一 4－7 
a. 我們受了安慰便能安慰別人：一 4 
b. 在基督裡得安慰：一 5 
c. 給別人的安慰和救恩：一 6－7 

三、 受苦的榜樣：在亞細亞的保羅：一 8－11 
 

第一部份： 
事奉方面的勸勉 
一 12－七 16 

 
壹、 保羅的為：一 12－14 
 甲、 他的見證：一 12 
  一、 簡明 
  二、 聖潔和誠實 
  三、 不是靠人的聰明 
  四、 靠上帝的恩典 
 乙、 他的信：一 13 
 丙、 他的關係：一 14 
 丁、 他的計劃：一 5－二 4 
  一、 本來的計劃：一 15－16 
  二、 改變計劃：一 17－22 
  三、 改變的原因：一 22－二 4 
 戊、 關於悔改的人的教導：二 5－11 
  一、 所犯的罪：二 5 
  二、 建議的行動：二 6－8 
  三、 行動的動機：二 9－11 
 
弍、 事奉的性質：二 12－六 10 
 甲、 事奉的誇勝：二 12－17 
  一、 在特羅亞的不安：二 12－13 
  二、 在基督裡的誇勝：二 14－17 
 乙、 事奉的權柄：三 1－3 
  一、 關於他們的權柄：三 1 
  二、 權柄的基礎：三 2－3 
 丙、 事奉的榮耀：三 4－18 



  一、 上帝加力：三 4－6 
  二、 是榮耀的事奉：三 7－11 
  三、 是簡單的事奉：三 12 
  四、 是公開、上帝啟示的事奉：三 13－16 
  五、 是叫人得自由的事奉三 17 
  六、 是個叫生命變成主形象的事奉：三 18 
 丁、 事奉中的堅忍：四 1－五 10 
  一、 人被蒙蔽仍舊堅持：四 1－7 

a. 工人的真誠：四 1－2 
b. 失喪人靈裡瞎眼：四 3－4 
c. 撒但對抗：四 4 
d. 福音的光穿破黑暗：四 5－6 
e. 瓦器中的寶貝：四 7 

二、 在苦難中堅忍：四 7－15 
a. 細述苦難：四 8－9 
b. 苦難的目的：四 10－12 
c. 在苦難中得勝：四 13－15 

三、 盼望使人堅忍：四 16－五 10 
a. 今生的盼望：四 16－18 
b. 來生的盼望：五 1－10 

四、 這盼望影響目前的態度：五 6－8 
a. 坦然無懼：五 6 
b. 信心：五 7 
c. 毋懼死亡：五 8 
d. 主喜悅的生活：五 9 

五、 盼望的結局：五 10 
 戊、 事奉的動機：五 11－17 
  一、 敬畏主：五 11 
  二、 關心別人：五 12－13 
  三、 愛基督：五 14－15 
  四、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五 16－17 
 己、 事奉的信息：五 18－21 
  一、 工人的地位：和好：五 18 
  二、 工人的事奉：使人和好：五 18－19 
  三、 工人的呼籲：與上帝和好：五 20 
  四： 信息基礎：五 21 
 
叁、 事奉概要：六 1－10 



 甲、 工人的身份：與上帝同工：六 1 
 乙、 工人的呼求：六 1－2 
 丙、 工人的操守：六 3－10 
  一、 消極的：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六 3 
  二、 積極的：在各樣事上表明是上帝用人：六 4－10 

a. 忍耐：六 4 
b. 患難：六 4 
c. 窮乏：六 4 
d. 困苦：六 4 
e. 鞭打：六 5 
f. 監禁：六 5 
g. 擾亂：六 5 
h. 勤勞：六 5 
i. 警醒：六 5 
j. 不食：六 5 
k. 廉潔：六 6 
l. 知識：六 6 
m. 恒忍：六 6 
n. 恩慈：六 6 
o. 聖靈的感化：六 6 
p. 無偽的愛心：六 6 
q. 真實的道理：六 7  
r. 上帝的大能：六 7 
s. 仁義的兵器：六 7 
t. 惡名、美名：六 8 
u. 榮耀、羞辱：六 8 
v. 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六 8  
w. 似不為人知，卻是人所共知：六 9 
x. 似乎畏死，卻是著：六 9 
y. 受責罰，卻不至喪命：六 9 
z. 似乎憂愁，卻是喜樂：六 10 
aa. 似乎貧窮，卻叫多人富足：六 10 
bb.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六 10 

 
肆、 這事奉帶來的呼籲：六 11－七 4 
 甲、 父般的呼籲：六 11－13 
 乙、 分別出來的呼籲：六 14－七 1 
  一、 分別出來的命令：六 14 



  二、 分別出來的論據：六 14－16 
  三、 分別出來的結果：六 17－18 

a. 除掉：六 17 
b. 收納：六 17 
c. 關係：六 18 

丙、 呼籲潔淨自己：七 1 
丁、 呼籲愛：七 2－4 

 
伍、 事工的認可：七 5－16 
 甲、 在馬其頓遭患難：七 5 
 乙、 提多要來：七 6－7 
  一、 藉提多帶來安慰：七 6 
  二、 他的信息 
 丙、 保羅以前的信：七 8－12 
  一、 這些書信：七 8 
  二、 這些書信帶來的結果：七 8－11 

a. 敬虔的憂愁：七 8－9 
b. 懊悔：七 9－10 
c. 得救：七 10 
d. 謹慎：七 11 
e. 自潔：七 11 
f. 自恨：七 11 
g. 恐懼：七 11 
h. 想念：七 11 
i. 熱心：七 11 
j. 自責：七 11 
k. 在一切事上表明自己：七 11 

三、 前信的目的：七 12 
 丁、 因提多心裡暢快而有的喜樂：七 13－15 
 戊、 對哥林多信徒的信心：七 16 
 
 

第二部份 
呼籲捐款 
八 1－九 15 

 
壹、 實例：馬其頓人的捐獻：八 1－6 
 甲、 解釋他們的捐獻：八 1 



 乙、 他們捐獻時的境況：八 2 
  一、 受大試煉 
  二、 滿有喜樂 
  三、 極窮乏 
  四、 甘心樂意 
 丙、 捐獻的方式：八 3－5 
 丁、 捐獻的結果：八 6 
 
弍、 勸喻：求捐助：八 7－15 
 甲、 呼籲：八 7 
 乙、 捐獻的動機：八 8－12 
  一、 愛心：八 8 
  二、 耶穌基督的榜樣：八 9 
  三、 願作的心：八 9－12 
 丙、 均平捐獻的原則：八 13－15 
 
叁、 往哥林多的差使：八 16－九 5 
 甲、 認可這些差使：八 16－24 
  一、 提多到哥林多：八 16－17 
  二、 與提多一起的弟兄們：八 18－22 
  三、 稱讚這些差使：八 23 
  四、 請求妥善接待這些人：八 24 
 乙、 解釋派這些人：九 1－5 
  一、 亞讓亞收集捐款的情況：九 1－2 
  二、 差派這些弟兄收集捐款的原因：九 3－4 
  三、 差遣：九 5 
  
肆、 樂意捐獻的福氣：九 6－15 
 甲、 捐獻的基本原則：九 6 
 乙、 捐獻的正確態度：九 7 
 丙、 樂意捐獻的結果：九 8－14 
  一、 恩賜皆來自上帝：九 8 
  二、 凡事上充足：九 8 
  三、 多行各樣善事：九 8 
  四、 賙濟窮人：九 9 
  五、 物質福氣：九 10 
  六、 屬靈福氣：九 10 
  七、 增添仁義的果子：九 10 



  八、 凡事富足：九 11 
 丁、 接受捐款者的反應：九 11－14 
  一、 感謝上帝：九 11－13 
  二、 想念捐款者：九 14 
 戊、 捐獻蒙福的基礎：九 15 
 
伍、 辯護：保羅為自己的事奉申辯：十 1－十二 10 
 甲、 能力：使徒的權柄：十 1－18 
  一、 向教會申訴：十 1－6 
   a . 申訴的基礎：十 1 
   b. 申訴的內容：十 2 
   c. 細說個人爭戰：十 3－6 
    i)   爭戰的屬靈性質：十 3 

ii) 爭戰的屬靈兵器：十 4 
iii) 爭戰中的連場戰事：十 5－6 

乙、 給被誤導的會友的答案：十 7－11 
 一、 要考慮現實：十 7 
 二、 確證自己的權柄：十 8－9 
 三、 批評：十 10 
 四、 警告「這等人」：十 11 
丙、 假師傅們的聲明：十 12－18 
 一、 假師傅的誇口：十 12 
 二、 合理的誇口：十 13－18 

a. 度量的標準：十 13 
b. 度量的成就：十 14－18 

 
陸、 使徒身份：保羅的誇口：十一 1－十二 13 
 甲、 他請求容許誇口：十一 1－4 
  一、 請求：十一 1 
  二、 理由：十一 2－4 

a. 對他們的關心：十一 2 
b. 對他們的憂慮：十一 3－4 

乙、 否認自卑：十一 5－15 
 一、 他的身份：十一 5 
 二、 他的講道：十一 6 
 三、 他的事奉：十一 7－15 
丙、 保羅自誇的理由：十一 16－十二 10 
 一、 自誇的準備：十一 16－21 



a. 逼不得已：十一 16－17 
b. 必須如此：十一 18 
c. 自誇中的安慰：十一 19－21 

二、 首次自誇：十一 22－33 
a. 以肉體自誇：十一 22 
b. 以事奉自誇：十一 23－29 
c. 以疾病自誇：十一 30－33 

三、 第二次誇口：十二 1－10 
a. 對自誇的感受：十二 1\ 
b. 以異象自誇：十二 2－5 
c. 以軟弱自誇：十二 6－10 

丁、 回顧自誇：十二 11－13 
 一、 對自誇的感受：十二 11 
 二、 自誇的原因：十二 11－13 

a. 他們不稱讚保羅：十二 11 
b. 他們理當讚賞保羅：十二 11－13 

 
柒、 使徒想探望哥林多：十二 14－十三 10 
 甲、 服侍他們：十二 14－18 
  一、 無償的服侍：十二 14 
  二、 這樣態度的原因：十二 14 
  三、 樂意為他們費財費力：十二 15 
  四、 斥責他們的毀謗：十二 16－18 
 乙、 關心到哥林多時的情況：十二 19－21 
  一、 矯正錯謬的印象：十二 19 
  二、 關心哥林多人：十二 20－21 
 丙、 到達後的計劃：十三 1－4 
  一、 展開調查：十三 1－2 
  二、 給他們憑據：十三 3－4 
 丁、 向哥林多信徒最後呼籲：十三 5－10 
  一、 要自己省察：十三 5－10 
  二、 要為自己禱告：十三 7－9 
  三、 寫信的目的：十三 10 
 

結語 
十三 11－14 

 
壹、 勸勉：十三 11 



 甲、 命令：十三 11 
  一、 作完全人 
  二、 要受安慰 
  三、 要同心合意 
  四、 要彼此和睦 
 乙、 結果：十三 11 
 
弍、 結朿前問安：十三 12－13 
 
叁、 祝福：十三 14 
 甲、 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乙、 上帝的慈愛 
 丙、 聖靈的感動 

 
 
 

 
 
 
 
 
 
 
 
 
 
 
 
 
 
 
 
 
 
 
 
 
 



自我測驗 
 
1. 誰是哥林多前、後書的作者？ 
 

                                                                   
 

2. 舉出哥林多前書的目的。 
 

                                                                   
 

3. 誰是哥林多前書的受書人？ 
 

                                                                     
 

4. 列出哥林多前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哥林多前書的鑰節。 
 

                                                                   
 
6. 舉出哥林多後書的目的？ 
 

                                                                   
 

7. 誰是哥林多後書的受書人？ 
 

                                                                   
 
8. 列出哥林多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9. 默寫哥林多後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研讀林前三 10－15，並找出下列： 
 
 ──建築物    ──建築材料 
 ──房屋主人   ──樓房測試 
 ──建築工人 
 
2.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他們開除一個不肯悔改的犯罪會 
友（林前五 1－8）。在哥林多後書，他吩咐教會要接納那些願意悔改的人（林
後二 6－11）。 

 
3. 哥林多後書有很多關於撒但和工作的記載。參二 10－11；四 4；十一 3，13 

－15十二 7。 
 
4. 哥林多後書給信徒四個不同的稱號，這是其它書卷沒有的：薦信：三 2－3；
基督馨香之氣：二 15；瓦器裡的寶貝：四 7；基督的使者：五 20。 

 
5. 上帝容許信徒受苦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本書中有提及：一 1－6。 
 
6. 保羅吩咐哥林多信徒：「你們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林前四 16；
十一 1）。研究哥林多前書中保羅作出的榜樣： 

 
 ──忠於信息、方法和動機：二 1－5 
 ──建築穩固：三 10－23 
 ──福音真理的管家：四 1－6 
 ──為耶穌忍受苦難：四 9－16 
 ──體恤軟弱的弟兄：六 12，八 13 
 ──放棄個人權利：九 12－18 
 ──為得靈魂甘願捨己：九 19－23 
 ──自制：九 27；十 33 
 ──公開場合中恰當自制：十四 18－20 
 ──謙卑：十五 9－10 
 
7. 林前十五是聖經中有關信徒復活最長的一段經文。研究會出現的改變： 
 
 ──身體像種子（死了、被埋葬）朽壞，透過復活變成不朽壞。 
 ──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 



 ──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 
 ──所種的是有形的身體，復活的是天上的身體。 
 ──所種的是必死的身體，復活的是不死的身體。 
 
8. 研讀林後七 10。列出依上帝的意思憂愁和世俗憂愁的分別。 
 
9. 研讀林後六 8－11，寫出其中一些不同的地方。 
 
10. 研讀關於哥林多教會的立和歷史：徒十八 1－18；十九 1－22；廿 3，31。 
 
11. 上帝是否在寫「書信」？讀林後三 3。信徒是一封薦信，上帝用來向世人宣

示祂的信息。 
 
12. 林前十二至十四章論到在教會中運用恩賜。利用下面的筆記來研讀這段經
文： 

 
屬靈恩賜 

 
聖靈隨己意把這些恩賜分給信徒：十二章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只有一位：4－11 
  ──肢體很多，身體只有一個：12－27 
  ──事奉方法很多，教會只有一個：28－31 
 
 在愛中運用恩賜才有價值：十三章 
   ──沒有愛，屬靈恩賜不能發生功效：1－3 
  ──愛的特徵：4－8 
  ──愛是最大的恩賜：9－13 
 
 要切慕先知講道的恩賜：十四章 
  ──造就教會：1－22 
  ──感動不信的人：23－28 
  ──要正確使用：2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