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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料

科林林斯（Κόρινθος; 英語：Corinth: 發⾳音[ˈkorinθos]），
在新約聖經中⼜又譯哥林林多，是希臘的⼀一座歷史名城，亦
是今⽇日科林林⻄西亞州的省會，有約2.4萬居⺠民。科林林斯位
於連接⼤大陸和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科林林斯地峽上，⻄西⾯面是
科林林斯灣，東⾯面是薩羅尼科斯灣（Saronikos Kolpos）。
位於雅典⻄西南⽅方78公⾥里里。科林林斯地峽兩兩側是⼭山脈。在古
代，船隻要穿過地峽的話，需要動⽤用拉⾞車車把船從地峽的
⼀一邊拉到另⼀一邊的海海岸；現已開鑿運河以⽅方便便船隻通過。





古代船隻要經過哥林林多地峽就得被在陸路路上從地峽的⼀一邊拽到另⼀一邊，
因此哥林林多位於希臘的交通要道上。



哥林林多遺跡



哥林林多式柱建築



背景資料料

前146年年古羅⾺馬摧毀了了哥林林多。前44年年凱撒在這裏重新建
城。在羅⾺馬時代它是⼀一座以其奢侈和昂貴的⽣生活⽽而著稱的
繁榮的商業城市。在城內羅⾺馬⼈人、希臘⼈人和猶太⼈人共居，
它是亞該亞省的省會。

古代船隻要經過哥林林多地峽就得被在陸路路上從地峽的⼀一邊
拽到另⼀一邊，因此哥林林多位於希臘的交通要道上。

它是雅典、底比斯的最強⼤大的競爭者。它也是阿佛羅狄忒
（Aphrodite）的崇拜中⼼心（相對於羅⾺馬的女神維納斯）



背景資料料

哥林林多衛城上是供奉阿佛洛洛狄忒（Aphrodite）神
廟。神廟內奉養了了超過⼀一千名廟妓，所以哥林林多是⼀一
個非常墮落落的地⽅方

那裡還有很多異異教廟宇，包括還存留留的阿波羅神廟

它還是地峽運動會（Isthmian Game）的主辦地



阿波羅神廟遺址



地峽運動會（ISTHMIAN GAME）
僅次於奧林林匹克的比賽，每兩兩年年舉辦⼀一次，在奧運的前後舉⾏行行

為了了尊崇希臘海海神波賽冬（Poseidon），參參賽者要證明他們已經個⼗十個⽉月以上的克
苦訓練，再在比賽三⼗十天前參參加練習合格的才可作賽。

項⽬目：

⾺馬⾞車車比賽；潘克拉辛Pankration (已失傳，類類似中國武術的全⾝身格⾾鬥)

摔⾓角

⾳音樂樂樂樂與詩詞比賽（女性可以參參加）

拳擊

獎品是松葉葉造的花環（榮耀），連皇帝與王⼦子也想入選參參賽



地峽運動會（ISTHMIAN GAME）
林林前 9:24-27(新譯):

24 難道你們不知道，在場上賽跑的⼈人，雖然⼤大家都跑，但得
獎的只有⼀一個⼈人嗎？你們都應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可以得獎。

25 凡參參加運動比賽的，在⼀一切事上都有節制；他們這樣作，
不過要得到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朽的冠冕。

26 所以我奔跑，不是沒有⽬目標的；我⾾鬥拳，不是打空氣的。

27 我要克制⾃自⼰己的⾝身體，叫⾝身體服我，免得我傳了了給別⼈人，
⾃自⼰己反⽽而落落選了了。



經⽂文內證



作者與讀者

林林前 1:1-2(新譯):

1 奉　神旨意蒙召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蘇提尼弟兄，

2 寫信給在哥林林多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已經被分別為聖，蒙召為聖徒的
⼈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徒 18:1-18(新譯):

1 此後，保羅離開雅典，來來到哥林林多，

2 遇⾒見見⼀一個⽣生在本都的猶太⼈人，名叫亞居拉。因為⾰革老丟下令所有的猶太⼈人都要離開
羅⾺馬，所以亞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基拉從意⼤大利利來來了了，保羅就去找他們。

3 他們是以做帳棚為業的，因為是同業，保羅就與他們同住，⼀一同⼯工作。



作者與讀者

4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辯論，勸導猶太⼈人和希臘⼈人歸主。

5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下來來的時候，保羅就專⼼心傳揚主的道，向猶太⼈人極⼒力力證明耶穌是基督。

6 但是他們抗拒、褻瀆，保羅就抖著衣服，對他們說：“你們的罪你們⾃自⼰己承擔，這與我無關。從
今以後，我要到外族⼈人那裡去了了。”

7 他離開那裡，到了了提多．猶⼠士都的家去。這⼈人是敬拜　神的，他的家靠近會堂。

8 會堂主管基利利司布和他全家都信了了主，許多哥林林多⼈人也聽了了道，信了了主，⽽而且受了了洗。

9 夜裡，主藉著異異象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10 有我與你同在，必定沒有⼈人能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有許多屬我的⼈人。”

11 保羅在那裡住了了⼀一年年零六個⽉月，把　神的道教導他們。

12 當迦流作亞該亞省長的時候，猶太⼈人⼀一致起來來攻擊保羅，拉他到審判臺前，



作者與讀者

13 說：“這個⼈人勸⼈人不照著律律法去敬拜　神。”

14 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對猶太⼈人說：“猶太⼈人啊，如果有犯法或邪惡惡的罪⾏行行，我當
然要耐⼼心聽你們；

15 但所爭論的若若是關於字句句、名稱和你們的律律法，你們就應當⾃自⼰己處理理。我不願意審
判這件事！”

16 於是就把他們從審判臺前趕出去。

17 眾⼈人揪住會堂主管蘇提尼，在審判臺前打他。這些事迦流⼀一概不理理。

18 保羅住了了許多⽇日⼦子，然後辭別弟兄們，坐船去敘利利亞，同⾏行行的有百基拉和亞居拉。
他因為許過願，現在期滿了了，就在堅⾰革⾥里里剃了了頭髮。



寫作⽇日期及地點

林林前 16:5-8(新譯):

5 我現在正要路路過⾺馬其頓。過了了⾺馬其頓，我就會到你們那裡去。

6 我也許會和你們同住⼀一些時候，甚⾄至和你們⼀一同過冬；這樣，我無
論要到哪裡去，你們都可以給我送⾏行行。

7 我不願意只是順路路⾒見見⾒見見你們，主若若許可，我盼望和你們同住⼀一個時
期。

8 不過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節

• 在保羅第⼆二次傳道旅程，約在55AD寫成



寫作⽇日期及地點

徒 18:11(新譯):

11 保羅在那裡住了了⼀一年年零六個⽉月，把　神的道教導他們。

徒 19:1(新譯):

1 亞波羅在哥林林多的時候，保羅經過內地⼀一帶，來來到以弗所。他遇⾒見見幾個⾨門
徒

徒 20:31(新譯):

31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記念念我三年年之久，晝夜不停地帶著眼淚勸戒你們各⼈人



寫作原因

5:9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5:10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行淫亂的，或貪婪的，勒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若是這樣，
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 

5:11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若有稱為弟兄是⾏行行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

或辱罵的，或醉酒 的，或勒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

== 1:11 因為⾰革來來⽒氏家裡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來，說你們中間有分爭。 

— 16:17 司提反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裡來來，我很喜歡；因為你們待我有不及之
處，他們補上了了。 16:18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

==7:1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7:2 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
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有關哥林林多教會

哥林林多教會是在保羅第⼆二次旅⾏行行佈道時建立的(徒18:1-
18)，保羅在哥林林多傳福⾳音⼀一年年半，直到猶太⼈人群起攻擊
他，向省長迦流控告保羅不遂，保羅乃於⼀一段時間之後離
開。除了了哥林林多前後書之外，保羅還寫了了另外兩兩封信來來給
此教會(林林前5:9 林林後2:4)。

此教會具有各樣的恩賜，但是因為靈性仍然幼稚，以致內
部問題叢⽣生。此教會⼤大部份是外邦⼈人，只有少部份是猶太
⼈人。⼤大部份信徒是平⺠民，有奴隸，也有已得釋放的⾃自由⼈人。
有少數是富有的⼈人，但仍以中下階層的⼈人為主。



哥林林多前書

作者：保羅，本書的內⽂文和早期教會著作都承認保羅是作者。⻄西元九⼗十六年年， 
羅⾺馬的⾰革利利免已經證實保羅是本書作者，這也是今⽇日新約學者的共識。

「所提尼」：可能是在哥林林多因為保羅⽽而被鞭打的那位「所提尼」(徒
18:17)，他原是管會堂的。保羅提到他的名字，可能因為他是代筆
的，或者是因為哥林林多教會認識他。

收信⼈人：哥林林多教會。

寫作時間地點：⼤大約在⻄西元五⼗十五年年，寫於以弗所。

寫作動機：由於⾰革來來⽒氏的家⼈人帶來來教會紛爭的消息，保羅乃去信糾正
信徒分⾨門結黨與敗壞的道德⾏行行為，同時答覆教會來來信所提出的問題。



結構

• 1：1-9 信件的開始

• 1：10 - 6：20 回應⾰革來來⽒氏家⼈人所告知的問題

• 1：10 - 4：21 教會分裂

• 5：1 - 6：20 淫亂與訴訟的事

• 7：1 - 16：12 回應哥林林多⼈人給保羅的信

• 7：1 - 40 婚姻及相關的事

• 8：1 - 11：1 獻給偶像的食物

• 11：2 - 16 女⼈人在崇拜中合宜的表現



結構

• 7：1 - 16：12 回應哥林林多⼈人給保羅的信（續上⾴頁）

• 11：17 - 34 濫濫⽤用主的聖餐

• 12 -14章 屬靈恩賜

• 15 信徒復活

• 16：1-12 為信徒的損獻

• 16：13 - 24 結語、問安與祝禱



保羅與哥林林多教會的書信來來往

1. 先前的信： 林林前 5:9 ，保羅提到這封信的內容是勸誡他們「不可與淫亂的
⼈人相交」。⼀一般認為此信已經遺失，⽽而有些學者認為此信的內容部份保留留
於 林林後 6:14-7:1 之中。

2. 你們的信： 林林前 7:1 ，保羅回答哥林林多教會來來信中所詢問的男女嫁娶事
宜。

3. 哥林林多前書。

4. 憂愁的信： 林林後 2:1-9  7:8 提到，保羅知道教會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寫的那
封信。

5. 哥林林多後書：有學者認為保羅寫給哥林林多教會的最後⼀一封信是林林後⼀一到九
章，稱之為和好的信，⽽而林林後⼗十到⼗十三章的內容則是前項「憂愁的信」。



當代應⽤用
哥林林多 香港

富裕的海海港城市,
⼤大都會

富裕的國際城市，東⽅方之珠、
購物天堂

道德敗壞 ⼀一樣道德敗壞、離婚率⾼高

充滿各式⼈人等 也是⼀一樣

教會充滿種種問題 由你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