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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一講 

哥林多書信概論 

 

一. 哥林多城背景 

二. 哥林多的教會 

三. 哥林多書信的寫作背景 

四. 哥林多教會的問題 

五. 哥林多前書大綱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2 

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二講 

教會結黨紛爭的問題（一） 

以跟隨基督的十字架來糾正結黨的問題 

哥林多前書一 1-31 

 

一. 信的前言(一 1-9) 

A. 寫信者保羅使徒的身份(1） 

B. 收信者歌林多教會屬神教會的身份（2） 

C. 問安(3） 

D. 保羅為歌林多教會諸多恩賜感謝神(4-5） 

E. 保羅的期望(6-9) 

二. 以跟隨基督的十字架來糾正結黨的問題（一） 

A. 教會結黨問題的發生(10-17) 

B. 依靠世俗宗教和人的智慧，就離開神的恩典（19-25) 

C. 惟有在基督裡，才能得著神的能力和智慧(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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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三講 

會結黨紛爭的問題（二） 

以依靠聖靈的智慧，來糾正依靠世俗的智慧 

哥林多前書第二章 1-16 

 

一. 保羅已自為例，堅持不用人間智慧，只用屬靈的智慧（1-5） 

二. 世上的智慧，只有叫人棄絕耶穌，叫人敗亡（6-8） 

三. 屬靈的智慧，只有聖靈能夠賜予（9-13） 

四. 只有屬靈的人才有屬靈的智慧，才能用屬靈的智慧(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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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四講 

教會結黨紛爭的問題（三） 

以重視於神的關係來糾正高舉人和跟隨人 

哥林多前書第三章 

 

一. 結黨紛爭表露教會不成熟和屬肉體（1-5） 

A. 保羅一直無法以乾糧喂養他們，證明他們是屬靈的嬰孩（1-2）  

B. 歌林多教會信徒嫉妒紛爭的行為，證明他們是屬靈的嬰孩(3-4) 

C. 傳道人無非是神的執事（6） 

二. 信徒是屬於神的，不是屬於任何一個人的(6-9) 

A. 成長的要素，不是靠什麼人的帶領，而是在有沒有屬靈生命（6-7） 

B. 神對每個人都有期望（8-9） 

三. 個人要對自己的成長負責（10-15） 

A. 信徒只有一個根基（10-11） 

B. 個人在者根基上對建造，將來必被火來試驗（12-13） 

C. 得救對人必按試驗對結果，得賞或招損（14-15） 

四. 信徒是神的殿，惟獨屬基督(16-23) 

A. 信徒的身體是聖靈對殿（16-17） 

B. 人不可自欺（18-20） 

C. 信徒擁有主就擁有一切（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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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五講 

教會結黨紛爭的問題（四） 

以基督僕人的態度來糾正自我為中心的服事 

哥林多前書第四章 

 

一. 信徒皆神管家，不應論斷且應等候神的明斷（1-5） 

A. 所求於管家的就是忠心（1-2） 

B. 三級審判（3-4） 

C. 要等候神的明斷（5） 

二. 保羅以自己和亞波羅引伸說明管家沒有可誇（6-8） 

三. 責備信徒驕傲自誇（9-13） 

四. 保羅請求信徒效法他（14-16） 

五. 說明打發提摩太，以及自己要去哥林多的原因（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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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六講 

結黨紛爭及彼此訴訟及淫亂的問題 

哥林多前書第五章和第六章 

 

 

一. 有關教會中有淫亂的事（五章） 

A. 保羅對教會裡亂倫事件的態度（1-2） 

B. 保羅指示教會對此事應有的態度（3-5） 

1. 肢體不能置身事外，應當機立斷地處置 

2. 懲罰必須公義、和恩典兼顧給人悔改地機會 

C. 保羅說明教會應該這麼處置的理由（6-13） 

1. 為了保持神的教會聖潔（6-8） 

2. 界定聖徒相交的界限，就是聖潔（9-10） 

3. 審判教內的事，是信徒的責任（11-13） 

二. 有關彼此在外邦法庭訴訟告狀的事（六 1-8） 

A. 保羅指責信徒彼此在外邦人面前興訟(1) 

B. 保羅的三個論證（2-10） 

1. 豈不知聖徒要審判世界？(2) 

2. 豈不知聖徒要審判天使(3-8) 

a. 聖徒要審判天使 

b. 今生的事怎可交給外邦人審理？ 

c. 教會的人豈無能力過問？ 

d. 不情願讓步、受欺是違背屬靈倫理的行為 

3. 你們豈不知、不義的人不能承受 神的國麼（9-11） 

三. 有關信徒對待自己身子的倫理（六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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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聖徒在基督裡自由的宣言(12) 

B. 聖徒的自由不是受肉體的支配，而是受基督復活能力的領導

(13-14) 

C. 這種自由，是受著三個原則支配的(15-20) 

1. 聖徒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身體 

2. 與主聯合便是與主成為一靈 

3. 聖徒的身子是聖靈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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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七講 

關於婚姻的倫理 

哥林多前書第七章 

 

一. 有關夫妻關係的教導（1-7） 

A. 問題背景（1） 

B. 保羅對夫妻關係的教導—夫妻應公平合宜相對，避免撒旦引誘

（2-5） 

C. 保羅解釋他這樣教導，所根據的立場（6-7） 

二. 對未婚或獨身者的勸勉（8-9） 

三. 對已婚者的勸勉（10-24） 

A. 妻子不可因為信仰的緣故離開丈夫（10-11） 

B. 夫妻都應維持信主前的婚姻狀態（12-13） 

C. 保羅這麼勸勉的三個理由（14-16） 

1. 信徒不會因為未信的配偶而成為不聖潔（14） 

2. 基督徒蒙召是為了和睦（15） 

3. 信徒有機會傳福音給未信主的配偶（16） 

四. 引伸同樣原則到一般的信徒（17-24） 

五. 保羅談女子獨身的問題(25-40) 

A. 因為現今的艱難人不如守素安常纔好」（25-26） 

B. 婚嫁、或獨身都是合理的信徒應該以平常的心態來看這些事

（27-28） 

C. 舉出來五件事，說明人生短暫信徒應以時候不多的態度來看這個

世界（29-31） 

D. 信徒注重的不是婚姻嫁娶，吃喝玩樂這些世界上的事而應為「主

的事」掛慮，不被牽絆（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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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要人以平常心來看待嫁娶的事（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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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八講 

有關基督裡的自由（一） 

哥林多前書第八章至九章 14 節 

 

 

一. 有關吃祭偶像之物（八﹕1-31） 

A. 一個原則性的答案﹕惟有愛心能造就人(1-3) 

B. 根據這個前題作進一步的解釋(4-6) 

1. 信徒已有的知識，不等於他人也有同樣知識(4-6） 

2. 信徒行為，當避免成為軟弱人的絆腳石(7-9) 

3. 在偶像的廟裏坐席」等於是參與祭祀鬼神的儀式(10 

4. 濫用自由，會傷害軟弱的肢體(11) 

C. 保羅說明自己的決志(12) 

二. 保羅用自己使徒的權柄作為話題，來進一步解釋這個原則（九 1-14） 

A. 保羅說明自己使徒的身份(1-3) 

B. 保羅說明使徒的職份所賦予他的權利（4-6） 

三. 保羅從一般常識來說明這個原則(7) 

四. 保羅以摩西律法來說明這個原則(8-10) 

五. 保羅從自己和歌林多教會的關係來解釋這個原則(11-12) 

六. 保羅以祭司的服事來說明這個原則(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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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九講 

有關基督裡的自由（二） 

哥林多前書第九章 15 節—十章 13 

 

 

一. 哥林多前書第九章 15 節至第十章 13 節—有關基督裡的自由（二） 

A. 保羅以自己為何放棄權利為例，來說明怎樣運用「惟有愛心能造

就人」這個原則(九 15-31)  

1. 「但」字把第九章前面理論的部份，和後面使用的部份分開成

兩部份分成兩部份(15) 

2. 保羅寧死不叫所誇，叫人白白得福音的心志落空(16-18) 

3. 保羅無論怎麼作，就是要多得一些人信主(19-22) 

4. 保羅行事為人的原則(23-27) 

a. 一切為福音(23） 

b. 要爭取勝利(24) 

c. 要得不朽壞的冠冕（25-27） 

B. 保羅以以色列人歷史為鑑，說明濫用自由的悲慘結局(十 1-13) 

1. 本章持續性只主題 

2. 以色列人失敗的歷史 

a. 以色列人都領受了神的救恩，可是，多半在恩典裡失敗(1-6) 

b. 以色列人拜偶像(7) 

c. 以色列人行淫亂就有二萬三千人倒斃曠野(8) 

d. 以色列人發怨言(9-10) 

3. 歷史殷鑒與神的應許的恩典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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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講 

有關基督裡的自由（三），及女人蒙頭的問題 

哥林多前書十章 14 節到十一章 16 節 

 

 

一. 有關基督裡的自由，最後的結論(十 14-十一 1） 

A. 前言(14-15) 

1. 中文聖經遺漏的連接詞「這麼說來」(14) 

2. 所謂的「明白人」(15) 

B. 從聖餐的意義說起（16-18） 

1. 信徒同領聖餐，表示同與基督交通有份於基督的救恩(16-17) 

2. 以色列人分領祭物，就等於有份於祭壇 

C. 吃鬼筵的意義（19-22） 

1. 偶像<與祭偶像之物算不得什麼(19) 

2. 可是吃鬼筵就是與鬼相交(20-21) 

3. 吃鬼筵，惹主憤恨(22) 

D. 結論(23-33) 

1. 凡事當求造就人的(23-24) 

2. 原則的應用 (25-30) 

a. 凡物都可吃(25-26) 

b. 有別人疑惑時，信徒為別人的良心就不吃(27-30) 

3. 凡事到求榮耀神(31) 

4. 當效法保羅(32-十一 1) 

二. 有關姐妹蒙頭的教導（十一 2-16） 

A. 保羅的稱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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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羅定下一般性的原則(3) 

C. 說明這個原則應該怎樣運用在歌林多當時教會的光景裡(4-6)節 

1. 男人禱告或是講道的時候，如果蒙頭、就羞辱基督， 

2. 女人不蒙頭，就是羞恥自己的頭女人的頭，就是她的丈夫 

D. 保羅進一步解釋他所說的（7-12） 

1. 男人時神的榮耀 

2. 女人時男人的榮耀 

3. 女人應為天使之故服權柄 

E. 保羅的警告(13-16) 

1. 訴諸個人判斷 

2. 訴諸社會習俗 

3. 訴諸神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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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一講 

領聖餐的問題 

哥林多前書十一章 17 節到 34 節 

 

 

三. 有關聖餐的教導（十一 17-34） 

四. 引言—保羅的責備(17) 

五. 歌林多教會聚會混亂的情形(18-22） 

A. 分門結黨(18-19) 

B. 愛筵的次序非常混亂(20-21) 

C. 保羅的責備(22) 

六. 聖餐的意義(23-27) 

A. 聖餐的教訓是出於耶穌的啟示 (23) 

B. 擘餅的意義 (24) 

C. 分杯的意義(25) 

D. 信徒守聖餐為了紀念主，表明主的死(26) 

七. 保羅吩咐信徒當怎樣守聖餐(27-34) 

A. 要按理(27） 

B. 要省察(28-32) 

1. 省察的意思(28-29) 

2. 不省察就守聖餐的結果(30) 

3. 被主懲治乃為免於於世人一同定罪(31-32) 

C. 要彼此等待(33-34 上) 

八. 保羅最後的吩咐(3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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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二講 

有關屬靈的事（一）—教會合一的真理 

哥林多前書十二章 

 

 

一. 引言(1-3) 

A. 論到屬靈的事十二到十五章都包括在內 

1. 聖靈裡的合一（十二） 

2. 最妙的道（十三-十四） 

3. 基督徒最後的得勝（十五） 

B. 為什麼要談屬靈的事呢？（2-3） 

1. 事實一﹕他們從前都是服事假神的人 

2. 事實二﹕現在他們稱基督為主了 

二. 教會合一的真理（十二章 4-31） 

A. 教會合一真理的濃縮說明（4-7） 

B. 分段一一解釋教會合一的真理（8-31） 

1. 解釋恩賜（8-11） 

a. 賜恩賜是聖靈的主權，和個人從聖靈領受的恩賜都不相同 

b. 一一解釋不同的恩賜 

2. 解釋職事（12-27） 

a. 身子的比喻（12-13） 

b. 解釋身子的比喻說明基督的身體在合一中分別的道理

（14-24） 

(1) 我們都屬於基督身體的事實，不是由我們決定的（14-16） 

(2) 不能妄自菲薄，輕看自己（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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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不能因為驕傲而輕看、拒絕其他的肢體（21-24） 

c. 解釋身子的比喻說明督的身體在分別中合一的道理（25-27） 

C. 解釋功用（28-31） 

1. 恩賜的能力是神是神賜的 

2. 每個人絕不可能都有相同的恩賜 

3. 雖然聖靈隨己意分配恩賜，可是我們可以切切渴慕那些更大的

恩賜 

4. 保羅要講最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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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三講 

有關屬靈的事（二）—最妙的道（1） 

哥林多前書十三章 

 

 

一. 定義本章所使用的「愛」 

二. 愛的價值(1-3) 

A. 愛是服事的動力(1) 

B. 愛是裝備人行為的動力(2) 

C. 愛是獻身的動力(3) 

三. 愛的美德或表現(4-7) 

A.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B. 愛是不嫉妒 

C. 愛是不自誇 

D. 愛是不張狂 

E. 不作害羞的事 

F. 不求自己的益處 

G. 不輕易發怒 

H. 不計算人的惡 

I. 不喜歡不義．只喜歡真理 

J.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四. 愛的永恆性(7-12) 

A. 從現實的角度，用一些會過去的事來作對比說明愛的永恆性

(7-10)  

B. 小孩成長的比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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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觀看鏡子的比喻(12) 

五. 結論(13) 信、望、都會過去只有愛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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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四講 

有關屬靈的事（三）—最妙的道（2） 

哥林多前書十四章 

 

 

 

一. 前言(1-5) 

A. 要點陳述（1） 

B. 方言，和作先知講道不同的本質(2-5) 

二. 論證(6-25) 

A. 保羅以自己作例證(6-11) 

B. 保羅用作先知講道和說方言恩賜對教會的影響作比較(12-19) 

C. 保羅從傳福音觀點來說明恩賜的運用(20-25) 

三. 原則的運用（26-40） 

A. 一般情況的運用(26-33)-任何恩賜的運用應以造就人為目的

（23-35） 

B. 指示婦女應有的態度(34-35) 

C. 結論(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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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五講 

有關「屬靈的事」（四）—基督徒最後的得勝 

哥林多前書十五章 

 

 

一. 引言﹕本章和十二到十四章同屬一個題目，說到「屬靈的事」 

二. 保羅以復活的證據，說明這是復活信仰的一部份(1-11) 

A. 第一個證據，信徒所信的福音(1-2) 

B. 第二個證據，聖經的證據(3-4) 

C. 第三個證據，就是親眼看見耶穌復活的人(5-11) 

三. 保羅強調復活的重要性(12-34) 

A. 從救恩的角度來看基督復活的重要性(12-19) 

B. 從神應許的角度來看基督復活的重要性(20-28) 

C. 從復活人生觀的角度來看基督復活的重要性(29-34) 

1. 第一個角度，從信徒的習俗說明(29) 

2. 第二個角度，從保羅個人的經歷說明(30-32) 

3. 第三個角度，從責備歌林多信徒的犯罪敗壞說明(34)(未完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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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五講 

有關「屬靈的事」（五）—基督徒最後的得勝（續） 

哥林多前書十五 

 

 

一. 基督徒最後的得勝(續) (十五 50-58) 

A. 引言﹕ 

1. 本章和十二到十四章同屬一個題目，說到「屬靈的事」 

2. 本章分四段本次從第三段開始查考 

B. 保羅答復死人怎樣復活的疑問(35-49)  

1. 本段前提﹕回答兩個問題(35) 

2. 保羅解釋復活究竟是怎麼回事 (36-43) 

a. 保羅用自然界的現象來作比喻(36-41) 

(1) 保羅責備人的愚蠢(36) 

(2) 保羅用自然界，植物種子的生長作比喻，來解釋「形體」

的問題 

(3) 保羅用自然界，生物現象作比喻說明他們都有同的形體 

(4) 保羅用天體和地上的形體作比較他們各自有不同的形體 

b. 保羅應用他的比喻來說明復活的現象(42-49) 

(1) 保羅用一連串的對比，來說明肉身生命，和復活生命的

不同 

(2) 「所種的」三個字的講究 

(3) 「形體」的講究 

(4) 保羅用首先的亞當和末後的亞當作比較(45-49) 

C. 保羅用信徒需要復活的四個理由作為結論(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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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血肉之軀必須要改變成朽壞的靈體才能承受神的國(50) 

2. 因為死亡必須被復活的得勝吞滅 51-53 

3. 因為聖經的預言必須應驗(53-57) 

4. 因為在主裡勞苦的聖徒必須得著賞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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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哥林多前書查經大綱 

哥林多前書 第十六講 

最後的鼓勵—有關奉獻的教導及結尾語 

哥林多前書十六章 

 

 

二. 最後的鼓勵（十六 1-24） 

A. 保羅論到奉獻幫助肢體的事(1-4） 

1. 前言—論到聖徒捐錢(1) 

2. 兩個奉獻的原則(2-4) 

a. 預先保留的原則 

b. 公開誠信的原則 

B. 保羅有關人事安排的說明(5-12) 

1. 有關保羅自己的部份(5-9) 

2. 有關提摩太的部份(10-11) 

3. 有關亞波羅的部份(12) 

C. 保羅最後的交待和結語(13-24) 

1. 務要警醒站穩和剛強的交待(13-14) 

2. 要順服司提反一家，和敬重司提反、福徒拿都、並亞該古的交

待(15-18) 

3. 問安和結語(19-24) 

a. 叫我們看見教會的普世性 

b. 叫我們看見主來的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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