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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8-1 —— 哥林多前书 

写给遭遇麻烦的教会 

哥林多前书 1-12-16 

介绍 

哥林多前书主要的格式是问答形式。保罗回应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

也许经由司提法那、福徒拿都和亚该古转交（16:17）。上节讲到哥林

多前书 12 章，之前保罗回答了很多关于属灵恩赐和在当地教会日常

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哥林多前书的问题：7:1-15:58 

——关于属灵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属灵恩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富有

争议的话题，因为人们总会觉得某些天赋比另一些天赋重要。当时的

教会在喧闹，吵嚷甚至混乱的情况下，信徒难于得建造，非信徒也难

于进入教会，能够说方言的天赋出现，在当时非常重要。保罗用三个

章节来讨论一个问题。他的观点不光是属灵恩赐，还关于圣灵在人身

上所作的工。 这里提到好几个主题，比如团结，谦卑，爱，无私，

建造他人，以及次序等。文中提到了一些恩赐，但是他们还是要在更

广泛的背景下提到，尤其是在当地教会中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12:1-13. 肢体的联合 

在教会中每个人所拥有的属灵恩赐都是来自于圣灵，他凭着自己的心

意来降下恩赐。我们应该对拥有这样的恩赐而深感谦卑，因为这些恩

赐不是来自于我们，更不能为我们而用，相反，他是来自于神，该为

神所用。而骄傲和自私会让人们在教会中失去联合。 

“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事奉有许多种，却是事奉同

一位主。工作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神在万人中运行万事。圣灵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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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由惟一的、同一位圣灵所

运行，随着自己的旨意分给各人的”（12:4-7,11）。 

 

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在教会中都应该是联结的肢体，因为我们

都是“由唯一的，同一位圣灵所运行。“ 恩赐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神

来的！我们只是恩赐的管家。 

 

12:14-26. 不同的恩赐 

就像身体的不同部分一样，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恩赐。这是任何一个正

常的“身体”的特征——无论指的是真的身体还是教会的身体。 

 

“但现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置在身体上了”（12:18）。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一些有某种恩赐的人觉得自己的恩赐比别人的

恩赐更重要。保罗用身体上的肢体（无论大、小，还是看得见，看不

见的）做比喻，表明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可笑。 

 

“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

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我们不雅观的，越发装

饰得雅观。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

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

“（12:21-25）。 

 

我们身体上那些“好像”不重要的部分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

（Bob）右手的一处肌腱总会时不时的疼痛。发作的时候，我的整个

右臂都受影响，不能工作，活动，写字或者运动。所以整个肢体是彼

此支持，让身体能够更好的运作，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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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31. 期待“更大的恩赐。” 

在这部分提到了“恩赐”的具体例子：使徒，先知，教师，行神迹，医

治疾病，救助，教导，说方言。保罗总结道，这些都是人们期待得到

的“更大的恩赐”（12:31）。 

 

注意：关于恩赐的四篇信息是：罗马书 12 章，哥林多前书 12 章，以

弗所书 4 章和彼得 1 书 4 章。 

 

圣灵根据他的选择赐给每位信徒不同的恩赐，（没有两个人会有相同

的恩赐）我们当然可以期待“更大的恩赐”（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让他

允许我们训练某种圣灵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祷告了，我们也

必须要知道这个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益，或者为了让我们自己

看上去更“了不起”。 相反，更大的恩赐要赐给那些能够让教会获益，

或者造就他人的人（让他人得建造，更成熟），同时他们也要承担更

多的责任。恩赐让我们更好的引领，教导，牧养和重建神的群羊，我

们要求的应该是这样的恩赐。 

 

 

  

期待更大的恩赐：我们要让神根据他的心意，为了他的教会来回应我

们的祷告。在新约的其他地方也让人们警醒这种更大的恩赐。保罗写

信给提摩太：“刚信主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提摩太前

书 3:6）。雅各写道，“不要许多人做教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教

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雅各书 3:1）。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

信徒通过不太起眼的服侍岗位信心不断成熟。耶稣教导说，“人在最

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 16:10）。 你呢？你在为

基督的身体服侍的时候，你得到了什么机会？在这样的责任中，你又

是如何建立信心的？你希望有一天自己具备什么样的恩赐呢？你想

要去哪里服侍呢？那里是否有什么人身上有你也渴望拥有的恩赐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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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 在爱里发挥圣灵的恩赐 

这一章是著名的“爱”的章节，在婚礼上经常会被诵读。但是原文的背

景却与结婚没有关系。在 12 和 14 章中，保罗都在讲在教会中如何运

用恩赐。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骄傲和自我的野心影响了属灵恩赐的

开展。保罗说要加强教会身体中彼此的联系，要行使上帝赐给我们的

属灵恩赐，就必须要彼此相爱。第一句话就提到了爱和恩赐的关联。 

“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为鸣的

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

的知识，而且有齐备的信心，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

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却

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13:1-3）。 

  

关于属灵恩赐的帮助：把罗马书 12 章，哥林多前书 12 章，以弗所

书 4 章和彼得 1 书 4 章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些属灵恩赐是对信

徒的指南。在这一章节之后附页对照一下这些恩赐的列表，有没有哪

个你觉得是圣灵赐下来给你的？ 

1. 在教会中，每个成员都能够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并且能够应用

到它们，这对教会和传道都是很重要的。 

2. 我们要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当我们用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

神的旨意下生活。我们在实现神的目的的时候，造福他人的时候

也会觉的自己的价值得以实现。 

3. 发现你属灵恩赐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服侍。你会发现自己哪里得

到他人的肯定，哪里让你所服侍的对象得益，哪里满足了你最深

的愿望。 

4. 询问成熟的信徒，在她们看来你有哪些恩赐，他们认为你可以在

哪些感兴趣的领域更多的参与其中。 

5. 最后，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你的成熟，以及在不同场合的服侍，

你也许会祈求更多的属灵恩赐。神会根据他为你所定的旨意，你

所服侍的人来回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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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9 属灵的恩赐的目的应该是造就教会 

“你们也是如此，既然你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追求多得造就教会

的恩赐“（14:12）。 

 

“造就教会“指的是”建造和坚固“。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对比”说预言

“（预言指的是讲说神的话语，而不是预测未来）的恩赐和”说方言“（用

不懂的预言祷告和讲道）的恩赐。说预言可以让所有人理解，从而建

造那些听道的人，也保守那些慕道的人。方言是大家听不懂的语言，

除非有人翻译，人们才能够从所说的道中获益。 

保罗指出，他也有说方言的能力，而且从中受益良多。但是在聚会时，

他宁可说五句预言也强过说 10000 句方言（人们听不懂）。他还教导，

如果不信的人进来，听到人们用听不懂的方言，他们会觉得教会里的

人都疯癫了！但是如果人用他们听的懂的语言讲道，他们就存心领受， 

  

你肯定在婚礼上听说过哥林多前书 13 章 4-7 节。这段为人熟知的

爱的本质说到：“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

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在教会的背景下，你对这段章节如何理解呢？你是否也

看到过属灵的恩赐如果行的不当，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嫉妒，骄

傲，炫耀，易怒，不顾及甚至贬低他人）？你是否看到过恩赐行在

爱中，造就了他人？你能否让自己的属灵恩赐带给别人更多的爱？

如果你在行使恩赐的时候更有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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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相信神是真的与教会同在，这样他们也愿意敬拜上帝（14:23-25）。

所以我们行使属灵恩赐的主要目的是彼此建造，而不是只让自己得益

处。不仅仅是在说预言和方言上，在其他属灵恩赐上也是如此。 

 

14:20-40 聚会时要按照次序行。 

从保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充满喧闹，无续和

混乱。很多人同时在说话，有些在说方言，有些说预言。妇女向丈夫

询问讲道的内容。 之前也提到过，有些人甚至醉酒后来到教会

（11:17-22）！不信的人进来看了，又被这样混乱的场面吓跑了。简

而言之，教会的侍奉完全是失控的。对此保罗写道：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和谐的神。正如在圣徒的众教会中”

（14:33）。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14:40）。 

 

总之，讲道的人要一个一个的说。如果有说方言的恩赐，也要有人翻

译，而且要一个一个按照顺序说，这样才能让人听懂，灵命能够成长。

如果要祷告，也是一次一个人祷告。最多两到三人轮流的说（14:27）。 

 

**对于保罗要求女人要在教会中安静（14:34-36），人们有不同的解

释。他之前提到有女性在教会中“祷告或说预言”（11:5），所以在这

里他不太可能是禁止她们说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混乱）保罗可能是

说女性不应该和她们的丈夫在下面悄悄议论，问丈夫关于讲道的问题。

在敬拜的聚会中，丈夫和妻子不应该在下面说话，这样会让会场更加

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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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活 

保罗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人死后复活的。在哥林多教会明显有

些人认为复活只是一个“精神上“的说法，而真正的”身体上的“复活是

没有的。（撒都该人，犹太的一个支派，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的一

些非宗教哲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所以保罗用圣经中最长的一章来

阐述关于复活的观点。 

15:1-11 使徒所传讲的福音 

保罗开始的时候提醒读者福音的要义——那就是耶稣死后复活——

这一点由耶稣后来的再次显现得到印证。 

“弟兄们，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这福音你们领受了，

又靠着它站立得住，你们若能够持守我传给你们的信息，就必因这福

音得救，否则你们是徒然相信。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

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

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还显给矶法看，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

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

后他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最后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

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曾迫

害过神的教会。然而，由于神的恩典，我才成了今日的我，并且他所

赐给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

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无论是我或是其他使徒，我们都如此传，你们也

都如此信了“（15:1-8）。 

对我个人来说，保罗这里所讲的也有一定道理。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经常

会注意到有人在彼此讨论，或者在下面交流我所讲到的内容。这种讨论有时

会持续好几分钟。虽然这种讨论有用，不过在敬拜当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因为讲道者和坐在他们边上的听道的人会受到干扰。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问题

记下来，在敬拜结束以后再讨论。在唱圣诗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当

人正全身心地在敬拜赞美时，附近的人却在交头接耳说其他地事情。保罗想

说的很简单，也很实用：教会敬拜时人们应该聚焦在神身上，和耶稣建立关

系的时刻。敬拜时的迷惑和混乱会妨碍人们集中注意力，灵性难于成长。请

尽量践行爱，尊重和秩序，这样人们才能够在信仰中真正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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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19 假如没有死人复活…… 

保罗用了辩证的方法来进行阐述。他先假设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那

么就会产生如下的结果。假如没有死人复活，那么…… 

——基督就不会从死里复活。 

——基督徒所传的就是枉然。 

——基督徒所信的也是枉然。 

——基督徒被认为是为神枉作见证。 

——基督徒的信也是徒然。 

——基督徒仍活在罪里，耶稣的死也是枉然。 

——睡了的基督徒也是灭亡了。 

——基督徒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 

——基督徒受洗也是毫无意义。 

——基督徒为死亡所胜。 

——基督徒不再有在天国永生的指望。 

15:20-58 因为有死而复活…… 

在后面部分，保罗设定身体死而复活是真的，那么就会有如下结果。 

因为死人复活，所以…… 

——基督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信他的人能够战胜死亡，这死亡是亚当带给人的。 

——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复活。 

——基督建立神国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 

——我们在世上的劳苦，都在永恒里有份。 

——我们盼望那不会朽坏的，荣耀的身体。 

——我们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 

——就在霎那间，眨眼之间，我们都要改变。 

——死亡最终会被胜利吞灭。 

——耶稣让我们能够战胜罪和死亡。 

——我们会坚固，站立的稳，知道我们的信和劳苦都不是徒然的。（注

意这里呼应了开始的“枉然“的信——15:2 和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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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的“为死人受洗“（15:29）。针对这一节有很多的说法。摩

门教认为活人可以替死人受洗，这样死去的人灵魂也能得救。我们说

受洗本身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不能拯救任何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

能够得救赎。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31）。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保罗，就信，而且受了洗“（使徒

行传 18:8）。受洗是内心得救后的外在的表现和记号。然而实际上，

很多通过信耶稣”得救“的人并没有接受过外在的洗礼。从这一部分可

以看出很多哥林多人施行“间接的洗礼”（活的人替死去的人受洗）。

保罗没有宽恕这样的行为，但也没有说应该怎样纠正。看来保罗好像

借此事来对他之前的观点进行论证：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你们为死

去的人所受的洗就是徒劳的！ 

 

总结和祝福：16:1-24 

保罗最后结束时提到了他的关切。他又对哥林多的教会生活提出了一

些劝诫。 

——聚集圣徒（16:1-4）。保罗在为患难中的耶路撒冷教会筹集奉献，

这些奉献来自于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外邦的教会（参见哥林多后书 8，

9）。他指出，可以每家在每周的头一日（星期日）将奉献单独存起

来，这样就不会在最后一刻有资金上的压力了。 

 

——保罗的行程计划（16:5-9）。保罗想要离开以弗所和在亚细亚，

他经过了马其顿（腓利比，帖撒罗尼迦，伯里亚）和希腊（雅典）。

他为哥林多教会专门留出一段时间——也许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教

会中的问题。 

 

——关于提摩太和亚波罗（16:10-12）同时，提摩太要去哥林多（参

见 4:17-20）。提摩太的到来也许在当时混乱的（教会人士反对保罗）

情况下让人们感到害怕。所以保罗教导他们，希望减少他们对提摩太

前来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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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训诫（16:13,14）。保罗最后向哥林多教会提出五个简短

的教导： 

“你们要警醒，在信仰上要站稳，要勇敢，要刚强。你们所做的一切都

要凭爱心而做。” 

 

——敬重领袖（16:15-18）。 

我们看到哥林多人有他们喜爱的领袖。在这里，保罗教导他们要敬重

神所赐的领袖，他是教会的初建者之一。 

 

——道别（16:19-24）。保罗在临别时提到了亚细亚的教会问安。在

保罗的书信中，这一封的结束话语最为严肃（22 节）！然而，其他教

会也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Maranatha 指的是主来呀！或者是愿

你来，主耶稣！后者看来更符合上下文。对于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

世界中的信徒们来说，主再来的盼望不断地激励着他们。保罗让这个

属世的教会定睛在永世上，并以此结束了此封书信。 

 

问题讨论 

1. 保罗在教会中对属灵恩赐的讨论中，其中哪一条让你印象最为深

刻？ 

 

2. 你的属灵恩赐是否曾经以健康的，荣耀神的方式实现出来？相反，

你是否也曾经历过属灵恩赐被滥用，损害了教会或者人的情况呢？ 

 

3. 当你读到爱的属性这一章时（13 章），你能看出其中那些是特别

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么？ 

 

4. 你是否发现并运用了自己的属灵恩赐呢？你是否向神祈求其他

的恩赐呢？请参照以下列表。 

 

5. 在我们结束哥林多前书的讨论之际，这封书信那一部分让你印象

深刻？保罗和教会的关系上，你有什么体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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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属灵恩赐的列表，根据网站 Giftstest.com 做出稍许修改。 

Administration（管理能力）:能够协调多项任务，团结不同的人共同

完成任务。路加福音 14:28-30; 使徒行传 6:1-7; 哥林多前书 12:28 

Craftsmanship (动手能力) : 能够在建造环境中运用双手设计，建造，

施工，以完成不同的传道活动。出埃及记 8:5-6; 历代志下 34:9-13; 

使徒行传 18:2-3 

Evangelism:(传福音能力) 能够帮助非基督徒逐步成为基督徒。 使徒

行传 8:5-6; 8:26-40；14:21; 21:8; 以弗所书 4:11-14 

Faith (信心) 在生活中能够时刻相信未见的超自然结果，相信神。使

徒行传 11:22-24; 罗马书 4:18-21; 哥林多前书 12:9; 希伯来书 11 

Healing（医治的能力）能够在信心上，祷告中有力量，按手求神医

治在身体上，思想上和精神上患病的人。使徒行传 3:1-10, 9:32-35；

28:7-10; 哥林多前书 12:9,28 

Hospitality (好客的能力) 能够在家庭，办公室或教会为他人创造温

暖友善的环境。使徒行传 16:14-15; 罗马书 12:13; 16:23; 希伯来书

13:1,2 ; 彼得一书 4:9。 

Apostleship (行使使徒职分的能力) 能够建造信的教会，通过种植，

看官和训练牧养信教会。使徒行传 15：22-35； 哥林多前书 12:28; 

哥林多后书 12:12; 加拉太书 2：7-10； 以弗所书 4：11-14 

Discernment (洞察能力) 能够识别假冒为善，在不同环境下能够区分

动机或属灵能力的好、坏。马太福音 16:21-23; 使徒行传 5：1-11； 

哥林多前书 12:10; 约翰 1 书 4:1-6. 

Exhortation（规劝的能力）: 能够按照圣经真理通过口头或书面来坚

定，安慰或敦促他人按圣经教导行事。使徒行传 14:22; 罗马书 12:8; 

提摩太前书 4:13; 希伯来书 10:24-25。 

Giving (乐善好施) 能够创造财富，通过十一捐献和奉献建造神在地

上的国。马可福音 12:41-44; 罗马书 12:8; 哥林多后书 8:1-7; 9:2-7; 

65 

Helps (帮助他人) 能够在教会活动中辅助他人完成任务。在别人行动

之前总能够看到哪里有需要。马可福音 15:40-41; 使徒行传 9:36; 罗

马书 16:1-2; 哥林多前书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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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ession（代祷的能力）能够为人，事，地点进行代祷，相信会有

深刻的结果。希伯来书 7:25; 歌罗西书 1:9-12; 4:12-13; 雅各书 5:14-

16 

Knowledge (知识丰富) 能够准确地学习神的话语，有建造他人信心

的远见。使徒行传 5:1-11; 哥林多前书 12:8; 歌罗西书 2:2-3 

Leadership (领导能力) 能够影响他人，让人着眼于更远大的愿景而

努力。罗马书 12:8; 提摩太前书 3:1-13; 5:17; 希伯来书 13:17 

Mercy (同情心) 能够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马太福音 9:35-36; 马

可福音 9:41; 罗马书 12:8;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4 

Pastor/Shepherd (牧养的能力) 能够看顾别人的需求，喂养并建造生

命 约翰福音 10:1-18; 以弗所书 4:11-14; 提摩太前书 3:1-7; 彼得 1

书 5:1-3 

Service (服侍) 为了教会的整体利益，无论事物大、小，都愿意服侍。 

使徒行传 6:1-7; 罗马书 12:7; 加拉太书 6:10; 提摩太前书 1:16-18; 

提多书 3:14 

Tongues / and interpretation (说方言并解释的能力) 能够用属天的

话语祈祷/讲述， 和神的灵能够相通；经常伴有解释的能力 哥林多

前书 12:10; 14:1-14 

Miracles (行神迹) 能够以超自然的方式，通过祷告，信心，和神的引

导，改变自然结果。 使徒行传 9:36-42; 19:11-12; 20:7-12; 罗马书

15:18-19; 哥林多前书 12:10,28 

Prophecy (说预言) 能够与神的真理和心意相通，呼唤人们和神建立

更好的关系。使徒行传 2:37-40; 7:51-53; 26:24-29; 哥林多前书 14：

1-4； 帖撒罗尼迦前书 1:5 

Teaching (教导) 能够通过学习经文，让其他基督徒更好、更深入的

理解圣经 使徒行传 18:24-28; 20:20-21; 哥林多前书 12:28; 以弗所

书 4:11-14 

Wisdom (智慧)能够运用圣经的真理，理解并解释各样的情况和环境。 

使徒行传 6:3,10; 哥林多前书 2:6-13;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