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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林多前書 1:1-9 
 
一、卷首（一 1–9） 

1. 問安與祝福（一 1–3）   
2. 稱讚與感謝（一 4–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問安與祝福（一 1–3） 

a. 希羅時代的典型書信卷首格式 
i. 寫信人 
ii. 收信人 
iii. 祝福 

 特別的地方在於保羅因他所相信的福音而將這常用的書信格式信仰化了 
 保羅習慣在卷首的部份提及（有意或無意）將在信中所要處理的事 

 
b. v.1：「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羅，同兄弟所提尼，」 

  寫信人：保羅─一個奉神旨意蒙召的耶穌基督使徒、所提尼 
i. 「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直譯應該是「一個蒙召的基督耶穌使徒」 

1. 「耶穌基督使徒」 
a. 「使徒」（ajpovstoloß）= 被差遣的 
b. 還為這爭辯？（加 1:1; 林前 9:1-2） 
c. 這是他唯一的身份和自我認識（腓 3:7-9），其他的身份角色也原於此 

2. 「蒙召」（klhto;ß ajpovstoloß） 
a. 作使徒並非是選擇性的職位 
b. 受託完成任務，必是委任 
c. 「使徒」（ajpovstoloß），從ajpovstollw （差遣）而來（徒 9:1-16） 
d. Shaking the foundation （e.g. 彼得，約伯）  「不再是我」(加 2:20) 

3. 「奉上帝旨意」 
a. 保羅被動、上帝主動。 
b. 不單主動，更非一時衝動（在永恆的計劃中） 

i. 加 1:11-17 
ii. 不需要自慚形穢 

4. 為何保羅要如此稱呼自己？ 
a. 林前 4:1-5, 9:1-2 

ii. 「所提尼」 
1. 「民族的救星」 
2. 可能是在哥林多因為保羅而被鞭打的那位「所提尼」（使徒行傳十八章 17 節），他原是管會堂的。保羅提

到他的名字，可能因為他是代筆的，或者是因為哥林多教會認識他。 
3. 「所提尼．弟兄」（oJ ajdelfovß） 

a. 也是上帝主動工作的結果 
iii. 「耶穌基督」還是「基督耶穌」？ 

1. 在世的工作—「耶穌基督」 
2. 得勝的主—「基督耶穌」 
 

c. v.2：「寫信給在哥林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

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收信人：哥林多教會以及各地的基督徒 

i. 「在哥林多神的教會」 
1. 神的教會 

a. 「在哥林多神的教會」 = 「上帝的教會—在哥林多」(the church of God which is at Corinth) 
b. 是「上帝的教會—在哥林多」，而不是「哥林多的教會」 
c. 不是保羅描寫收信人時的慣常方式（帖前 1:1） 
d. 林前 3:9 
e. 「教會」（ejkklhsiva/）一詞並沒有特別神聖的地方，但ejkklhsiva/ tou' qeou' （上帝的教會）就表明兩

件事： 
i. 教會為上帝所擁有 

ii. 教會為上帝而存在 
2. 在基督耶穌裡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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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聖」（hJgiasmevnoiß）：現在完成式被動語態，意思是「使成為聖」、「宣告為聖」的意思。基

督徒已經成聖了。 
b. 是上帝的作為 ≠ 自我修煉的結果 
c. 另有「被上帝分別出來做上帝子民」的意思 
d. 多 2:14 
e. 日後我們成聖的努力，即是在生活行為上努力使其表現與成聖後的身份相稱（弗 4:1）這是必須

的，但不是我們成聖的原因 
3. 蒙召作聖徒的（klhtoi'ß aJgivoiß） 

a. 蒙召不是作使徒或教會領導人的專利 
b. 我們都是被召的一群（創 12:1; 彼前 2:9） 
c. 聖徒 ≠ 頭上有光環的聖人，更不是苦修而達的境界！  
d. 聖徒（klhtoi'ß aJgivoiß）  教會（ejkklhsiva/）= ejk + kalevw （call out of） 
e. 我們不可能遠離弟兄姊妹而成聖（來 10:24-25） 
f. 哥林多教會的信徒靈命不成熟，問題眾多，但保羅仍以「聖徒」稱呼他們。正因在保羅眼中，他確

信基督徒已經在基督裡得了聖潔的地位，成了聖徒，這是何等的恩典呢！ 
ii. 「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1. 哥林多以外？以內？ 
2. 適用於不同時地的基督信徒（*） 
3. 教會就是一群不管散落何處，但仍求告基督耶穌之名的人所組成的群體 
4. 「基督是主」— 基督是他們的主（當然也是我們的主） 

a. 是信仰 
b. 也是生活的規範 

5. 這是信徒能相交的唯一基礎。是我們背後的主叫我們順服！ 
 

d. v.3：「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祝福：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v3 

i. 「恩惠」：是上帝向不配的人白白的賜予。 
1. 是過去（經歷過） 
2. 是現在（見證著） 
3. 是將來（盼望中） 

ii. 「平安」：基本和主要的意義是一種「健全的狀態」 
1. 亦即全人在終極和末世性的意義上獲得拯救的狀態。 
2. 其次（次要的意義），平安指人因進入了健全的狀態而享受心中的平安。 
3. 不僅是中文的「太平」、「安全」、「無事發生」 

iii. 恩惠是根，平安是果。 
 
2. 稱讚與感謝（一 4–9） 

a. 引子：保羅向哥林多教會信徒問安和祝福後，也為著他們向上帝感恩 
i. 保羅恆常在他的信中為收信人感謝上主（羅 1:8; 腓 1:3-7; 西 1:3-8） 
ii. 比帖前和其他書信更清楚表明為何事感恩。但也缺了禱告的部份。（帖前 1:2-3; 帖後 1:11-12） 
iii. 特別叫人驚訝的是作為使徒的保羅竟可以為同時因誤用的原故叫他極為傷心／憂心的事情上向上主感恩 

1. 保羅並非為譏笑他們 
2. 卻是因保羅明白到問題並不在於他們的各樣恩賜，卻在於他們對這些恩賜的態度 
3. 也因為如此，保羅可以真心為到他們所得的恩惠而感謝上帝 

iv. 像問安部份，在這裡亦有意無意透露了將在信中所要處理的事 
1. 藉以將他們集中的視線轉離他們自己身上（自誇）［林前 4:6-8］ 

a. 方法一：整段感恩是以上帝和基督為中心的 
b. 方法二︰強調我們正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顯現 
 

b. v.4︰「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裡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i. 保羅是習慣地為他所帶領信主的信徒和其他的主內兄姊而感恩（「常」＝ ”pavntote”）［參：帖前 1:2; 2:13; 帖後

1:3; 2:13; 羅 1:8; 西 1:3; 腓 1:3; 門 4］ 
ii. 他向誰發出感謝呢？是上帝！ 
iii. 不止是上帝，更是「我的上帝」（”tw'/ qew'/ mou”） 

1. 親切的語法 
2. 是「我的上帝」≠ 絕不是任何的一個／一些神明 
3. 不是討好的說話，也絕非為文造情。是真實為到他們而向那在昔日呼召保羅的上帝獻上感謝 
4. 「我的上帝」→ 保羅的用詞（羅 1:8; 林前 1:4; 林後 12:21; 加 1:15; 腓 1:3; 4:9; 門 4） 

iv. 保羅深信，不管哥林多信徒如何在信仰上和生活上離開神的道，如何需要悔改轉回，他們還是在上帝的恩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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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只有這樣的肯定（參 v.2），才叫保羅不至對他們完全絕望 
vi. 喪失在對方身上發掘上帝恩惠的能力，也就失去責備和關懷對方的能力 
vii. “cavriti” ＝ ”grace” 「恩惠」，在此是指上帝恩典的特別具體表現＝「恩賜」［參 vv.5-7; 羅 12:6］ 
viii. 為何要提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裡所賜給你們的」（”th'/ cavriti tou' qeou' th'/ doqeivsh/ uJmi'n ejn Xristw'/ #Ihsou'”）？ 

1. 哥林多信徒特別重視和自滿於這些恩賜 
2. 保羅的想法卻非如此 

a. 這是「賜」下的＝” doqeivsh/” 
b. 是「恩典」＝” cavriti” 
c. 故根本沒有任何可誇耀自滿的基礎 

 你明白這能感恩的力量對你的團契生活、事奉生活及至整個人生有多重要嗎？ 
 

c. v.5：「又因你們在他裡面凡事富足，口才、知識都全備」 
i. 「又因」(“o&ti”) → 應譯為「以至」 

1. 是進一步說明神在基督耶穌裡所賜恩惠的具體所指 
ii. 「凡事富足」(“ejn panti; ejploutivsqhte ejn aujtw'/”)＝”in everyway you were enriched in Him” 

1. 「凡事」(“ejn panti;”) 似乎範圍比想想像中小。因所指的是口才和知識而已 
2. 當然這並非說他們只有這兩樣恩賜（弗 4:1-16） 

a. 林後 8:7 指他們有信心、口才、知識、熱心和愛心 
3. 列出這兩方面除了因為這是哥林多信徒突出之處外，更因它們並未被正確使用而對教會造成負面影響 

a. 故此保羅嘗試將他們引以為傲的視線轉離自己，轉向這恩典的施予者︰ 
i. “ejploutivsqhte” ＝ “were enriched” 「被豐富了起來」 
ii. “ejn aujtw'/” ＝「在他［基督耶穌］裡面」 

iii. 「口才」— 講道、說話、言語上的恩賜（林前 14:1-4） 
iv. 「知識」— 屬靈事物的洞察和認識（林前 8:1-7） 
v. 要留意保羅並沒有否定這些誤用了的恩賜為恩賜。相反，因這是從上帝而來的所以他仍要感謝。因為恩賜是： 

1. 從上帝賜下的（從聖靈而來→ 林前 12:8） 
2. 為造就教會（林前 14:1-6） 

vi. 亦正因如此，正確利用上帝所給予的恩賜便成了無比重要了！這也是為何保羅要寫此信糾正他們的原因 
 我們是否正確的使用自己的恩賜呢？是造就教會？是貶低他人？ 

 
d. v.6：「正如我為基督作的見證，在你們心裡得以堅固」 

i. 與 v.7 是不能分割的： 
1. 「就如 … 一樣」（v.6），「以致你們 …」（v.7） 
2. 上帝在哥林多信徒中確認了保羅的見證 (v.6) ，所以他們在恩賜上一無所缺 
3. 換句話說，他們所擁有的各樣恩賜，正是上帝確認他們所認識那關於耶穌基督的見證的證據 

ii. 「見證」（”martuvrion”）→ 保羅見證的就是基督耶穌的福音（徒 22:12-21; 提後 1:8） 
iii. 「得以堅固」（”ejbebaiwvqh”）＝ “was confirmed”  

1. 過去被動式（aorist, passive） 
2. 是被上帝確認，不是哥林多信徒（甚至也不是保羅）努力堅固自己的信仰（林前 3:6） 
3. 整句句子的主詞是上帝 
4. 對保羅來說，當他看見哥城信徒各種從上帝而來的恩賜（恩惠）時，就明證了基督的福音真在他們之中，他

所傳的也不是虛假的 
 

e. v.7：「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不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i. 保羅並沒有因上帝確認了他所作的見證而驕傲（對比：哥林多信徒的自滿［林前 4:6-7］）。相反，他將他們多方

面的才能與恩賜放於一個恰當的位置上看 —  終末（eschatological）的角度： 
1. 就是更多更豐富，他們也是在等候那終末完全的實現 

ii. 對自滿於他們的口才和知識的哥林多人來說，他們已經足夠了。基督的復活與否（再來？）也不覺重要（林前

15:12-14） 
1. 所以保羅在此也提醒信徒們，縱然他們各樣的恩賜確實是一無所缺，但他們仍在「等候」（”awaiting” 

＝”ajpekdecomevnouß”）主耶穌基督的（再）顯現 
2. 林前 13:10-12（Also 加 5:5; 羅 8:19–25; 腓 3:20） 
3. 在主再來的日子，一切的應許將要實現。過去我們不明白的，我們將明白。我們不知道的，我們將知道 

iii. 主再來是指那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耶穌，已經從死裡復活升天。有一天還要再臨地上，完成救贖工作的最後一部

份：審判活人死人，結束現在世界的秩序，以及展開新的國度（太 24-25 章） 
1. 面對再臨的主，我們也同樣活在這等候主顯現的心態之中，隨時準備向上主交帳（管家身份） 

a. 林前 11:26 → 保羅將「宣揚主的死」和「直等到他來」（新譯本）連在一起 
 對主再來的事，我們是否也「殷切盼望」呢？ 

 否？為何？是否我們也有這種「不再需要祂」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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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何？是為了推卸上帝已給我們的召命？ 
 

f. v.8：「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i. 保羅確信上帝會繼續堅定哥林多的信徒，祂必定會！ 

1. “bebaiwvsei”  一詞再出現（v.6） 
2. 正如上帝在過去如何保證（堅立）保羅所傳的福音（見證）［參 v.6］，祂也必定會堅固（保證）他們到底

（”to the end”） 
ii.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 lit. “day of the Lord of us Jesus Christ” （”th'/ hJmevra/ tou' kurivou hJmw'n #Ihsou' 

Í*cristou'Ñ.”） 
1. 「主的日子」：舊約的用詞 — 最後的審判（摩 5:18-20; 珥2:31; 參 瑪4:1-3） 
2. 怎可能「無可責備」呢？ 

a. 秘密在於他們在誰的手裡！ 
b. 若他將他的信心放在哥林多信徒身上，那便是大問題！（林前 5:6-8; 6:9-11） 
c. 在保羅的神學之中，上帝恩典的臨到永遠在祂的命令（對恩典的主的順服）之先 
d. 他信心的來源在上帝，不在人！ 
e. 可能！因為我們在那大祭司耶穌基督的名下。只有祂能在至高者的面前替我們說這「是」（來 9-

11-25, 27-28） 
 直到如今，我們還有甚麼可能不為此而獻上最大的感謝與回應呢？ 

 
g. v.9：「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i. 保羅何以如此肯定他們能在那日子「無可責備」？ 
1. 因為上帝是信實的！（申 7:6-9） 
2. 但保羅並非只單按舊約的描述。他指出上帝在哥林多城的工作（”ejklhvqhte eijß koinwnivan tou' uiJou' aujtou' 

#Ihsou' Xristou' tou' kurivou hJmw'n” ＝ “called to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the Lord of us） 
3. 「一同得分」＝「連合在一起」＝「團契」（” eijß koinwnivan”） 

ii. 信徒不單「在基督裡」（”in Christ”），以至他們的罪可以得遮蓋，他們更是「與基督連合」（”in fellowship with 
Christ”），故得以與耶穌基督相交（＝團契） 

iii. 因此，我們唯一可以把持的是： 
1. 我們過去被召的經歷 
2. 如今我們活在耶穌基督裡，與祂相交的事實 

 現在的你有這兩方面的把握嗎？ 
 

h. 總結： 
i. 不單有意無意指向信後的內容 
ii. 說明保羅自己的神學，他如何看他與其他信徒的關係／對他們的看法 
iii. 保羅真誠地為他們，並為他們從主所領受的而感恩 
iv. 也期望將他們的目光從人（自己）轉移到上帝身上 
v. 從整個 vv.1-9 的結構看，這實在是一篇偉大的恩典之歌！ 

— 全是恩典（sola grat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充資料： 

http://www-users.cs.york.ac.uk/~fisher/gnt/ （網上希臘文聖經。能逐字查考語法及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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