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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週， 8/15-8/20 

經文：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到十六章 
哥林多後書第一章 

哥林多前書 

週一。第 12章。恩賜有別聖靈卻是一位 

第 12-14章的主題是屬靈恩賜，第十二章先講各樣恩賜在

多元中的合一性(Unity in Diversity)。第十三章講超越

恩賜的愛，第十四章講恩賜的運用。 

12:1-11，屬靈恩賜 

Q1: 天份與屬靈恩賜有何分別？試從 12:2 & 3的對比定

義何謂屬靈恩賜？根據 12:3，12:7屬靈恩賜的功能和

最終目的是什麼？ 

Q2: 12:4-6 中保羅用“一位”和“分別”說明恩賜的什麼特性？ 

Q3: 12:8-11列出 10種恩賜? 是例舉還是清單？你的恩

賜是什麼？ 

12:12-31，肢體和身體 

Q4: 保羅以什麼比喻屬靈恩賜的多元性與合一性？那些經

文針對多元性？合一性？ 

Q5: 這段經文如何教導我們在多元中尋找合一？ 

Q6: 12:23-25不體面的越發加添，你如何理解？ 

Q7: 12:28-31列出 8種恩賜並定了先後，他憑什麼原則

來類別？ 最後他説“更大的恩賜”是什麼？ 

Q8: 撿討你的教會事奉中有沒有留心兼顧多元與合一，有

沒有嫉妒別人的恩賜？有沒有孤芳自賞，自己不善用恩

賜， 卻批評別人的事奉？提示: 人天生就有神所賜的

天份，未信主時這天份用來服事世界 (12:2以外邦人服

事偶像來比喻)；信主時我們從聖靈受洗，成為基督身

體一部分(肢體)，聖靈賜各肢體不同功用，我們就要用

恩賜來事奉教會(身體)，互相配搭叫人得到益處，但恩

賜的最終目的是高舉基督榮耀神(v.3)。 

12:23-25不體面的肢體越發加添，意指神的能力在人的

軟弱上更彰顯出來，最後保羅勸我們求那更大的恩賜就

是下文(13章)所說的“愛”。 

週二。第 13章。超越恩赐的愛, 

愛常被人掛在咀邊，究竟什麼是愛的真諦？保羅在這愛篇

裡用正反兩面，重覆比擬，解釋最大的恩赐，最妙的道就

是神聖的愛(agape)，文字精僻工整，內容精深豐富。 

13:1-3，愛超越恩賜 

Q1: 各樣恩賜若沒有添上愛，就如食品沒有什麼？ 

13:4-7，愛的“是”與“非” 

Q2: 愛是什麼，不是什麼？有愛的處事態度是什麼？ 

Q3: 總括 4-6節，有真愛的人如何對人對己對神？請省察

自己在那方面最欠缺。 

13: 8-13，無限的愛 

Q4: 13:8-10 在神的永恆計劃中，愛與恩賜那個存到永遠?  

Q5: 在不完美的世界中，真愛指向誰？誰的愛超越時間？ 

Q6: 若用愛來衡量成熟，你有多成熟？ 

Q7: “作孩子的時候”指什麼時候？“到那時全知道”又指什

麼時候？ 

Q8: 13:13“常存”原文是單數動詞，為什麼保羅把信望愛

三者同列為一。提示: 真愛從天上來, 耶稣基督来世拯

救人類是無條件的愛，是爱的最高表現。教會要是沒有

愛，恩赐變得毫無意義，真愛是為了真理，為了他人寧

願放下自己，正如基督在十架上的捨命和饒恕；然而愛

的目的是積極的，她對真理有強烈的執著。要讓對方明

白真理。恩赐只適用于今世，表彰真理的真愛卻是存到

永遠；我们現今在猶如孩子，似懂非懂，糢糊不清，將

來在天家裡與主面對面就全知道了。最後保羅說，如今

在教會常存的有信望愛，三者互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 

週三。第 14章。恩賜的運用 

這是保羅談屬靈恩賜的最後一章。他分析屬靈恩賜的目的

是為了造就教會，先知講道比方言更有效，而且運用恩賜

要注意規矩秩序才能榮神益人。39,40節是全章的主旨與

總結。 

14:1-9，造就教會的恩賜 

Q1: 先知講道與方言同是說話的恩賜，二者有什麼分別？ 

對誰說？功能有何分別？ 

Q2: 保羅是否禁止人說方言(v. 39)？保羅自己有沒有說

方言？ (v. 18) 先知講道與方言的恩賜應分別在什麼不

同的場合運用？ 

Q3: 保羅要我們切慕屬靈恩賜，其中更要羨慕先知講道的

恩賜(v. 1)，什麼是先知講道的恩賜？你有這種恩賜嗎？ 

Q4: 方言的禱告與悟性的禱告有何分別？ 

14:20-24，教會中運用恩賜的規矩 

Q5: 14:26-33的重點是什麼？請留意“聚會的時候”、 “二

個或三個人”、“輪流”、“閉上”、“安靜”等詞。 

Q6: 在上文”閉口不言”的規矩上，保羅特別圈點出婦女在

會中的舉止，原因是什麼? 保羅是否禁止婦女在會中講

話？比較林前 11:5，他豈不是說婦女在會中可以禱告

講道(只要蒙頭)？今天我們應如何應用這些原則？提示: 

保羅用了很多篇輻來比較先知講道與方言，他無意禁止

人說方言，只是説明方言是靈裡造就自己的恩賜，宜在

獨處時運用；先知講道是悟性的教導，可以造就教會，

宜在眾人聚會時運用；保羅很重視聚會時的秩序，當時

“先知講道”可能不是事先安排，有恩賜者在會中可按需

要順著聖靈的感動作勸勉。保羅勸他們要有節制，寧可

在會中閉口，不要爭先恐後地表現自己，特別是說方言

和愛説話的女人，更要學習安靜順服教會秩序。14:21-

22節引述賽 28:11-12說，因人的不信被逐外邦，要聽

“方言”，但他們仍然不信，証明方言不能叫人相信；相

反來說，先知講道用悟性的話把真道說明解釋清楚，可

引導人相信。 

週四。第 15章。身體復活. 

保羅最後回答關乎身體復活的神學問題，基督復活是福音

的核心信息和我們得救的憑據。 

15:1-19，復活是得救的慿據 

Q1: 保羅在 15:3-4所勾劃的信息是什麼？與羅 6:3-4的

洗禮教義有何相同？ 

Q2: 15:5-8 記載好幾個顯現，15:12-19 中又有幾個“若”，



這些句法要圈奌什麼真理？你相信復活是歷史事實嗎？ 

Q3: 為什麼復活的信息對信仰如此重要？(14，17，19節) 

15:20-28，復活是神國度的大計 

Q4: 試按次序勾劃出神國度計劃的三步曲。這大計的基礎

是什麼？ 

15:29-54 復活是承受神國必經之路 

Q5: 15:29-34“若”句再度出現，這裡的重點是什麼？ 

你今天為何而活？復活的盼望對你今天的生活態度有什麼

影響？ 

Q6: 保羅用什麼來比擬現今肉體與復活靈體之別？ 

Q7: 15:45拿首先的人亞當和末後的亞當(基督)來對比: 

“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血氣)的活人；末後的亞當，

成了叫人活的靈”。從上下文中你如何理解這句話？ 

15:55-58，復活是勝過死亡的能力 

Q8: 復活在今生和來生如何成為我們的力量？你盼望復活

的日子嗎？你要如何為此作準備？提示: 神的救贖計劃

是從基督復活到眾人復活，以致萬物歸主，全獻給神。

從亞當而來的是血肉之體，復活的是屬靈之體，本質不

一樣。 屬靈之體不朽壞，因為基督從死裡復活已經勝

過死亡，我們要靠著這個復活的大能向撒但誇勝。 

週五。第 16章。最後的囑咐. 

在最後一章中，保羅交待一些當前事務，也不忘給信徒最

後的勸勉，顯出他的関愛。 

16:1-3，捐獻 

Q1: 保羅在捐獻上有什麼吩咐？有那些原則？反省你對捐

獻是否按照神的心意，有沒有在財務上作好管家？ 

16:9-12，接待 

Q2: 保羅安排行程考慮什麼因素？他的人生優先㳄序是什

麼？反省你的日程表和時間分配，有沒有求問神？ 

Q3: 接待造訪傳道人要存什麼態度？ 

16:13-18，勸勉 

Q4: 保羅對哥林多信徒有什麼最後的勸勉(v. 13-14)？評

估一下你在那一項上要加強？ 

Q5: 教會對待傳道同工有那二種態度？慿這原則反省你對

教會傳道同工應有什麼具體的行動？ 

16:19-24 慕主再來 

Q6: 自問是否愛主？是否渴慕主再來？提示: 七日的第一

日指現今的星期日，基督徒稱之為主日，因為基督在這

天復活，主日聚會是紀念主復活，並非守安息日。外邦

教會捐獻給耶路撒冷母會，原因之一是救濟貧窮人，之

二是保持與母會的聯繫與合一。保羅最後對教會的囑咐

是在真道上站立得穩，慿愛心作工，敬重和順服傳道人，

更要愛主和不冷淡，渴慕主再來。 

哥林多後書 

題目:面對危機作者。全書簡介: 哥林多後書是保羅在哥

林多教會危機下所寫的一封安慰與鼔勵的信，語重心長， 

是保羅致哥林多教會四信的最後一封。 

寫書的目的有五:(1)激勵教會寬恕與重建。(2)解釋旅行計

劃的改變。(3)重申使徒權柄。(4)鼔勵賑災捐獻。(5) 勸信

徒分辨真假師傅。 

哥林多後書涉及保羅與哥林多教會之間的複雜錯綜關係； 

保羅創立哥林多教會，離開後多次出現問題，哥林多前書

解決了部分問題，其後更多問題湧現，信徒受假師傅挑撥， 

質疑保羅的使徒權柄。因此，保羅去哥林多教會，可能不

會受歡迎(林後 2:1, 12:14, 13:1, 2:5-8, 7:12)。這就

是所謂的痛苦之旅 (painful visit)，之後他再寫一封“憂

愁之信”(painful letter林後 2:4, 9, 7:8失傳)， 斥責

犯錯者，由提多帶去，最後從提多帶來消息，說教會關係

有所改善，保羅才寫哥林多後書去安慰和鼔勵他們。 

2:14-7:5 學者稱之為『離題片段』(The Great Digression)；

在旅程描述中；保羅加插了他對使徒職事的解釋，申訴神

怎樣在他困苦中拯救他，以致他作為使徒能在患難中唱凱

歌，感人肺腑。 

有人認為保羅先寫 1-9章，在信未寫完時，傳來哥林多教

會情況惡化，因此再寫 10-13章才讓提多帶去。姑且無論

如何，保羅第三次到訪哥林多時，住了三個月，安心寫下

羅馬書，以此看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已得到解決。 

保羅的反對者大概是從猶大來離間保羅與哥林多教會之間

關係的外來勢力，雖然未推行外邦人行割禮(加 6:12, 13)

或守節期(西 2:16)，卻鼓吹外邦信徒猶太化，低貶保羅的

地位，使其在耶路撒冷使徒之下。 

全書綱領分成三段:(1)解釋職事(Explain): 1-7 章；(2)鼓

勵捐獻(Encourage):8-9章；(3)執行權柄(Enforce): 10-13

章。 

週六。第 1章。題目: 靠神誇勝 

1:1-7 分題: 苦楚中得安慰。 

Q1: 保羅以何身份寫此信？(v.1) 他如何形容父神？(v.3) 

Q2: 數算在這段中“患難/苦楚”，“安慰”等字眼出現的次

數？安慰從何而來？神容許我們經歷患難苦楚有何目的？ 

1:8-11 分題: 困苦中得拯救。 

Q3: 保羅在受壓太重幾乎活不過去的情況下，他靠著什麼

反轉過來？(v.10) 哥林多信徒能以什麼幫助他？(v.11) 

他的經歷如何能夠強化他人與神的關係？ 

Q4: 留意 v.10，默想神如何在你人生中“曾”救你， “現在”

仍救你，“將來”還要救你。提示: 神容許基督徒受苦，

使他們經歷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別人；當我們在極大困

境中，神必拯救，我們向人見證這得救之恩可以令他人

感謝神。 

1:12-14 分題: 憑良心以神恩誇口。 

Q5: 這段中有那二個鑰詞經常出現？ 

Q6: 保羅所誇的是什麼？他要求哥林多人如何認識他？提

示:保羅所誇的是神恩，他希望信徒以他們稍有認識的

話(聖經)來認識他，使他可以為他們誇口。 

1:15-22 分題: 以神的信實為保証。 

Q7: 保羅為何改變行程？(v.15-16, 參 v.23-24) 

Q8: v.17-22有那二組對比詞彙屢次出現？保羅在這段中

要證明什麼？與他改變行程有什麼關係？提示: 神是信

實的，並沒有是而又非，保羅以神的信實來保證他改變

行程並非失信，而是因為愛他們，希望給他們空間，重

新定位，化愁為樂。默想: 當別人誤會你，對你失信時，

你如何處理內心的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