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聖經普及課程
格林多前書
結構
致候辭

1:1-3

感謝辭

1:4-9

書信本體

1:10-4:21

「黨派之爭」

5:1-11:34

格城教友的行為表現
A 亂倫(5:1-13)
B 爭訟(6:1-11)
A’ 濫交(6:12-20)
A 婚姻或獨身(7:1-16)
B 與割損與奴役的對照(7:17-24)
A’ 童身的人和寡婦(7:25-40)
A 祭肉──神廟內(8:1-13)
[保祿自願放棄權利(9:1-27)
以色列的歷史鑑戒(10:1-13)]
B 邪神祭宴(10:14-22)
A’ 祭肉──市場上(10:23-11:1)
集會的秩序：裝束(11:2-16)
主的晚餐 (11:17-34)

12:1-14:40

神恩的問題與愛的回應
A 論神恩(12 章)
B 論愛德(13 章)
A’ 禮儀的秩序(14 章)

問候和祝福

15:1-58

基督的復活與信友的復活

16:1-18

為耶路撒冷教會募捐、保祿的行程等等

16:19-24

參閱
Brown, R.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97, p. 512.
M-O’CONNOR, J.M., 1 Corinthians (New Testament Message 10), Wilmington:
Michael Glazier, 1979.
Pascuzzi, M.A, “Introduction to the Letters to the Corinthians”, First and Second
Corinthians,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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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21 「黨派之爭」結構
1:10-17

導言

1:18-2:5

十字架的愚妄

2:6-3:4

天主的智慧

3:5-4:5

傳道者的角色

4:6-21

信徒的位置

客觀討論(1:18-31)
直接對話(2:1-5)
客觀討論(2:6-16)

智慧

直接對話(3:1-4)
客觀討論(3:5-23)
直接對話(4:1-5)
客觀討論(4:6-13)

教會秩序

直接對話(4:14-21)

參閱 Smit, J.F.M., “ ‘What is Apollos? What is Paul?’ In Search for the Coherence of
First Corinthians 1:10-4:21”, NovT 44 (2002) 231-

*

*

格前 6:12-20
格林多教友
12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13a

「食物是為肚腹，
肚腹是為食物，」
但天主
把這兩樣都要廢棄；

*

保祿
但不全有益；
但我卻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
13b
14
15
16
17
18a

18b 人無論犯的是什麼罪，
都是在身體以外，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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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
天主
既然使主復活了，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們復活。
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我豈可拿基
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斷乎不可！
你們豈不知道那與娼妓結合的，便是與她成為一體
嗎？因為經上說：『二人成為一體。』
但那與主給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神。
你們務要遠避邪淫。

但是，那犯邪淫的，卻是冒犯自己的身體。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
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
於自己了嗎？
你們原是用高價買來的，所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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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前 10:1-13 結構
1
弟兄們，我願意提醒你們，我們的祖先
詠 78; 106
（pa,ntej = 全部）都曾在雲柱下，
（pa,ntej = 全部）都從海中走過，
2
（pa,ntej = 全部）都曾在雲中和海中受了洗而歸於梅瑟，
3
（pa,ntej = 全部）都吃過同樣的神糧，
4
（pa,ntej = 全部）都飲過同樣的神飲；
原來他們所飲的，是來自伴隨他們的神磐石
那磐石是基督。
5
可是，他們中多數不是天主所喜悅的，
戶 14:16
因而倒斃在曠野裏了。
6
a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
戶 11:4,34
A b 為叫我們不貪戀惡事，
c 就如他們貪戀過一樣。
7
a 你們也不可崇拜邪神，
B b 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敬拜過一樣，
c 如同經上記載說：『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
出 32:6
8
a 我們也不可淫亂，
C b 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淫亂過，
戶 25:1-2,9
c 一天內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9
a 我們也不可試探主，
C’ b 就如他們中有些人試探過，
戶 21:4-7
c 為蛇所殲滅。
10
a 你們也不可抱怨，
B’ b 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抱怨過，
戶 11:1, 33-34
c 為毀滅者所消滅。
11
a 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這一切事，都是為給人作鑑戒，
參閱智 16:2-14
A’ b 並記錄了下來，為勸戒我們
c 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
12 所以，
A 凡自以為站得穩的，
B 務要小心，免得跌倒。
13
C 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試
探；
D 天主是忠信的，
C’ 他決不許你們受那超過你們能力的試探；
B’ 天主如加給人試探，也必開一條出路，
A’ 叫你們能夠承擔。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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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前 15 章：復活的問題
15:1-11

基督徒的宣信

15:12-34

格城教友的矛盾行為
12-19 節 邏輯的錯誤
20-28 節 保祿的推論
29-34 節 行為表現佐證

15:35-58

死人如何復活

保祿論復活

15:20-28
20

但是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

21

(X)

因為死亡既因一人而來，
(Y)

22

(X)

就如在亞當內，眾人都死了，
(Y)

23

死者的復活也因一人而來；
照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活；

不過各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
首先是為初果的基督，
然後是在基督再來時屬於基督的人，

24

再後才是結局；
(A)

那時…（基督）把自己的王權交於天主父
(B)

25

（基督）將消滅一切率領者、一切掌權者和大能者，
(C)

26

(D)

27

(C’)
(B’)

28

因為（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伏在他的腳下（詠 110:1）
最後被毀滅的仇敵便是死亡；

因為天主使萬物都屈伏在他的腳下（詠 8:7）。

既然說萬物都已屈伏了，顯然那使萬物屈伏於他的不在其內。

(A’) 萬物都屈伏於他以後，子自己也要屈伏於那使萬物屈伏於自己的父，
好叫天主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Hill, C.E., “Paul’s Understanding of Christ’s Kingdom in 1 Corinthians 15:20-28”, Nov 30
(1988)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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