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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後書第四課：回答信徒的信仰問題（林前十、十一章） 

哥林多前書 第十章 

一、訴說歷史以鑒戒拜偶像、姦淫、發怨言的事。(10:1-13) 

1.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蒙的恩典（10:1-4） 

a. 隨雲柱從海中經過。 

b. 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 

c. 吃靈食、飲靈水出於靈磐石。 

d. 靈磐石就是基督。 

2.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悖逆（10:5-10） 

a. 貪戀惡事 

b. 拜偶像 

c. 行姦淫（參民數記 25章） 

d. 試探主 

e. 發怨言 

3. 以色列人的悖逆是我們這末世人的警戒（10:11-13） 

a. 他們的遭遇都要作為我們的鑒戒。 

b. 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c. 所遇見的誘惑是人們常見的。 

d. 祂必為你們開一條出路，使你們經得住誘惑。 

 

二、分別主的宴席與鬼的宴席。(10:14-33) 

1. 不可參加鬼的宴席的理由（10:14-22） 

a. 要遠避祭拜偶像的事。   e.   吃祭物的就是與祭壇有份。 

b. 我們所飲祝福的杯，是領基督的血。  f.    祭偶像的物，就是祭鬼。 

c. 我們吃掰開的餅，是領基督的身體。  g.   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d. 我們同享一個餅，說明同屬一個身體。 h.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

席。 

2. 信徒行事的原則（10:23-33） 

a.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b.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c. 赴宴席只管吃。獻過祭的物：考慮與你同赴席的良心，吃或不吃。 

d. 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e. 行為不要使別人跌倒。 

f. 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為叫他們得救。 

哥林多前書 第十一章 

一、論聚會時蒙頭的原則。(11:1-16) 

1. 效法保羅（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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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同保羅效法基督。 

b. 堅守保羅所傳的各種教導。 

2. 論女人蒙頭（11:3-7） 

a. 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b. 男人禱告或是講道，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 

c. 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 

d. 男人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女人是男人的榮耀。 

3. 創造的次序（11:8-12） 

a.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 

b. 照主的安排，男女互相扶持。 

c. 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神。 

4. 教會中的規矩（11:13-16） 

a. 女人禱告要蒙著頭。 

b. 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 

c. 女人有長頭髮，乃是她的榮耀。 

 

二、論聚會時聖餐的原則。(11:17-34) 

1. 責備混亂聖餐的人（11:17-22） 

a. 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 

b. 又分門結黨，以顯明經驗。 

c. 各吃各的，以致個飢餓，那個酒醉。 

d. 藐視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 

2. 聖餐設立的意義（11:23-26） 

a. 保羅所傳授的聖餐，是從主領受的。 

b. 餅代表耶穌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c. 杯代表耶穌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為的是記念我。 

d.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3. 不按禮吃聖餐的後果（11:27-32） 

a. 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b.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c.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i. 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ii. 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iii. 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 

iv. 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4. 執行方式（11:33-34） 

a. 聚會吃聖餐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b.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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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後書
第四課

林前 十、十一 章

哥林多前後書
裝備課程大綱

1/19/20 第一課：林前 1:1-3:23 -哥林多前書簡介和哥林多教會結黨的問題

1/26/20 第二課：林前 4:1-6:20 指責哥林多教會各樣的道德問題

2/2/20 第三課：林前 7:1-9:27 回答信徒生活的問題

2/9/20 第四課：林前 10:1-11:34 回答信徒的信仰問題

2/16/20 第五課：林前 12:1-14:40 關於聖靈的教導

2/23/20 第六課：林前 15:1-16:24 死人復活的問題和保羅最後的勉勵

3/1/20 第七課：林後 1:1-2:13 哥林多後書簡介

3/8/20 第八課：林後 2:14-5:10 保羅為自己的服事辯護

3/15/20 第九課：林後 5:11-9:15 保羅在信心和饋贈的教導

3/22/20 第十課：林後 10:1-13:14 保羅最後的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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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大綱

結
黨
紛
爭

性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

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林前 8:13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並且男
人不是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為天
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出乎神。 林前 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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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
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
「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分開的嗎？
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
羅的名受了洗嗎？ 林前 1:12-13

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
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
人收了他的繼母。 林前 5:1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裡的果子呢？有誰

牧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

不也是這樣說嗎？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穀的

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嗎？ 前 9:7-9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
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
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
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
言。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林前 12:7-11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
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
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
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
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
不止息。 林前 13:4-8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
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
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
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
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得勝！林前15: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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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後書
第四課 大綱

哥林多前書第十章

一、訴說歷史以鑒戒拜偶像、姦淫、發怨言的事。
(10:1-13)

二、分別主的宴席與鬼的宴席。(10:14-33)

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

一、論聚會時蒙頭的原則。(11:1-16)
二、論聚會時聖餐的原則。(1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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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十章
1

一 訴說歷史以鑒戒拜偶像、姦淫、發怨言的事。(10:1-13)

1.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蒙的恩典（10:1-4）
a. 隨雲柱從海中經過。
b. 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
c. 吃靈食、飲靈水出於靈磐石。
d. 靈磐石就是基督。

2.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悖逆（10:5-10）
a. 貪戀惡事
b. 拜偶像
c. 行姦淫（參民數記25章）
d. 試探主
e. 發怨言

3. 以色列人的悖逆是我們這末世人的警戒（10:11-13）
a. 他們的遭遇都要作為我們的鑒戒。
b. 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c. 所遇見的誘惑是人們常見的。
d. 祂必為你們開一條出路，使你們經得住誘惑。

哥林多前書
第十章
2

二、分別主的宴席與鬼的宴席。(10:14-33)

1. 不可參加鬼的宴席的理由（10:14-22）
a. 要遠避祭拜偶像的事。

b. 我們所飲祝福的杯，是領基督的血。

c. 我們吃掰開的餅，是領基督的身體。

d. 我們同享一個餅，說明同屬一個身體。

e. 吃祭物的就是與祭壇有份。

f. 祭偶像的物，就是祭鬼。

g. 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h.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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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十章
3

二、分別主的宴席與鬼的宴席。(10:14-33)

2. 信徒行事的原則（10:23-33）
a.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b.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c. 赴宴席只管吃。獻過祭的物：考慮與你同赴席的
良心，吃或不吃。

d. 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e. 行為不要使別人跌倒。

f. 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為叫他們得
救。

哥林多前書
第十一章
1

一、論聚會時蒙頭的原則。(11:1-16)

1. 效法保羅（11:1-2）

a. 如同保羅效法基督。

b. 堅守保羅所傳的各種教導。

2. 論女人蒙頭（11:3-7）

a. 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b. 男人禱告或是講道，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

c. 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

d. 男人不該蒙著頭，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女人是男人
的榮耀。

3. 創造的次序（11:8-12）

a.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女人乃是為男人造的。

b. 照主的安排，男女互相扶持。

c. 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萬有都是
出乎神。

4. 教會中的規矩（11:13-16）

a. 女人禱告要蒙著頭。

b. 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

c. 女人有長頭髮，乃是她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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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十一章
2

二、論聚會時聖餐的原則。(11:17-34)
1. 責備混亂聖餐的人（11:17-22）

a. 聚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
b. 又分門結黨，以顯明經驗。
c. 各吃各的，以致個飢餓，那個酒醉。
d. 藐視神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

2. 聖餐設立的意義（11:23-26）
a. 保羅所傳授的聖餐，是從主領受的。
b. 餅代表耶穌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c. 杯代表耶穌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為的是記

念我。
d.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3. 不按禮吃聖餐的後果（11:27-32）
a. 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b.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c.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i. 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ii. 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iii. 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
iv. 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4. 執行方式（11:33-34）
a. 聚會吃聖餐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b.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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