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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一  

導 論 篇  

 

 

單元一是本科的導論，介紹書卷的背景資料和書卷內文的整體分析，目的是幫助你

在進入個別經文的單元選段前，先有一個穩固的歷史基礎和對書卷有一整全的圖畫，以至

你在研習個別經文時能夠掌握得更好。 

 

在眾多保羅書信中，哥林多前書可說是其中一封最「實際」的書信，因為相比起其

他的書信，保羅在這封書信中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處理哥林多教會所要面對的問題，保羅這

樣做，一方面是要糾正哥林多信徒某些錯誤的信仰觀念，另一方面又是要解決哥林多信徒

在某些信仰或生活上的疑問。或許我們會問，為何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會出現如此多的問

題？要處理這個疑問，我們便需要從哥林多教會的背景說起了。 

 

在第 1 課，我們會先從哥林多教會的所在地 ── 哥林多城作為出發點，看看哥林

多前書的一些背景。我們會先介紹哥林多是一個怎樣的城市，從而了解哥林多城的各種環

境如何影響著哥林多教會及當中的信徒。此外，我們又會看看保羅創立哥林多教會的經過

和原因，並探討哥林多書信的成書背景，從而了解保羅是在什麼處境下寫成這封「哥林多

前書」。另外，哥林多前書的作者、寫作日期和地點等問題亦會在這一課中稍作處理。 

 

在探討過哥林多前書的一些背景後，我們會進而在第 2 課概略地介紹哥林多前書本

身的書卷信息及其重要性。我們在這一課中會先向讀者展示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要處理的

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在哥林多教會出現的成因，以及這卷書信對我們的重要性。另外，

為了方便同學對哥林多前書的結構有更好的掌握，我們亦在這一課預備了一個簡單的書卷

結構大綱，讓同學能扼要地掌握整卷書信的脈胳。筆者鼓勵同學在閱讀到第 2 課的這個大

綱時，先把它背下來，並在研習本課程往後的時間中，不時重溫這個大綱，這樣對同學掌

握本課程必有極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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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課 

繁盛但複雜的哥林多 

 

 

學習目標  

在完成這課後，你應該能夠掌握： 

1. 哥林多城的一些背景。 

2. 保羅創立哥林多教會的經過及原因。 

3. 哥林多書信的成書背景。 

4. 哥林多前書的作者、寫作日期及地點等問題。 

 

課文探究  

在眾多保羅書信（附錄 I：保羅書信）之中，哥林多前書是篇幅頗長的一封，亦是處

理了最多教會問題的一封。而從信中的內容看來，我們不難發現哥林多教會的確是問題多

多：分黨分派、淫亂、婚姻、離婚、守獨身、敬拜、對屬靈恩賜的理解，以至復活等都是

保羅想在這封書信處理的問題。從第 3 課開始，會對上述的問題加以探討。但在開始探討

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看看跟這卷書有關的一些背景資料，以至當真正進入本書信時，

能夠有更深刻的基礎認知。 

 

在這一課，我們會嘗詴介紹哥林多是一個怎樣的城市，從而讓我們更能了解哥林多

教會的文化如何受著該城的影響。其後，我們會看看保羅創立哥林多教會的經過和原因。

此外，雖然我們會把現存的這封聖經書信叫做「哥林多前書」，然而，我們相信這並不太

可能是保羅首封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因此，我們在本課亦會探討一下哥林多書信的成書

背景，從而了解保羅是在什麼處境下寫這封「哥林多前書」的。最後，我們亦會概略處理

哥林多前書的作者、寫作日期和地點等問題。 

 

哥林多城 

「從散落在使徒行傳、哥林多前書和羅馬書的數個片段可以證明，教會在很多方面

都是那個城市的鏡子。」1故此，要了解哥林多教會為何會產生如此多的問題，我們應該

先要從哥林多城的歷史及背景說起。 

 

可以說，哥林多城的地位，跟其地理位置有莫大的關係（參地圖一：哥林多位置圖）。

由於她身處在一條接連希臘南北兩部分的狹長的地峽上，而這地峽正是當時雅典、希臘其

他地區、意大利，以至亞細亞等地的重要商貿通道，是經濟和軍事重鎮，故此我們可以猜

                                                 
1
 參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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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哥林多城應是一個極之繁盛的大都會。 

 

早在公元前約五世紀，哥林多城已是當時希臘帝國的一個重要城邦（city-state），約

有居民七萬人。只是到了公元前 146 年，羅馬勢力入侵，作為反抗主力的哥林多失守，結

果這城遭到由執政官蒙苗士（Lueuis Mummius）帶領的羅馬軍隊殲滅，居民多被殺戳或被

賣作奴隸。然而，這個廢墟在剛好一百年之後，便再次復甦起來。公元前 46 年，當時的

羅馬該撒猶留（Julius Caesar）決定重建此城，作為羅馬政府之下的殖民地，從此，哥林

多城再一次活躍起來，而她更在公元前 29 年成為了亞該亞省（Achaia）的首府，有人甚

至認為，哥林多城是繼羅馬和亞歷山大之後，當時羅馬世界的第三大城市。 

 

從這些歷史背景出發，我們發現哥林多城有下列的特點： 

1. 這城市似乎與「淫亂」不能分割。一直以來，哥林多城都以道德敗壞而臭名遠

播。希臘字 korinthiazomai 本身即有「亂倫」的意思，而此字的字根正是由「哥

林多」而來，因此哥林多的道德敗壞可見一斑。此外，在哥林多附近的亞克洛

波利（Acropolis）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女愛神廟（Aphrodite），這廟內有眾多的

女祭司（其實即是聖妓），她們到了晚上都會在哥林多市內賣淫，以致進一步

破壞哥林多城的道德風氣。在這個道德敗壞的境況下，哥林多教會實在受到不

少衝擊。她該如何抗衡這種淫亂的文化呢？而事實上，淫亂的問題亦是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中需要處理的其中一個問題。 

2. 這個城市受著希臘化（Hellenism）及異教思想的影響。雖然哥林多城到了後來

已成為羅馬的殖民地，但這城市可說從未間斷的受著希臘化的薰陶。哥林多城

每兩年便會舉行一次大型的「地峽運動會」（Isthamian Games），其規模僅次

於當時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城內又有分別能容納 18,000 人及 3,000 人的大型劇

院及音樂廳各一個，可見城內的人對競技及文化活動的熱衷。除了受到競技及

文化活動的影響外，哥林多亦受到很多希臘（如個人主義、平等、自由和不信

權威等）及異教思想影響（有關這一方面，我們會在下一課討論到「哥林多教

會出現如此多問題的成因」時作較詳細的分析）。哥林多教會既是在這個背景

下發展，因此他們面對著這些問題的挑戰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3. 哥林多城的人口包含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士：（1）當該撒猶留重建哥林多城時，

他把很多擁有羅馬公民權的羅馬老兵宿將安置在那裏，因此這些羅馬公民便成

為了這城人口的一部分；（2）在這繁盛的城市裏，當然住了不少的商人；（3）

若從哥林多前書的記述（十二 13）看來，在這城裏亦應該住有不少猶太及希臘

人；（4）有一些帶入了外國風俗的腓尼基人和弗呂家人亦佔了哥林多城的部分

人口。 

 

 從上面看來，我們應不難發現哥林多的人口組合是頗為複雜的  他們可說

是由大部分的外邦或具有異教信仰的人士組成。故此，我們可由此推想，哥林

多教會的信徒組合也應是頗為複雜的。而事實上，從保羅的言論看來，哥林多

教會內既有不少奴隸或工商階層的人（參林前一 26），亦同時會有一些具一定

經濟能力的人（因保羅在哥林多書信中不時邀請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為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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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境的信徒籌措金錢）。在上述的信徒組合下，我們實在不會太為著哥林

多教會要面對分黨分派的問題感到驚訝。 

 

保羅與哥林多教會 

我們可以在使徒行傳第十八章 1 至 17 節看到保羅創立哥林多教會的經過。當時保羅

正進行第二次之宣教旅程（參地圖二：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行程圖）。在離開了雅典之後，

他到了哥林多，並在那裏一方面與剛認識的亞居拉和百基拉一同以織帳棚為生，另一方面

又在猶太人會堂宣講基督（徒十八 2－5）。但當猶太人抗拒福音，保羅便轉而在外邦人

的家中繼續傳福音。 

 

後來，保羅領受了異象，要他繼續在哥林多城傳福音（徒十八 9－10），於是他便在

那裏逗留了年半的時間（時為約公元 50－52 年間）。其間，他受到了猶太人的攻擊（徒

十八 12），但他仍繼續其工作，直至後來返回敘利亞為止。可以說，哥林多教會是保羅

創建的，但教會成立後的栽培工作則可能是由亞波羅和彼得承接下來。 

 

保羅除了在以弗所外，他留在哥林多宣教的時間是最長的。當然，從聖經中我們可

以看到，這是神給他的異象，而這異象就成為他不辭勞苦地傳福音的原動力。此外，亦有

人認為，保羅由於看到哥林多城的敗壞，故此寧願留在那裏，希望能多盡一點力以基督的

福音改變那地。而有人更指出，保羅是覬覦哥林多城的地位，並了解若能把福音的根基在

這繁盛兼與外地接觸頻密的地方打穩，對基督教日後的發展將會有積極的外展作用。我們

可以說，上述的各個因素，都可能是令保羅願意花上不少時間在哥林多的原因。 

 

然而，雖然保羅花了不少時間在哥林多，但我們從哥林多書信的內容中不難發現，

他跟哥林多教會的關係似乎並不大理想。從哥林多書信的內容看來，有不少哥林多教會內

的信徒似乎對保羅的使徒地位提出了質疑（九 1－23），他們又會認為保羅是一個膽小怕

事的人，他們更會懷疑保羅的傳福音動機。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將會在這個課程中看到的。 

 

保羅給哥林多教會的信 

雖然本書信在新約聖經中被叫作「哥林多前書」，但一般都相信，本書並非保羅寫

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而且他亦不應該只寫過兩封信給哥林多教會。有關的推論如下。 

 

1. 保羅曾在林前五 9 中說到：「我先前寫信給你們……」。由此可見，早在本書

信之先，保羅已曾寫過一封信與哥林多教會的人聯絡。然而，這封被學者稱為

「以前言信」的信件究竟是怎樣的一封信，則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封信早已

被遺失了；但亦有人嘗詴指出這封信其實是林後六 14 至七 1。但不論如何，有

關的推論並未能得到一致的證實，而這封「以前言信」是什麼始終是一個謎。 

2. 其後，保羅從各方面得到了有關哥林多教會的消息（來源包括：（1）革來氏家

裏的人，參一 11；（2）司提法那、福徒拿都和亞該古，參十六 17；（3）哥林

多教會本身所寫給保羅的信，參七 1）。為了處理他所聽到的一些問題及回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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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教會在寫給他的信之提問，因此保羅在以弗所（約公元 55 年）寫了另一封

信，而這封信也就是我們在新約聖經中所看到的「哥林多前書」。 

3. 之後，我們從林後十二 14 的經文，推測保羅曾在寫成哥林多前書後再次2到訪

哥林多教會，並得到了不愉快的經歷，以致當他離開哥林多後，寫了另一封叫

哥林多信徒憂愁的信（參林後二 4，七 8），由提多帶往哥林多。由於從內容看

來，哥林多前書並不似是那封叫人憂愁的信，故此我們估計保羅在這裏寫了另

一封信。跟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一樣，我們並不知道這封叫人憂愁

的信有著什麼內容，但亦有些人認為，哥林多後書第十至十三章可能就是這封

叫人憂傷的書信。 

4. 後來，保羅被逐離開以弗所並往馬其頓去（參徒二十 1），他在馬其頓見到提多，

提多為他帶來了關於哥林多教會的最新消息，令他感到安慰（林後七 6），於是

寫了另一封和好的信給哥林多教會，而一般都會認為這封信就是新約聖經中的

哥林多後書。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見，保羅可能起碼曾寫過四封信給哥林多教會，而如果上面的論

述是正確的推斷，則現存於新約中的哥林多前書應是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二封信，至

於保羅寫這封信的目的，可說是為了處理哥林多教會的一些問題及對某些課題的誤解，又

是對哥林多教會的一些疑問提供解答，並重新確立他自己的使徒權柄。 

 

作者、寫作日期及地點 

一直以來，聖經學者對哥林多書信的作者、寫作日期及地點問題，都沒有什麼爭論。

一般都會認為保羅（參附錄 II：保羅生平）就是哥林多書信的作者，而綜合林前十六 8 及

徒十九 10 的描述，我們可以推論到本書信應是保羅在以弗所逗留期間所寫的作品，因此

本書信的寫作年份應為公元 55 年左右。 

 

閱讀材料  

周天和：《哥林多前書》，頁 1－11。 

附錄 I：保羅書信 

附錄 II：保羅生平 

附錄 III：新約時代巴勒斯坦的統治者 

地圖一：哥林多位置圖 

地圖二：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行程圖 

                                                 
2
 根據聖經記載，保羅曾三次探訪哥林多：（1）第一次探訪哥林多是在公元 51-52年，當時他正

進行第二次宣教旅程（參徒十八章）；（2）第二次探訪哥林多（參林後二 1）；（3）第三次探訪

哥林多則是在公元 56-57年，當時他正進行第三次宣教旅程（參徒二十 2；林後十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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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保羅書信 

 

當我們說到「保羅書信」一詞的時候，很自然的便會想起十三封在新約中的書信，

即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

後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及腓利門書。然而，一直以來，研究保羅書信的學者，都

會對這十三封書信的作者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會認為，保羅並非是

全部十三封書信的作者。在本部分，我們會先討論有關保羅書信的作者問題，然後再探討

保羅書信在結構、內容及寫作方式方面的特色。 

 

有關作者 

其實「保羅書信」一詞本身已反映了傳統對這十三封書信作者的看法  傳統都

會認為這十三封書信乃是保羅的作品。可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這見解已慢慢受到了挑戰，

例如十九世紀一位研究保羅書信的學者鮑爾（Ferdinard C. Baur）及其所創立的「杜平根

學派」（Tübingen School）就認為，真正屬於保羅自己的作品只有四封，即羅馬書、哥林

多前、後書和加拉太書，至於其他的九封書信，則是保羅的跟隨者以他的名字所寫的。 

 

雖然鮑爾的研究結論得到不少後來的學者所引用，然而由十八世紀開始，大部分的

學者一直都有下列不同的看法：他們一般會認為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腓立

比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及腓利門書應是保羅自己的作品，但其餘的六封書信則存在可爭議

的地方，故未必是出自保羅之手。可是至於這六封信的作者是保羅的可能性有多大，則不

同（派別）的學者均有不同的見解，例如古特立（D. Guthrie）和伊利斯（E. Ellis）便指

出，他們相信三封教牧書信（即提摩太前、後書和提多書）極有可能是保羅的作品。 

 

雖然我們看到上述的論點指出，有部分的「保羅書信」未必出自保羅，但我們仍不

需因此而感到驚訝，又或是因此認為那些不被看為保羅書信作品的價值和地位因而降低。

我們要明白的是，就算一些「保羅書信」的作品的確不是保羅所寫，而是他的追隨者所寫，

但這些作品的價值並不會因此而降低。若我們從今天的知識產權角度看來，那些借保羅的

名而寫的信件似乎有侵犯保羅著作權之嫌，但我們要知道，初代教會的處境跟今天完全不

同。昔日的人為了表示自己屬於某一個學術或信仰傳統（在這個情況，即是那些以保羅的

名寫信的人正繼承著保羅的傳統），於是便會把自己的作品說成是其傳統代表者（在這個

情況下，即保羅）的作品。這種做法在當時的社會是廣被接納的。 

 

總的來說，雖然「保羅書信」未必全是保羅的作品，但我們仍會跟隨傳統，在稱謂

上把上述的十三封書信稱為「保羅書信」，以便我們在接下來的時間作討論及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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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的特點 

在結構方面，其實保羅書信跟當時的書信結構並沒有太大的分別。曾經有人把保羅

書信的結構跟當時一般人之間往來的書信格式作比較，便發現兩者在格式上是相類的，即

兩者均有問候、禱告、謝恩、內文，及祝辭和囑筆問安五部分。由此可見，保羅書信在結

構上跟當時一般人的通信方式並沒有兩樣。 

 

在內容方面，我們可以說，保羅書信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與收信者當時的處境有關

的。當我們解讀保羅書信時必須留意這點。由於保羅當時正積極進行宣教工作，他不可能

長時間停留在同一個地方太久，亦因此每當他離開了自己在不同地方所建立的教會，而那

些教會又出現了不同的問題時，以書信形式與他所建立的各教會聯絡便是最好的方法。例

如我們這個課程所要研習的哥林多前書，其寫作原因正是由於哥林多教會在信仰上出現了

誤解，並在生活上出現了問題，於是保羅便透過這封信向哥林多教會作出回應及提醒。 

 

雖然保羅書信的內容是處境性的，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作品跟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關

係。透過這些書信，我們一方面能夠對保羅的神學思想及見解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

我們又能夠從保羅回應不同處境問題的手法，讓我們今天有所提醒，保羅書信也提供了很

多實用的建議以供我們參考。 

 

而在寫作方式方面，我們要留意的是，雖然我們一般都會說「保羅書信」是保羅所

「寫」的作品，但即使是那些被大部分學者肯定是出自保羅的書信，有不少其實是由保羅

口述內容，然後由他身邊的人代為筆錄的。例如在林前十六 21 中，保羅便說：「我保羅

親筆問安」。由此我們不難想像他在信中的其他內容可能是由別人代為筆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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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保羅生平 3 

 

 

基本上，我們並沒有使徒保羅（其原本的希伯來名字是掃羅）出生及離世日期的確

實資料。然而，我們仍可以從聖經的記載（包括他自己所寫的書信及使徒行傳）中，得知

他的一些生平資料。 

 

出生及成長 

按學者推論，保羅應是在主耶穌降生後十年內出生的，而他的出生地是在基利家

（Celicia）的大數城（Tasus），即今日土耳其東南部的一個地方。據他自己所說，他是

一個曾受割禮、屬於便雅憫支派，及擁有希伯來血統的猶太人（參腓三 5）。另一方面，

按使徒行傳記述保羅自己的說話，他的童年是在耶路撒冷渡過，在那裏，他接受到極良好

及嚴格的法利賽教派教育 ── 他是當時最顯貴的拉比迦瑪列一世（Gamaliel I）門下的

學生（參徒二十二 3）。這些訓練及背景既使他擁有十分出眾的舊約知識，亦令他深諳多

種語言，包括希伯來文、亞蘭文及希臘文。 

 

信仰的皈信 

據我們所知，保羅在歸主之前對基督信仰本抱持著敵對的態度，甚至在主耶穌被處

死後，經常藉著其擁有的權柄去追捕及逼迫基督徒。然而，在主耶穌被釘約兩年後，有一

次他在前往大馬色追捕基督徒的路上，突然發生了一次奇特的經歷，令他生命出現了很大

的改變：當時有一束大光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並且有主的聲音向他說話（參徒第九章）。

這次經歷令他深信主耶穌的真實，並且知道祂是在他前往大馬色的路上直接向他發出呼

召，令他降服在祂面前。結果，在那次經歷之後，保羅對基督信仰的態度完全改變，而他

更由一個逼迫基督徒的人而變成為基督徒的一份子，竭力為主傳福音，最終反被那些反對

基督信徒的人逼害。 

 

傳道的生涯 

保羅歸主後，曾先後在亞拉伯、大馬色、耶路撒冷、敘利亞北部及基利家等地居住

過（參加一 15－21）。其後，巴拿巴在基利家邀請保羅到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參與教導

的工作（參徒十一 25－26）。在那裏，巴拿巴及保羅等人受到聖靈的感動，要為主的緣

故把福音傳開（徒十三 1－3）。就是這樣，他們便開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3
 本附錄的主要參考資料有：楊慶球編：《證主聖經神學辭典》（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01），頁

601-610；楊牧谷編：《當代神學辭典》（台北：校園書房，1997），頁 869-879；及 F. F. Bruce, Paul, 

Apostle of the Heart Set Free (Grand Rapids: Eerdmens, 1977),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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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使徒行傳的記述，我們相信保羅起碼曾進行過三次宣教旅程。第一次旅程記載於

使徒行傳十三及十四章，保羅與巴拿巴主要在羅馬的亞西亞省一帶傳福音。而第二次旅程

記載於徒十五 36－十八 22，由於保羅在這次旅程開始前，與巴拿巴在應否帶同約翰馬可

同行的問題上有意見上的分歧，因此，保羅最後改為與西拉及提摩太同行，並在這次旅程

中建立了腓立比、庇哩亞、帖撒羅尼迦及哥林多等教會。至於保羅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則

是記載於徒十八 23－二十一 15，在這次旅程中，保羅主要探訪了那些他和巴拿巴在第一

次傳道旅程中所建立的教會，而當中，他又花了很多時間在以弗所這地方。 

 

在這三次傳道旅程之後，使徒行傳記載到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最後，使徒行傳記

載到他要上告到該撒那裏，並以他前往羅馬的旅程及在羅馬被軟禁的經歷作為結束。而我

們在聖經中能知道保羅的生平事蹟，亦只能來到這裏。 

 

保羅的死亡 

聖經中並沒有明確記載保羅前往羅馬之後的經歷，以及他最後的下場如何。有學者

估計，若保羅在羅馬上訴該撒成功，則他很有機會前往西班牙繼續其宣教之旅。然而，亦

有學者透過引用一些初代教會的傳統，從而認為保羅最終是在公元六十四年左右，在羅馬

殉道，死於尼祿王的手下。但不論如何，我們可以說的是所有的這些見解，都只屬於學者

的推論，而實際上保羅最終的結局如何，對我們來說始終都是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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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生平中的重要日子和事件4
 

日期(公元) 基督教歷史 日期(公元) 羅馬帝國歷史 

  14-37 國王提庇留的統治期 

28-30 約 耶穌公開傳道 

33 約 保羅歸主 

35 約 保羅歸主後首次到耶路撒冷 

35-46 保羅在基利家和敘利亞 37-41 國王該猶的統治期 

41-54 國王革老丟的統治期 

46 保羅第二次到耶路撒冷   

47-49 保羅和巴拿巴在塞浦路斯和加拉太   

48-49 約 寫成加拉太書   

49 耶路撒冷會議 49 猶太人被逐出羅馬 

49-50 保羅、西拉從敘利亞的安提阿經小亞細

亞往馬其頓和亞該亞 

  

50 寫成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50-52 保羅在哥林多 51-52 迦流作亞該亞總督 

52 夏天 保羅第三次到耶路撒冷 52-59 腓力斯作猶太巡撫 

52-55 保羅在以弗所 54-68 尼祿成為凱撒（該撒） 

55-56 寫成哥林多前、後書   

55-57 保羅在馬其頓、以利哩古和亞該亞   

57 早期 寫成羅馬書   

57 五月 保羅第四次到耶路撒冷，亦是最後一次   

57-59 保羅被囚於該撒利亞 59 非都斯作猶太巡撫 

59 九月 保羅起程往羅馬   

60 二月 保羅抵達羅馬   

60-62 約 保羅在羅馬被軟禁 62 非都斯死亡， 

亞勒比努作猶太巡撫 

60-62？ 寫成監獄書信   

  64 七月 羅馬城被焚 

65？ 保羅到西班牙   

？ 寫成教牧書信   

67？ 保羅殉道   

 

                                                 
4
 資料來源：參照 F. F. Bruce, Paul, Apostle of the Heart Set Free (Grand Rapids: Eerdmens, 1977),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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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I 

新約時代巴勒斯坦的統治者 

羅馬皇帝 巴勒斯坦 備註 

 

猶太、撒瑪利亞、 

以土買 

以土利亞、 

特拉可尼 

加利利、 

比利亞 

 

 

奧古士督 

（27BC－14AD） 

（路二 1）  

 

大希律王 

（37－4BC） 

（太二 1－22） 

（路一 5）  

擴建第二聖殿（19BC） 

 

耶穌出生（約 6BC） 

 

 

亞基老（藩王） 

（4BC－6AD） 

（太二 22） 

希律腓力（分封王）

（4BC－34AD） 

（路三 1） 

希律安提帕（分封王） 

（4BC－39AD） 

（太十四 3－10） 

（可六 17－29） 

（路三 1、19） 

（路十三 31－33） 

（路二十三 6－12） 

 

 

提庇留 

（14－37AD） 

 

 

 

巡撫 

（6－41AD） 

 

  

 

 

如：本丟〃彼拉多 

（26－36AD） 

  

耶穌被釘十架、復活、

升天（約 30AD） 

 

 

  

巡撫 

（34－37AD） 

司提反殉道（35 AD） 

（可能之後保羅歸主） 

 公元 41 年  公元 39 年  

革老丟 

（41－54AD） 

（徒十一 28，十八 2）  

 

希律亞基帕王一世（猶太王） 

（37－44AD） 

（徒十二章） 雅各殉道（44AD） 

  羅馬巡撫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48－49AD） 

耶路撒冷會議（49AD）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50－52AD）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53－57AD） 

  

 

  

 

 

巡撫 

公元 53 年 

公元 56 年 

尼祿 

（54－68AD） 

（徒二十五 11、12、21） 

（徒二十六 32，二十七 24） 

（徒二十八 19） 

非力斯（52－59AD） 

非斯都（59－62AD） 

亞比努斯（62－64AD） 

佛羅斯（64－66AD） 

 

 

希律亞基帕王二世 

（53－66AD） 

（徒二十五章） 

 

 

保羅被捕（57AD） 

 

行傳結束（62AD） 

 

彼得及保羅坐監、殉道

（64－68AD） 

維斯帕先（69－79AD） 

 

提多（79－81AD） 

 

豆米田（81－96AD） 

 

猶太第一次革命 

公元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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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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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姓名： 

單元一 學號： 

第 1 課課後練習  

 

I. 填充： 30% 

1. 哥林多城曾於公元前 146 年遭 ____________ 勢力入侵，其後被該國執政官 _______________ 所

帶領的軍隊殲滅。 

2. 公元前 46 年，當時的羅馬該撒 ____________ 決定重建哥林多城，令此城成為羅馬帝國轄下的一

個 _______________，後來更成為了 ____________________ 的首府。 

3. 有人認為，重建後的哥林多城，是當時羅馬世界的第 ________ 大城市。 

4. 保羅是在第 ________ 次宣教旅程中創立哥林多教會的。 

5. 由於哥林多信徒一方面以為保羅是一個  ___________________ 的人，另一方面又懷疑保羅 

_______________ 的動機，因此他們其實頗為質疑保羅的 ______________ 地位。 

 

II. 問答：請先整理資料，並用自己的文字清晰地表達，不可僅抄錄課本或研習指引的內容。若有引文，

請註明資料出處。 

 

1. 試從哥林多城的歷史背景出發，以不多於 200字簡述哥林多教會的特點。 20% 

2. 在保羅的宣教旅程中，一般來說，當他建立了一間教會後，很快便會離開那兒。

然而，保羅這次在創立了哥林多教會後，卻花了不少時間逗留在哥林多城中。

試以不多於 100字分析箇中的原因。 

15% 

3. 「一般相信，哥林多前書雖被稱為「前書」，但其實它並不是保羅寫給哥林多教

會的第一封書信」。試在閱讀過本課之指定材料後，以不多於 200字解釋上述的

說話。 

15% 

 

III. 閱讀評估： 20% 

已完成全部指定的閱讀材料 □是 □否  （請在合適方格內以 X號表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