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文法指引 

關鍵動詞 (M.i.n.S.) 功能 

命令語氣 Imperative mood (VM) 命令 

直說語氣 Indicative mood (vi) 直説語氣 (實話實説) 

不定詞 Infinitive (vn) 目的 (“to”)  

2443 hina + 假設語氣 “hina” + 

subjunctive mood (VS)  

大目的 (“in order that”) 或結果 (“so 

that”) 

哥林多前書  

1 
1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 

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 (1510 vp分.現.主) 在基督耶穌裡成聖 (37 vp

分.完.被)、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 (1941 vp分.現.關身) 我主耶穌

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3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4 我常為你們感謝 (2168 vi直.現.主) 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 (1325 

vp分.過.被) 你們的恩惠； 

5 又因 (3754) 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 (4148 vi直.過.被)，口才、知識都全備， 

6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 (950 vi直.過.被)， 

7 以致 (5620) 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 (5302 vn不.現.被) 人的，等候 

(553 vp分.現.關/被 D)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8 他 {3739} 也必堅固 (950 vi直.未.主) 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日子無可責備。 

9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 {3739} 所召 (2564 vi直.過.被)，好與他兒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 (3870 vi直.現.主) 你們 {2443} 都說 

(3004 VS假.現.主) 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 (1510 VS假.現.主) 分黨 4978，

只要 (1510 VS假.現.主)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2675 vp分.完.被)。 

11 因為 (1063) 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提 (1213 vi直.過.被) 起弟兄們來，說 

(3754) 你們中間有 (1526 vi直.現.主) 紛爭 2054。 

12 我的意思 (3004 vi直.現.主) 就是 (3754) 你們各人說 (3004 vi直.現.主)：

「我是 (1510 vi直.現.主) 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

是屬基督的」。 

13 基督是分開 (3307 vi直.完.被) 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 (4717 vi直.

過.被) 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 (907 vi直.過.被) 嗎？ 



14 我感謝 (2168 vi直.現.主) 神，{3754} 除了基利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有

給你們一個人施洗 (907 vi直.過.主)， 

15 免得 {2443} 有人說 (3004 VS假.過.主)，你們是 (3754) 奉我的名受洗 

(907 vi直.過.主)。 

16 我也給司提法那家施過洗 (907 vi直.過.主)，此外給別人施洗 (907 vi直.過.

主) 沒有，我卻記 (1492 vi直.完.主) 不清。 

17 {1063} 基督差遣 (649 vi直.過.主) 我，原不是為施洗 (907 vn不.現.主)，

乃是為傳福音 (2097 vn不.現.關身)，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 {2443} 基督

的十字架落了空 (2758 VS假.過.被)。 

18 因為 (1063)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 (622 vp分.現.關身) 的人為 (2076 

vi直.現.主) 愚拙 3472；在我們得救 (4982 vp分.現.被) 的人，卻為 (2076 vi

直.現.主) 神的大能 1411。 

19 就如 (1063) 經上所記 (1125 vi直.完.被)：我要滅絕 (622 vi直.未.主) 智

慧人的智慧，廢棄 (114 vi直.未.主) 聰明人的聰明。 

20 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

智慧變成愚拙 (3471 vi直.過.主) 嗎？ 

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 (1097 vi直.過.主) 神，神就樂意 (2106 vi直.

過.主) 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 (4982 vn不.過.主) 那些信 (4100 vp分.現.

主) 的人；這就 (1063) 是神的智慧了。 

22 猶太人是要 (154 vi直.現.主) 神蹟，希臘人是求 (2212 vi直.現.主) 智慧， 

23 我們卻是傳 (2784 vi直.現.主) 釘十字架 (4717 vp分.完.被) 的基督，在猶

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24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25因 (3754) 神的愚拙總 (2076 vi直.現.主) 比人智慧 4680，神的軟弱總 (2076 

vi直.現.主) 比人強壯 2478。 

26 弟兄們哪，可 (1063) 見你們蒙召的，{3754} 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

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27 神卻揀選了 (1586 vi直.過.關身) 世上愚拙的，叫 (2443) 有智慧的羞愧 

(2617 VS假.現.主)；又揀選了 (1586 vi直.過.關身) 世上軟弱的，叫 (2443) 那

強壯的羞愧 (2617 VS假.現.主)。 

28 神也揀選了 (1586 vi直.過.關身) 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 (1848 vp分.完.被) 

的，以及那無有的 (1510 vp分.現.主)，為 (2443) 要廢掉 (2673 VS假.過.主) 

那有的 (1510 vp分.現.主)， 

29 使 (3704) 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2744 VS假.過.關/

被 D)。 

30 但你們得在 (2075 vi直.現.主) 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 {3739} 成

為 (1096 vi直.過.被 D) 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31 如經上所記 (1125 vi直.完.被)：「誇口的 (2744 vp分.現.關/被D)，當 (2443) 



指著主誇口 (2744 VM命令.現.關/被 D)。」 

 

2 
1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 (2064 vp分.過.主)，{2064 vi直.過去} 並沒有

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2605 vp分.現.主) 神的奧祕。 

2 因為 (1063) 我曾定了 (2919 vi直.過.主) 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 (1492 

vn不.完.主) 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4717 vp分.完.被)。 

3 我在 (1096 vi直.過.被 D) 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4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5 叫 (2443) 你們的信不在乎 (1510 VS假.現.主) 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

能。 

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 (2980 vi直.現.主) 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

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 (2673 vp分.現.被) 之人的智慧。 

7 我們講 (2980 vi直.現.主) 的，乃是從前所隱藏 (613 vp分.完.被)、神奧祕的

智慧，就是 (3739)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 (4309 vi直.過.主) 使我們得榮耀的。 

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 (1097 vi直.完.主) 的，他們若 (1063) 

知道 (1097 vi直.過.主)，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 (4717 vi直.過.主) 上了。 

9 {235} 如經上所記 (1125 vi直.完.被)：神為愛 (25 vp分.現.主) 他的人所預備 

(2090 vi直.過.主) 的 {3739} 是眼睛未曾看見 (1492 vi直.過.主)，{3739} 耳

朵未曾聽見 (191 vi直.過.主)，人心也未曾想到 (305 vi直.過.主) 的。 

10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601 vi直.過.主)，因為 (1063) 聖靈參透 

(2045 vi直.現.主) 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11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1063} 誰知道 (1492 vi直.完.主) 人的事？像這樣，除

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 (1492 vi直.完.主) 神的事。 

12 我們所領受 (2983 vi直.過.主) 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 

(2443) 我們能知道 (1492 VS假.完.主) 神開恩賜給 (5483 vp分.過.被) 我們

的事。 

13 並且我們講說 (2980 vi直.現.主) 這些事 (3739)，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

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 (4793 vp分.現.主) 屬靈的事（或

譯：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 

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1209 vi直.現.關/被 D) 神聖靈的事，{1063} 反

倒以為 (2076 vi直.現.主) 愚拙 3472，並且不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知道 

(1097 vn不.過.主)，因為 (3754) 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350 vi直.現.

被)。 

15 屬靈的人能看透 (350 vi直.現.主) 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 (350 vi直.現.

被) 了他。 

16 {1063} 誰曾知道 (1097 vi直.過.主) 主的心去 (3739) 教導 (4822 vi直.未.



主) 他呢？但我們是有 (2192 vi直.現.主) 基督的心 3563了。 

 

3 
1 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 (2980 vn不.過.主)，不能 (1410 vi直.過.被 D) 把

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裡為嬰孩的。 

2 我是用奶餵 (4222 vi直.過.主) 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 {1063}。那時你們不

能 (1410 vi直.不完.關/被 D) 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3 {1063} 你們仍是 (2075 vi直.現.主) 屬肉體 4559的，因為 (1063) 在你們中

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乎 (2075 vi直.現.主) 肉體 4559、照著世人的樣子

行 (4043 vi直.現.主) 嗎？ 

4 {1063} 有說 (3004 VS假.現.主)：「我是屬 (1510 vi直.現.主) 保羅的」；有說：

「我是屬亞波羅的。」這豈不是 (2075 vi直.現.主) 你們和世人一樣嗎？ 

5 亞波羅算甚麼？{3767} 保羅算 (2076 vi直.現.主) 甚麼？無非是執事，照主

所賜給 (1325 vi直.過.主) 他們各人的，{3739} 引導你們相信 (4100 vi直.過.

主)。 

6 我栽種了 (5452 vi直.過.主)，亞波羅澆灌了 (4222 vi直.過.主)，惟有神叫他

生長 (837 vi直.不完.主)。 

7可見 (5620) 栽種 (5452 vp分.現.主) 的，算 (2076 vi直.現.主) 不得甚麼，

澆灌 (4222 vp分.現.主) 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 (837 vp分.現.主) 

的神。 

8 栽種 (5452 vp分.現.主) 的和澆灌 (4222 vp分.現.主) 的，都是 (1526 vi直.

現.主) 一樣 1520，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 (2983 vi直.未.關/被 D) 自己

的賞賜。 

9 因為 (1063) 我們是 (2070 vi直.現.主) 與神同工的；你們是 (2075 vi直.

現.主)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10 我照神所給 (1325 vp分.過.被) 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 (5087 

vi直.完.主) 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2026 vi直.現.主)；只是各人要謹慎 (991 

VM命令.現.主) 怎樣在上面建造 (2026 vi直.現.主)。 

11 因為 (1063) 那 (3739) 已經立 (2749 vp分.現.關/被 D) 好的根基就是 

(2076 vi直.現.主) 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 (5087 vn不.過.主) 別的根基。 

12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 (2026 vi直.現.主)，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 (1096 vi直.未.關/被 D) 顯露 5318，因為 (1063) 那日子要

將它表明 (1213 vi直.未.主) 出來， {3754} 有火發現 (601 vi直.現.被)；這火

要試驗 (1381 vi直.未.主) 各人的工程 2041{ 2076 vi直.現} 怎樣。 

14 人在那根基上所 (3739) 建造 (2026 vi直.過.主) 的工程若存得住 (3306 vi

直.現.主)，他就要得 (2983 vi直.未.關/被 D) 賞賜。 

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 (2618 vi直.未.被)，他就要受虧損 (2210 vi直.未.被)，自



己卻要得救 (4982 vi直.未.被)；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16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你們是 (2075 vi直.現.主) 神的殿，神的

靈住在 (3611 vi直.現.主) 你們裡頭嗎？ 

17 若有人毀壞 (5351 vi直.現.主) 神的殿，神必要毀壞 (5351 vi直.未.主) 那人；

因為 (1063)神的殿是 (2076 vi直.現.主) 聖的 40，這殿就是 (2075 vi直.現.主) 

你們。 

18 人不 (3367) 可自欺 (1818 VM命令.現.主)。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

為 (1380 vi直.現.主) 有 (1510 vn不.現.主) 智慧，倒不如變作 (1096 VM命

令.過.關/被 D) 愚拙，好 (2443) 成為 (1096 VS假.過.關/被 D) 有智慧的。 

19 因 (1063) 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 (2076 vi直.現.主) 愚拙 3472。如 (1063) 

經上記著 (1125 vi直.完.被) 說：「主叫 (1405 vp分.現.關/被 D) 有智慧的，中

了自己的詭計」； 

20 又說：「主知道 (1097 vi直.現.主) 智慧人的意念 {3754} 是 (1526 vi直.

現.主) 虛妄的 3152。」 

21 所以 (5620) 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 (2744 VM命令.現.關/被 D)，因為 

(1063) 萬有全是 (2076 vi直.現.主) 你們的。 

22 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 (1764 vp分.完.

主) 的事，或將來 (3195 vp分.現.主) 的事，全是 (2076 vi直.現.主) 你們的； 

23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 

 

4 
1 人應當以 (3049 VM命令.現.關/被 D) 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

家。 

2 所求 (2212 vi直.現.被) 於管家的，是 (2443) 要 (2147 VS假.過.被) 他有

忠心。 

3 我被你們論斷 (350 VS假.過.被)，或被別人論斷，我都 (2443) 以為 (2076 

vi直.現.主) 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 (350 vi直.現.主) 自己。 

4 我雖不覺得 (4894 vi直.完.主) 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 (1344 vi

直.完.被)；但判斷 (350 vp分.現.主) 我的乃是 (2076 vi直.現.主) 主 2962。 

5 所以 (5620) ，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 (2919 VM命令.現.主)，只等主

來 (2064 VS假.過.主)，他 (3739) 要照出 (5461 vi直.未.主) 暗中的隱情，顯

明 (5319 vi直.未.主) 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 (1096 vi直.未.關/被 D) 從

神那裡得著稱讚 1868。 

6 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事轉比 (3345 vi直.過.主) 自己和亞波羅，

叫 (2443) 你們效法 (3129 VS假.過.主) 我們不可過於 {2443} 聖經所 

(3739) 記 (1125 vi直.完.被)，免得你們 {5426 vn不.現.主} 自高自大 (5448 

VS假.現.被)，貴重這個，輕看那個。 



7 使 (1063) 你與人不同 (1252 vi直.現.主) 的是誰呢？你有 (2192 vi直.現.

主) 甚麼不是 (3739) 領受 (2983 vi直.過.主) 的呢？若是領受 (2983 vi直.過.

主) 的，為何自誇 (2744 vi直.現.關/被D)，彷彿不是領受 (2983 vp分.過.主) 的

呢？ 

8 你們已經 (2075 vi直.現.主) 飽足 (2880 vp分.完.被) 了！已經豐富了 

(4147 vi直.過.主)！不用我們，自己就作王 (936 vi直.過.主) 了！我願意你們

果真作王 (936 vi直.過.主)，叫 (2443) 我們也得與你們一同作王 (4821 VS

假.過.主)。 

9 {1063} 我想 (1380 vi直.現.主) 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 (584 vi直.過.主) 

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 (3754) 我們成了 (1096 vi直.過.被 D) 一臺戲
2302，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10 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的，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的；我們軟弱，你們

倒強壯；你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視。 

11 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 (3983 vi直.現.主) 又渴 (1372 VS假.現.主)，又赤

身露體 (1130 vi直.現.主)，又挨打 (2852 vi直.現.被)，又沒有一定的住處 (790 

vi直.現.主)， 

12 並且勞苦 (2872 vi直.現.主)，親手做工 (2038 vp分.現.關/被 D)。被人咒罵 

(3058 vp分.現.被)，我們就祝福 (2127 vi直.現.主)；被人逼迫 (1377 vp分.現.

被)，我們就忍受 (430 vi直.現.關/被 D)； 

13 被人毀謗 (987 vp分.現.被)，我們就善勸 (3870 vi直.現.主)。直到如今，人

還把我們看作 (1096 vi直.過.被 D) 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4067。 

14 我寫 (1125 vi直.現.主) 這話，不是叫你們羞愧 (1788 vp分.現.主)，乃是警

戒 (3560 vi直.現.主) 你們，好像我所親愛的兒女一樣。 

15 {1063}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 (2192 VS假.現.主) 一萬 3463，為父的卻是

不多，因 (1063)我在基督耶穌裡用福音生了 (1080 vi直.過.主) 你們。 

16 所以 (3767)，我求 (3870 vi直.現.主) 你們效法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我。 

17 因此我已打發 (3992 vi直.過.主) 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 (3739) 在主裡

面，是 (2076 vi直.現.主) 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他 (3739) 必提醒 (363 vi

直.未.主) 你們，記念我在基督裡怎樣行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 (1321 vi

直.現.主) 人。 

18 有些人自高自大 (5448 vi直.過.被)，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 (2064 vp分.

現.關/被 D)； 

19 然而，主若許 (2309 VS假.過.主) 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 (2064 vi直.未.

關/被 D)，並且我所要知道 (1097 vi直.未.關/被 D) 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 

(5448 vp分.完.被) 之人的言語，乃是他們的權能。 

20 因為 (1063) 神的國不在乎言語，乃在乎權能。 

21 你們 (2309 vi直.現.主) 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 



(2064 VS假.過.主) 呢？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 

 

5 
1 風聞 (191 vi直.現.被) 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 (3748那) 外

邦人中也沒有，就是 (5620) 有人收了 (2192 vn不.現.主) 他的繼母。 

2 你們還是 (2075 vi直.現.主) 自高自大 (5448 vp分.完.被)，並不哀痛 (3996 

vi直.過.主)，把 (2443) 行 (4160 vp分.過.主) 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1808 VS假.過.被)。 

3 {1063} 我身子雖不在 (548 vp分.現.主) 你們那裡，心卻在 (3918 vp分.現.

主) 你們那裡，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 (3918 vp分.現.主)，已經判斷了 (2919 vi

直.完.主) 行 (2716 vp分.過.被 D) 這事的人。 

4 就是你們聚會 (4863 vp分.過.被) 的時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們主耶穌的

名，並用我們主耶穌的權能， 

5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 (3860 vn不.過.主) 撒但，敗壞他的肉體，使 (2443) 他

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4982 VS假.過.被)。 

6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

發起來 (2220 vi直.現.主) 嗎？ 

7 你們既是 (2075 vi直.現.主) 無酵的麵，應當 [3767] 把舊酵除淨 (1571 VM

命令.過.主)，好 (2443) 使你們成為 (1510 VS假.現.主) 新團；因為 (1063) 我

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 (2380 vi直.過.被) 了。 

8 所以 (5620) ，我們守這節 (1858 VS假.現.主) 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

（或譯：陰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9 我先前寫 (1125 vi直.過.主) 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4874 vn不.

現.關身)。 

10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

樣，你們除非 (3784 vi直.現.主) 離開 (1831 vn不.過.主) 世界方可。 

11 但如今我寫 (1125 vi直.過.主) 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 (3687 vp分.現.被) 弟

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這樣

的人不可與他相交 (4874 vn不.現.關身)，就是與他吃飯 (4906 vn不.現.主) 都

不可。 

12 因為 (1063) 審判 (2919 vn不.現.主) 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

你們審判 (2919 vi直.現.主) 的嗎？ 

13 至於外人有神審判 (2919 vi直.未.主) 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

趕出去 (1808 vi直.未.主)。 

 

6 



1 你們中間有 (2192 vp分.現.主) 彼此相爭的事，怎敢 (5111 vi直.現.主) 在不

義的人面前求審 (2919 vn不.現.被)，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 

2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聖徒要審判 (2919 vi直.未.主) 世界嗎？

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2919 vi直.現.被)，難道你們 (2075 vi直.現.主) 不配 370審

判這最小的事嗎？ 

3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我們要審判 (2919 vi直.未.主) 天使嗎？

何況今生的事呢？ 

4 既是 (3767) 這樣，你們若有 (2192 VS假.現.主) 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 

(2523 vi直.現.主) 教會所輕看 (1848 vp分.完.被) 的人審判嗎？ 

5 我說 (3004 vi直.現.主) 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 (2076 vi

直.現.主) 一個智慧人 4680{3739} 能 (1410 vi直.未.關/被 D) 審斷 (1252 vn不.

過.主) 弟兄們的事嗎？ 

6 {235}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 (2919 vi直.現.被)，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

前。 

7 {3754} 你們彼此告狀 (2192 vi直.現.主) 2917，這已經 {3767} 是 (2076 vi直.

現.主) 你們的大錯 2275了。為甚麼不情願受欺 (91 vi直.現.被) 呢？為甚麼不情

願吃虧 (650 vi直.現.被) 呢？ 

8 你們倒是欺壓 (91 vi直.現.主) 人、虧負 (650 vi直.現.主) 人，況且所欺壓

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9 你們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不義的人不能承受 (2816 vi直.未.主) 

神的國嗎？不要自欺 (4105 VM命令.現.被)！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

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2816 vi直.未.主) 

神的國。 

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 (2258 vi直.不完.主) 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 (628 vi直.過.關身)，{235} 成聖 (37 vi

直.過.被)，{235} 稱義 (1344 vi直.過.被) 了。 

12 凡事我都可行 (1832 vi直.現.主)，但不都有益處 (4851 vi直.現.主)。凡事

我都可行 (1832 vi直.現.主)，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1850 vi直.

未.被)。 

13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 (2673 vi直.未.主)。

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14 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 (1453 vi直.過.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 

(1825 vi直.未.主)。 

15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你們的身子是 (2076 vi直.現.主) 基督的

肢體 3196 嗎？我可以 {3767} 將 (142 vp分.過.主) 基督的肢體作為 (4160 VS

假.過.主) 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 (1096 vo期望.過.關/被 D)！ 

16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與娼妓聯合 (2853 vp分.現.被) 的，便是 



(2076 vi直.現.主) 與她成為一體 4983嗎？因為 (1063) 主說 (5346 vi直.現.主)：

「二人要成 (2071 vi直.未) 為一體。」 

17 但與主聯合 (2853 vp分.現.被) 的，便是 (2076 vi直.現.主) 與主成為一靈
4151。 

18 你們要逃避 (5343 VM命令.現.主) 淫行。人所 (3739) 犯 (4160 VS假.過.

主) 的，無論甚麼罪，都在 (2076 vi直.現.主) 身子以外，惟有行 (4203 vp分.

現.主) 淫 (264 vi直.現.主) 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19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你們的身子就是 (2076 vi直.現.主) 聖靈

的殿嗎？這 (3739) 聖靈 4151是 (2192 vi直.現.主) 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 (2075 vi直.現.主) 自己的人， 

20 因為 (1063) 你們是重價買 (59 vi直.過.被)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

上榮耀 (1392 VM命令. 現在)  神 {2076 vi直.現} 。 

 

7 
1 論到你們信上所 (3739) 提 (1125 vi直.過.主) 的事，我說男不近 (681 vn不.

現.關身) 女倒好。 

2 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 (2192 VM命令.現.主) 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

各有 (2192 VM命令.現.主) 自己的丈夫。 

3 丈夫當 (3784 vp分.現.被) 用合宜之分待 (591 VM命令.現.主) 妻子；妻子

待丈夫也要如此。 

4 妻子沒有權柄 (1850 vi直.現.主) 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

柄 (1850 vi直.現.主) 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 (650 VM命令.現.主)，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 (2443) 

要 (4980 VS假.現.主) 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 (4905 VS假.現.關/被D)，

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 (3985 VS假.現.主) 你們。 

6 我說 (3004 vi直.現.主) 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 

7 [1063] 我願意 (2309 vi直.現.主) 眾人像 (1510 vn不.現.主) 我一樣；只是

各人領受 (2192 vi直.現.主) 神的恩賜 5486，一個 [3739] 是這樣，一個 [3739] 

是那樣。 

8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 (3004 vi直.現.主)，若他們常 (3306 VS假.過.

主) 像我就 {2076 vi直.現.主} 好 2570。 

9 倘若自己禁止 (1467 vi直.現.關/被 D) 不住，就可以嫁娶 (1060 VM命令.

過.主)。{1063} 與其慾火 (4448 vn不.現.被) 攻心，倒不如嫁娶 (1060 vn不.

過.主) 為 (2076 vi直.現.主) 妙 2909。 

10 至於那已經嫁娶 (1060 vp分.完.主) 的，我吩咐 (3853 vi直.現.主) 他們；

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 (5563 vn不.過.被) 丈夫， 

11 若是離開 (5563 vi直.過.被) 了，不可再嫁 {3306 VM命令.現.主}，或是仍



同丈夫和好 (2644 VM命令.過.被)。丈夫也不可離棄 (863 vn不.現.主) 妻子。 

12 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 (3004 vi直.現.主) ）：倘若某弟兄有 (2192 vi

直.現.主) 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 (4909 vi直.現.主) 和他同住 (3611 vn不.

現.主)，他就不要離棄 (863 VM命令.現.主) 妻子。 

13 妻子有 (2192 vi直.現.主) 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 (4909 vi直.現.主) 和

她同住 (3611 vn不.現.主)，她就不要離棄 (863 VM命令.現.主) 丈夫。 

14 因為 (1063) 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 (37 vi直.完.被)，並且不信的

妻子就因著丈夫（原文是弟兄）成了聖潔 (37 vi直.完.被)。不然，你們的兒女

就 (2076 vi直.現.主) 不潔淨 169，但如今他們 (2076 vi直.現.主) 是聖潔 40的

了。 

15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 (5563 vi直.現.關身)，就由他離去 (5563 VM命令.

現.被) 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 (1402 vi直.完.被)。

神召 (2564 vi直.完.主) 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 

16 {1063} 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 (1492 vi直.完.主) 不能救 (4982 vi直.未.

主) 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 (1492 vi直.完.主) 不能救 (4982 vi

直.未.主) 你的妻子呢？ 

17 只要照主所分 (3307 vi直.過.主) 給各人的，和神所召 (2564 vi直.完.主) 各

人的而行 (4043 VM命令.現.主)。我吩咐 (1299 vi直.現.關身) 各教會都是這

樣。 

18 有人已受割禮 (4059 vp分.完.被) 蒙召 (2564 vi直.過.被) 呢，就不要廢割

禮 (1986 VM命令.現.關/被 D)；有人未受割禮蒙召 (2564 vi直.過.被) 呢，就

不要受割禮 (4059 VM命令.現.被)。 

19 受割禮算 (2076 vi直.現.主) 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 (2076 vi直.現.主) 

不得甚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 

20 各人蒙召 (2564 vi直.過.被) 的時候是甚麼 (3739) 身分，仍要 (3306 VM

命令.現.主) 守住這身分。 

21 你是作奴隸蒙召 (2564 vi直.過.被) 的嗎？不要因此憂慮 (3199 VM命令.

現.主)；{235} 若能 (1410 vi直.現.關/被D) 以 (1096 vn不.過.關/被D) 自由，

就求 (5530 VM命令.過.關/被 D) 自由更好。 

22 因為 (1063) 作奴僕蒙召 (2564 vp分.過.被) 於主的，就是 (2076 vi直.現.

主) 主所釋放的人 558；作自由之人蒙召的 (2564 vp分.過.被)，就是 (2076 vi

直.現.主) 基督的奴僕 1401。 

23 你們是重價買 (59 vi直.過.被) 來的，不要作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人的奴僕。 

24 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 (2564 vi直.過.被) 的時候 (3739) 是甚麼身分，仍

要在神面前守住 (3306 VM命令.現.主) 這身分。 

25論到童身的人，我沒有 (2192 vi直.現.主) 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憐恤 (1653 

vp分.完.被) 能作 (1510 vn不.現.主) 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見 1106告訴 (1325 



vi直.現.主) 你們。 

26 因現今 (1764 vp分.完.主) 的艱難，{3767} 據我看來 (3543 vi直.現.主)，

{5225 vn不.現.主 3754} 人不如守 (1510 vn不.現.主) 素安常才好 2570。 

27 你有妻子纏著 (1210 vi直.完.被) 呢，就不要求 (2212 VM命令.現.主) 脫離；

你沒有妻子纏著 {3089 vi直.完.被} 呢，就不要求 (2212 VM命令.現.主) 妻

子。 

28 你若娶妻 (1060 VS假.過.主)，並不是犯罪 (264 vi直.過.主)；處女若出嫁 

(1060 VS假.過.主)，也不是犯罪 (264 vi直.過.主)。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 (2192 

vi直.未.主) 苦難 2347，我卻願意你們免 (5339 vi直.現.關/被 D) 這苦難。 

29 弟兄們，我對你們說 (5346 vi直.現.主)：時候減少了 (4958 vp分.完.被)。

從此以後 (2076 vi直.現.主)，那 (2443) 有 (2192 vp分.現.主) 妻子的，要 

(1510 VS假.現.主) 像沒有 (2192 vp分.現.主) 妻子； 

30 哀哭的 (2799 vp分.現.主)，要像不哀哭 (2799 vp分.現.主)；快樂的 (5463 

vp分.現.主)，要像不快樂 (5463 vp分.現.主)；置買的 (59 vp分.現.主)，要像

無有所得 (2722 vp分.現.主)； 

31 用 (5530 vp分.現.關/被 D) 世物的，要像不用 (2710 vp分.現.關/被 D) 世

物，因為 (1063)這世界的樣子 4976將要過去了 (3855 vi直.現.主)。 

32 我願 (1510 vn不.現.主)(2309 vi直.現.主) 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的，是

為主的事掛慮 (3309 vi直.現.主)，想怎樣叫主喜悅 (700 vi直.未.主)。 

33 娶了妻 (1060 vp分.過.主) 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 (3309 vi直.現.主)，想

怎樣叫妻子喜悅 (700 vi直.未.主)。 

34 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 (3307 vi直.完.被)。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慮 

(3309 vi直.現.主)，{2443} 要 (1510 VS假.現.主) 身體、靈魂都聖潔；已經出

嫁 (1060 vp分.過.主) 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 (3309 vi直.現.主)，想怎樣叫丈

夫喜悅 (700 vi直.未.主)。 

35 我說 (3004 vi直.現.主) 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 (4851 vp分.現.主)，不 

{2443} 是要牢 (1911 VS假.過.主) 籠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得以殷

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 

36 若有人以為 (3543 vi直.現.主) 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宜 (807 vn不.現.主)，

女兒也過了年歲 (1510 VS假.現.主)，事又當 (1096 vn不.現.關/被D) 行 (3784 

vi直.現.主)，他就可隨 (2309 vi直.現.主) 意 (3739) 辦理 (4160 VM命令.現.

主)，不算有罪 (264 vi直.現.主)，叫二人成親 (1060 VM命令.現.主) 就是了。 

37 倘若人 (3739) 心裡堅定 (2476 vi直.不完.主)，沒有 (2192 vp分.現.主) 不

得已的事，並且由得 (2192 vi直.現.主) 自己作主，心裡又決定了 (2919 vi直.

完.主) 留下 (5083 vn不.現.主) 女兒不出嫁，如此行 (4160 vi直.現.主) 也

好。 

38 這樣看來 (5620)，叫 (4160 vi直.現.主) 自己的女兒出嫁 (1547 vp分.現.

主) 是好，不叫 (4160 vi直.現.主) 她出嫁 (1547 vp分.現.主) 更是好。 



39 丈夫活著 (2198 vi直.現.主) 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 (1210 vi直.完.被) 的；

丈夫若死了 (2837 VS假.過.被)，妻子就可以 (2076 vi直.現.主) 自由 1658，隨

意 (2309 vi直.現.主) 再嫁 (1060 vn不.過.被)，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 

(3739)。 

40 然而按我的意見，若常 (3306 VS假.過.主) 守節更有 (2076 vi直.現.主) 福

氣 3107。我也想 (1380 vi直.現.主) 自己是被 (2192 vn不.現.主) 神的靈感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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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 (1492 vi直.完.主){3754} 我們都有 (2192 vi直.

現.主) 知識 1108。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5448 vi直.現.主)，惟有愛心能造就 

(3618 vi直.現.主) 人。 

2 若有人以為 (1380 vi直.現.主) 自己知道 (1492 vn不.完.主) 甚麼，按他所當 

(1163 vi直.現.主) 知道 (1097 vn不.過.主) 的，他仍是不知道 (1097 vi直.完.

主)。 

3 若有人愛 (25 vi直.現.主) 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 (1097 vi直.完.被) 的。 

4 {3767}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 (1492 vi直.完.主){3754} 偶像在世上

算不得甚麼，也 {3754} 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 

5 {1063} 雖有 (11526 vi直.現.主) 稱為 (3004 vp分.現.被) 神 2316的，或在天，

或在地，就如那 {1526 vi直.現.主} 許多的神，許多的主； 

6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 {3739}；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

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 (3739) 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7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 (2068 vi直.

現.主) 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 {1510 vp分.現.主} 軟弱，也就污穢 

(3435 vi直.現.被) 了。 

8 其實食物不能叫 (3936 vi直.現.主) 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 (2068 VS假.

過.主) 也無損 (5302 vi直.現.被)，吃 (2068 VS假.過.主) 也無益 (4052 vi直.

現.主)。 

9 只是你們要謹慎 (991 VM命令.現.主)，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 (1096 VS假.

過.關/被 D) 那軟弱 (770 vp分.現.主) 人的絆腳石。 

10 {1063} 若有人見 (1492 VS假.過.主) 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 

(2621 vp分.現.關/被 D)，這人的良心若是 (1510 vp分.現.主) 軟弱，豈不放膽 

(3618 vi直.未.被) 去吃 (2068 vn不.現.主) 那祭偶像之物嗎？ 

11 因此，基督為他 {3739} 死 (599 vi直.過.主) 的那軟弱 (770 vp分.現.主) 弟

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 (622 vi直.未.關身) 了。 

12 你們這樣得罪 (264 vp分.現.主) 弟兄們，傷了 (5180 vp分.現.主) 他們軟弱 

(770 vp分.現.主) 的良心，就是得罪 (264 vi直.現.主) 基督。 



1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 (4624 vi直.現.主)，我就永遠不吃 (2068 VS假.

過.主) 肉，免得 {2443} 叫我弟兄跌倒 (4624 VS假.過.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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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不是 (1510 vi直.現.主) 自由的嗎？我不是 (1510 vi直.現.主) 使徒嗎？我

不是見過 (3708 vi直.完.主) 我們的主耶穌嗎？你們不是 (2075 vi直.現.主) 

我在主裡面所做之工嗎？ 

2 假若在 (1510 vi直.現.主) 別人，我不是使徒，{235} 在你們，我總是 (1510 vi

直.現.主) 使徒，因為 (1063) 你們在主裡正是 (2075 vi直.現.主) 我作使徒的

印證。 

3 我對那盤問 (350 vp分.現.主) 我的人就是 (2076 vi直.現.主) 這樣分訴： 

4 難道我們沒有 (2192 vi直.現.主) 權柄 1849靠福音吃 (2068 vn不.過.主) 喝 

(4095 vn不.過.主) 嗎？ 

5 難道我們沒有 (2192 vi直.現.主) 權柄 1849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 (4013 vn

不.現.主) 一同往來，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並磯法一樣嗎？ 

6 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 (2192 vi直.現.主) 權柄 1849不做工 (2038 vn不.現.關/

被 D) 嗎？ 

7 有誰當兵 (4754 vi直.現.關身) 自備糧餉呢？有誰栽 (5452 vi直.現.主) 葡萄

園不吃 (2068 vi直.現.主) 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養 (4165 vi直.現.主) 牛羊不

吃 (2068 vi直.現.主) 牛羊的奶呢？ 

8 我說 (2980 vi直.現.主) 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 (3004 vi

直.現.主) 嗎？ 

9 就如 (1063) 摩西的律法記著 (1125 vi直.完.被) 說：「牛在場上踹穀 (248 vp

分.現.主) 的時候，不可籠住 (5392 vi直.未.主) 牠的嘴。」難道神所掛念 (3199 

vi直.現.主) 的是牛嗎？ 

10 不全是為我們說 (3004 vi直.現.主) 的嗎？分明 (1063) 是為我們說 (1125 

vi直.過.被) 的。因為 (3754) 耕種 (722 vp分.現.主) 的當 (3784 vi直.現.主) 

存著指望去耕種 (722 vn不.現.主)；打場 (3348 vn不.現.主) 的也當存得糧 

(3348 vn不.現.主) 的指望去打場。 

11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 (4687 vi直.過.主) 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 

(2325 vi直.未.主) 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嗎？ 

12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 (3348 vi直.現.主) 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

沒有用 (5530 vi直.過.被 D) 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 (4722 vi直.現.主)，免 

{2443} 得 (1325 VS假.過.主) 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13 你們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為聖事勞碌 (2038 vp分.現.關/被D) 

的就吃 (2068 vi直.現.主) 殿中的物嗎？伺候 (4332 vp分.現.主) 祭壇的就分

領 (4829 vi直.現.關/被 D) 壇上的物嗎？ 



14 主也是這樣命定 (1299 vi直.過.主)，叫傳 (2605 vp分.現.主) 福音的靠著福

音養生 (2198 vn不.現.主)。 

15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 (5530 vi直.過.被 D) 過。我寫 (1125 vi直.過.主) 這話，

並非要 {2443} 你們這樣待 (1096 VS假.過.關/被 D) 我，因為 (1063) 我寧

可死 (599 vn不.過.主) 也不叫 (2443) 人使我所誇的落了空 (2758 VS假.過.

主)。 

16 {1063} 我傳福音 (2097 VS假.現.關身) 原沒有 (2076 vi直.現.主) 可誇 2745

的，因為 (1063) 我是不得已的 {1945 vi直.現.關/被 D} 。若不傳福音 (2097 

VS假.現.關身)，我便有 (2076 vi直.現.主) 禍了。 

17 {1063} 我若甘心做 (4238 vi直.現.主) 這事，就有 (2192 vi直.現.主) 賞賜
3408；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 (4100 vi直.完.被) 我了。 

18 既是這樣 (3767)，我的賞賜 3408是 (2076 vi直.現.主) 甚麼呢？就是 (2443) 

我傳 (2097 vp分.現.關身) 福音的時候叫 (5087 VS假.過.主) 人不花錢得福音，

免得用盡 (2710 vn不.過.關/被 D) 我傳福音的權柄。 

19 我雖 (1063) 是 (1510 vp分.現.主) 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

人的僕人 (1402 vi直.過.主)，為 (2443) 要多得 (2770 VS假.過.主) 人。 

20 向猶太人，我就作 (1096 vi直.過.被 D) 猶太人，為 (2443) 要得 (2770 VS

假.過.主) 猶太人 (2453)；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

下的人，為 (2443) 要得 (2770 VS假.過.主) 律法以下的人。 

21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 (2443) 要得 (2770 VS假.過.

主) 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 (1510 vp分.現.主) 沒有律法；在基

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 (1096 vi直.過.被 D) 軟弱 772的人，為 (2443) 要得 

(2770 VS假.過.主) 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 (1096 vi直.完.主) 甚麼

樣的人。{2443} 無論如何，總要救 (4982 VS假.過.主) 些人。 

23 凡我所行 (4160 vi直.現.主) 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 (2443) 要與人同

得 (1096 VS假.過.關/被 D) 這福音的好處。 

24 豈不知 (1492 vi直.完.主){3754} 在場上賽跑 (5143 vp分.現.主) 的都跑 

(5143 vi直.現.主)，但得 (2983 vi直.現.主) 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 

(5143 VM命令.現.主)，好叫 (2443) 你們得著 (2638 VS假.過.主) 獎賞。 

25凡較力爭勝 (75 vp分.現.關/被 D) 的，諸事都有節制 (1467 vi直.現.關/被

D)，他們不過 (3767) 是要 (2443) 得 (2983 VS假.過.主) 能壞的冠冕；我們

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26 所以，我奔跑 (5143 vi直.現.主) 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 (4438 vi直.現.主) 

不像打 (1194 vp分.現.主) 空氣的。 

27 {235} 我是攻克 (5299 vi直.現.主) 己身，叫身服 (1396 vi直.現.主) 我，恐

怕我傳福音 (2784 vp分.過.主) 給別人，自己反被 (1096 VS假.過.關/被 D) 棄

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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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弟兄們，我不願意 (2309 vi直.現.主) 你們不曉得 (50 vn不.現.主)，{3754} 

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 (2258 vi直.不完.主) 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1330 vi直.過.

主)， 

2都在雲裡、海裡受洗 (907 vi直.過.關身) 歸了摩西； 

3 並且都吃了 (2068 vi直.過.主) 一樣的靈食， 

4 也都喝了 (4095 vi直.過.主) 一樣的靈水。所 (1063) 喝 (4095 vi直.不完.

主) 的，是出於隨著 (190 vp分.現.主) 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 (2258 vi直.

不完.主) 基督 5547。 

5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 (2106 vi直.過.主) 的人，所以 (1063) 在曠野倒

斃 (2693 vi直.過.被)。 

6這些事都是 (1096 vi直.過.關/被 D) 我們的鑑戒 5179，叫我們不要 (1510 vn

不.現.主) 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 (1937 vi直.過.主) 的； 

7 也不要拜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 

(1125 vi直.完.被)：「百姓坐下 (2523 vi直.過.主) 吃 (2068 vn不.過.主) 喝 

(4095 vn不.過.主)，起來 (450 vi直.過.主) 玩耍 (3815 vn不.現.主)。」 

8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 (4203 VS假.現.主)，像他們有人行 (4203 vi直.過.主) 的，

一天就倒斃 (4098 vi直.過.主) 了二萬三千人； 

9 也不要試探 (1598 VS假.現.主) 主（有古卷：基督），像他們有人試探 (3985 

vi直.過.主) 的，就被蛇所滅 (622 vi直.過.關身)。 

10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 (1111 VM命令.現.主)，像他們有發怨言 (1111 vi直.過.

主) 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622 vi直.過.關身)。 

11 他們遭遇 (4819 vi直.不完.主) 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 (1125 vi直.過.

被) 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 {2658 vi直.過去} 的人 (3739)。 

12 所以 (5620) ，自己以為 (1380 vp分.現.主) 站 (2476 vn不.完.主) 得穩

的，須要謹慎 (991 VM命令.現.主)，免得跌倒 (4098 VS假.過.主)。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2983 vi直.完.主)。神是信實的，

{3739} 必不叫 (1439 vi直.未.主) 你們受試探 (3985 vn不.過.被) 過於所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受的 {3739}；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 (4160 vi

直.未.主) 一條出路，叫你們能 (1410 vn不.現.關/被 D) 忍受 (5297 vn不.過.

主) 得住。 

14我所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逃避 (5343 VM命令.現.主) 拜偶像的事。 

15 我好像對明白人說 (3004 vi直.現.主) 的，你們要審察 (2919 VM命令.過.

主) 我的 {5346 vi直.現.主} 話 (3739)。 

16 我們所 (3739) 祝福 (2127 vi直.現.主) 的} 杯，豈不是 (2076 vi直.現.主) 

同領 2842基督的血嗎？我們所 (3739) 擘開 (2806 vi直.現.主) 的餅，豈不是 



(2076 vi直.現.主) 同領 2842基督的身體嗎？ 

17 我們雖 (3754) 多，仍是 (2070 vi直.現.主) 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 (1063) 

我們都是分受 (3348 vi直.現.主) 這一個餅。 

18 你們看 (991 VM命令.現.主) 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吃 (2068 vp分.現.主) 

祭物的豈不是 (1526 vi直.現.主) 在祭壇上有分 2844嗎？ 

19 {3767} 我是怎麼說 (5346 vi直.現.主) 呢？{3754} 豈是 (2076 vi直.現.主) 

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 {3754} 偶像算 (2076 vi直.現.主) 得甚麼

呢？ 

20 我乃是說 {3754}，外邦人所獻的 (3739) 祭 (2380 vi直.現.主) 是祭 (2380 

vi直.現.主) 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 (2309 vi直.現.主) 你們與鬼相交 (1096 

vn不.現. 關/被 D)。 

21 你們不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喝 (4095 vn不.現.主) 主的杯又喝鬼的

杯，不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吃 {3348 vn不.現.主} 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

席。 

22 我們可惹主的憤恨 (3863 vi直.現.主) 嗎？我們比他還有 (2070 vi直.現.主) 

能力嗎？ 

23 凡事都可行 (1832 vi直.現.主)，但不都有益處 (4851 vi直.現.主)。凡事都

可行 (1832 vi直.現.主)，但不都造就 (3618 vi直.現.主) 人。 

24 無論何人，不要求 (2212 VM命令.現.主) 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25凡市上所賣 (4453 vp分.現.被) 的，你們只管吃 (2068 VM命令.現.主)，不

要為良心的緣故問 (350 vp分.現.主) 甚麼話， 

26 因為 (1063)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27 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 (2564 vi直.現.主) 你們赴席，你們若願意 (2309 vi直.

現.主) 去 (4198 vn不.現. 關/被 D)，凡擺在你們面前 (3908 vp分.現.被) 的，

只管吃 (2068 VM命令.現.主)，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 (350 vp分.現.主) 甚麼

話。 

28 若有人對你們說 (3004 VS假.過.主)：「這是 (2076 vi直.現.主) 獻過祭的

物」，就要為那告訴 (3377 vp分.過.主) 你們的人，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 (2068 

VM命令.現.主)。  

29 我說 (3004 vi直.現.主) 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1063} 我這自由為

甚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 (2919 vi直.現.被) 呢？ 

30我若謝恩而吃 (3348 vi直.現.主)，為甚麼因我謝恩 (2168 vi直.現.主) 的物 

(3739) 被人毀謗 (987 vi直.現.被) 呢？ 

31 所以 (3767)，你們或吃 (2068 vi直.現.主) 或喝 (4095 vi直.現.主)，無論做 

(4160 vi直.現.主) 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4160 VM命令.現.主)。 

32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 (1096 VM命令.現.

關/被 D) 他跌倒 677； 

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 (700 vi直.現.主)，不求 (2212 vp分.現.主) 自



己的益處 (4851 vp分.現.主)，只求眾人的益處，叫 (2443) 他們得救 (4982 VS

假.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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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們該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2 我稱讚 (1867 vi直.現.主) 你們，因 (3754) 你們凡事記念 (3403 vi直.完.

被) 我 (3403 vi直.完.被)，又堅守 (2722 vi直.現.主) 我所傳給 (3860 vi直.

過.主) 你們的。 

3 我願意 (2309 vi直.現.主) 你們知道 (1492 vn不.完.主)，{3754} 基督 5547

是 (2076 vi直.現.主) 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 

4 凡男人禱告 (4336 vp分.現.關/被 D) 或是講道 (4395 vp分.現.主)(或譯：說

預言；下同），若蒙著 (2192 vp分.現.主) 頭，就羞辱 (2617 vi直.現.主) 自己

的頭。 

5 凡女人禱告 (4336 vp分.現.關/被 D) 或是講道 (4395 vp分.現.主)，若不蒙

著頭，就羞辱 (2617 vi直.現.主) 自己的頭，因為 (1063) 這就 (2076 vi直.

現.主) 如同剃了 (3587 vp分.完.被) 頭髮一樣。 

6 {1063} 女人若不蒙著 (2619 vi直.現.被) 頭，就該剪了 (2751 VM命令.過.

關身) 頭髮；女人若以剪髮 (2751 vn不.過.關身)、剃髮 (3587 vn不.現.被) 為

羞愧，就該蒙著 (2619 VM命令.現.被) 頭。 

7 {1063} 男人本不該 (3784 vi直.現.主) 蒙著 (2619 vn不.現.被) 頭，因為他

是 (5225 vp分.現.主) 神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 (2076 vi直.現.主) 男人的榮

耀 1391。 

8 起初 (1063)，男人不是 (2076 vi直.現.主) 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

出； 

9 並且 (1063) 男人不是為女人造 (2936 vi直.過.被) 的，女人乃是為男人造

的。 

10 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 (3784 vi直.現.主) 在頭上有 (2192 vn不.

現.主) 服權柄的記號。 

11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無男，男也不是無女。 

12 因為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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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你們自己審察 (2919 VM命令.過.主)，女人禱告 (4336 vn不.現.關/被D) 神，

不蒙著頭是 (2076 vi直.現.主) 合宜 (4241 vp分.現.主) 的嗎？ 

14 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 (1321 vi直.現.主) 你們，{3754} 男人若有長頭髮 

(2863 VS假.現.主)，便是 (2076 vi直.現.主) 他的羞辱 819嗎？ 

15 但女人有長頭髮 (2863 VS假.現.主)，乃是 (2076 vi直.現.主) 她的榮耀 1391，

因為 (3754) 這頭髮是給 (1325 vi直.完.被動) 她作蓋頭的。 



16 若有人想 (1380 vi直.現.主) 要 (1510 vn不.現.主) 辯駁，我們卻沒有 (2192 

vi直.現.主) 這樣的規矩 4914，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的。 

17 我現今吩咐 (3853 vp分.現.主) 你們的話，不是稱讚 (1867 vi直.現.主) 你

們；因為 (3754) 你們聚會 (4905 vi直.現.關/被 D) 不是受益，乃是招損。 

18 {1063} 第一，我聽說 (191 vi直.現.主)，你們聚 (4905 vp分.現.關/被 D) 會

的時候 (5225 vn不.現.主) 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地信 (4100 vi直.現.主) 這

話。 

19 {1063} 在你們中間不免 (1163 vi直.現.主) 有 (1510 vn不.現.主) 分門結黨

的事，好叫 (2443) 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 (1096 VS假.過.關/被 D) 出來。 

20 你們聚會 (4905 vp分.現.關/被 D){3767} 的時候，算 (2076 vi直.現.主) 不

得吃 (2068 vn不.過.主) 主的晚餐； 

21 因為 (1063) 吃 (2068 vn不.過.主) 的時候，各人先吃 (4301 vi直.現.主) 

自己的飯，甚至這個 (3739) 飢餓 (3983 vi直.現.主)，那個 (3739) 酒醉 (3184 

vi直.現.主)。 

22 你們 (2192 vi直.現.主) 要吃 (2068 vn不.現.主) 喝 (4095 vn不.現.主)，

難道沒有家 3614嗎 (1063)？還是藐視 (2706 vi直.現.主) 神的教會，叫那沒有 

(2192 vp分.現.主) 的羞愧 (2617 vi直.現.主) 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 (3004 

VS假.過.主) 呢？可因此稱讚 (1867 VS假.過.主) 你們嗎？我不稱讚 (1867 vi

直.現.主)！ 

23 {1063} 我當日傳給 (3860 vi直.過.主) 你們的，原是 (3739) 從主領受 

(3880 vi直.過.主) 的，就是 (3754) 主耶穌被賣 (3860 vi直.不完.被) 的那 

(3739) 一夜，拿起 (2983 vi直.過.主) 餅來， 

24 祝謝了 (2168 vp分.過.主)，就擘開 (2806 vi直.過.主)，說 (3004 vi直.過.

主)：「這是 (2076 vi直.現.主) 我的身體 4983，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你

們應當如此行 (4160 VM命令.現.主)，為的是記念我。」 

25飯 (1172 vn不.過.主) 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3004 vp分.現.主)：「這杯

是 (2076 vi直.現.主) 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1242，你們每逢喝 (4095 VS假.現.

主) 的時候，要如此行 (4160 VM命令.現.主)，為的是記念我。」 

26 {1063} 你們每逢吃 (2068 VS假.現.主) 這餅，喝 (4095 VS假.現.主) 這杯，

是表明 (2605 vi直.現.主) 主的死，直等到他 (3739) 來 (2064 VS假.過.主)。 

27 所以 (5620) ，無論何人 (3739)，不按理吃 (2068 VS假.現.主) 主的餅，

喝 (4095 VS假.現.主) 主的杯，就是干 (2071 vi直.未) 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 (1381 VM命令.現.主)，然後吃 (2068 VM命令.現.主) 這

餅、喝 (4095 VM命令.現.主) 這杯。 

29 因為 (1063) 人吃 (2068 vp分.現.主) 喝 (4095 vp分.現.主)，若不分辨 

(1252 vp分.現.主) 是主的身體，就是吃 (2068 vi直.現.主) 喝 (4095 vi直.現.

主) 自己的罪了。 

30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原文是睡 (2837 vi直.現.被) ）



的也不少。 

31我們若是先分辨 (1252 vi直.不完.主) 自己，就不至於受審 (2919 vi直.不完.

被)。 

32 我們受審 (2919 vp分.現.被) 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 (3811 vi直.現.被)，

{2443} 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2632 VS假.過.被)。 

33 所以 (5620) 我弟兄們，你們聚會 (4905 vp分.現.關/被 D) 吃 (2068 vn

不.過.主) 的時候，要彼此等待 (1551 VM命令.現.關/被 D)。 

34 若有人飢餓 (3983 vi直.現.主)，可以在家裡先吃 (2068 VM命令.現.主)，

{2443} 免得你們聚會 (4905 VS假.現.關/被 D)，自己取罪。其餘的事，我來 

(2064 VS假.過.主) 的時候再安排 (1299 vi直.未.關/被 D)。 

 

12 
1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 (2309 vi直.現.主) 你們不明白 (50 vn

不.現.主)。 

2 {3754} 你們作 (2258 vi直.不完.主) 外邦人 1484的時候，隨事被牽引 (71 vi

直.不完.被)，受迷惑 (520 vp分.現.被)，去服事那啞巴偶像，這是你們知道 (1492 

vi直.完.主) 的。 

3 所以我告訴你們 {1107 vi直.現.主}，被神的靈感動 (3004 vi直.現.主) 的，

{3754} 沒有說 (2980 vp分.現.主)「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說 (3004 vn不.過.主)「耶穌是主」的。 

4 恩賜原有 (1526 vi直.現.主) 分別 1243，聖靈卻是一位。 

5 職事也有 (1526 vi直.現.主) 分別 1243，主卻是一位。 

6 功用也有 (1526 vi直.現.主) 分別 1243，神 2316卻是 (2076 vi直.現.主) 一位，

在眾人裡面運行 (1754 vp分.現.主) 一切的事。 

7 聖靈顯在 (1325 vi直.現.被) 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4851 vp分.現.主)。 

8 {1063} 這人 (3739) 蒙聖靈賜 (1325 vi直.現.被) 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

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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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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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1754 vi直.現.主)、隨己意 (1014 vi直.現.關/被

D) 分給 (1244 vp分.現.主) 各人的。 

12 就 (1063) 如身子是 (2076 vi直.現.主) 一個，卻有 (2192 vi直.現.主) 許

多肢體 3196；而且肢體雖 {1510 vp分.現.主} 多，仍是 (2076 vi直.現.主) 一個

身子 4983；基督也是這樣。 

13 {106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

受洗 (907 vi直.過.被)，成了一個身體，飲 (4222 vi直.過.被) 於一位聖靈。 



14 身子原 (1063) 不是 (2076 vi直.現.主) 一個肢體 3196，乃是許多肢體。 

15 設若腳說 (3004 VS假.過.主)：「我不是 (1510 vi直.現.主) 手，所以 (3754) 

不屬 (1510 vi直.現.主) 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 (2076 vi直.現.主) 乎身

子。 

16 設若耳說 (3004 VS假.過.主)：「我不是 (1510 vi直.現.主) 眼，所以 (3754) 

不屬 (1510 vi直.現.主) 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 (2076 vi直.現.主) 乎身

子。 

17 若全身是眼，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呢？ 

18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 (2309 vi直.過.主) 把肢體俱各安排 (5087 vi直.

過.關身) 在身上了。 

19 若都是 (2258 vi直.不完.主) 一個肢體，身子在哪裡呢？ 

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21 眼不能 (1410 vi直.現.關/被 D) 對手說 (3004 vn不.過.主)：「我用不著 

(2192 vi直.現.主)5532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 (2192 vi直.現.主)5532

你。」 

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 (1380 vp分.現.主) 為 (5225 vn不.現.主) 軟弱的，

更是 (2076 vi直.現.主) 不可少的 316。 

23 身上肢體 {3739}，我們看 (1380 vi直.現.主) 為 (1510 vn不.現.主) 不體面

的，越發給它加上 (4060 vi直.現.主) 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 (2192 vi直.

現.主) 俊美 2157。 

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 {2192 vi直.現.主}{5532} 裝飾；但神配搭 

(4786 vi直.過.主) 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 (1325 vp分.過.主) 那有缺欠 

(5302 vp分.現.被) 的肢體， 

25免 {2443} 得 (1510 VS假.現.主) 身上分門別類 4978，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3309 VS假.現.主)。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 (3958 vi直.現.主)，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 (4841 vi直.現.

主)；若一個肢體得榮耀 (1392 vi直.現.被)，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4796 vi

直.現.主)。 

27 你們就是 (2075 vi直.現.主) 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28 {3739}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 (5087 vi直.過.關身)：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

方言的。 

29 豈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行異能的嗎？ 

30 豈都是得 (2192 vi直.現.主) 恩賜 5486醫病的嗎？豈都是說 (2980 vi直.現.

主) 方言的嗎？豈都是翻方言 (1329 vi直.現.主) 的嗎？ 

31 你們要切切地求 (2206 VM命令.現.主) 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

指示 (1166 vi直.現.主) 你們。 

 



13 
1 我若能說 (2980 VS假.現.主) 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 (2192 VS

假.現.主) 愛，我就成了 (1096 vi直.完.主) 鳴的 (2278 vp分.現.主) 鑼 5475，響

的 (214 vp分.現.主) 鈸 2950 一般。 

2 我若有 (2192 VS假.現.主) 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 (1492 VS假.完.主) 各樣

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 (2192 VS假.現.主) 全備的信，叫 (5620) 我能

夠移 (3179 vn不.現.主) 山，卻沒有 (2192 VS假.現.主) 愛，我就算 (1510 vi

直.現.主) 不得甚麼 3762。 

3 我若將所有的 {5225 vp分.現.主} 賙濟 (5595 VS假.過.主) 窮人，又捨 

(3860 VS假.過.主) 己身叫 (2443) 人焚燒 (2545 VS假.未.被)，卻沒有 (2192 

VS假.現.主) 愛，仍然與我無益 (5623 vi直.現.被)。 

4 愛是恆久忍耐 (3114 vi直.現.主)，又有恩慈 (5541 vi直.現.關/被 D)；愛是不

嫉妒 (2206 vi直.現.主)；愛是不自誇 (4068 vi直.現.關/被 D)，不張狂 (5448 

vi直.現.被)， 

5 不做害羞 (807 vi直.現.主) 的事，不求 (2212 vi直.現.主) 自己的益處，不

輕易發怒 (3947 vi直.現.被)，不計算 (3049 vi直.現.關/被 D) 人的惡， 

6 不 (5463 vi直.現.主) 喜歡 (5463 vi直.現.主) 不義，只喜歡 (4796 vi直.現.

主) 真理； 

7 凡事包容 (4722 vi直.現.主)，凡事相信 (4100 vi直.現.主)，凡事盼望 (1679 

vi直.現.主)，凡事忍耐 (5278 vi直.現.主)。 

8 愛是永不止息 (4098 vi直.現.主)。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2673 vi直.

未.被)；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 (3973 vi直.未.關/被 D)；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2673 vi直.未.被)。 

9 我們 {1063} 現在所知道 (1097 vi直.現.主) 的有限，先知所講的 (4395 vi

直.現.主) 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來到 (2064 VS假.過.主)，這有限的必歸於 (2673 vi直.未.被) 無

有了。 

11 我作 (2252 vi直.不完.主) 孩子的時候，話語 (2980 vi直.不完.主) 像孩子，

心思 (5426 vi直.不完.主) 像孩子，意念 (3049 vi直.不完.關/被 D) 像孩子，

既成了 (1096 vi直.完.主) 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2673 vi直.完.主)。 

12 {1063}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991 vi直.現.主)，模糊不清（原文是如

同猜謎），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 (1097 vi直.現.主) 的有限，到

那時就全知道 (1921 vi直.未.關/被D)，如同主知道 (1921 vi直.過.被) 我一樣。 

13 如今常存 (3306 vi直.現.主) 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14 



1 你們要追求 (1377 VM命令.現.主) 愛，也要切慕 (2206 VM命令.現.主) 屬

靈的恩賜，其中更要 {2443} 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原文作：是說預言 (4395 

VS假.現.主)；下同）。 
2 {1063} 那說 (2980 vp分.現.主) 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 (2980 vi直.現.主)，

乃是對神說，因為 (1063) 沒有人聽出來 (191 vi直.現.主)。然而，他在心靈裡

卻是講說 (2980 vi直.現.主) 各樣的奧祕。 

3 但作先知講道 (4395 vp分.現.主) 的，是對人說 (2980 vi直.現.主)，要造就、

安慰、勸勉人。 

4 說 (2980 vp分.現.主) 方言的，是造就 (3618 vi直.現.主) 自己；作先知講道 

(4395 vp分.現.主) 的，乃是造就 (3618 vi直.現.主) 教會。 

5 我願意 (2309 vi直.現.主) 你們都說 (2980 vn不.現.主) 方言，更願意 

{2443} 你們作先知講道 (4395 VS假.現.主)；因為 (1063) 說 (2980 vp分.

現.主) 方言的，若不翻 (1329 VS假.現.主) 出來，使 (2443) 教會被 (2983 VS

假.過.主) 造就，那作先知講道 (4395 vp分.現.主) 的，就比他強了。 

6 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裡去 (2064 VS假.過.主)，若只說 (2980 vp分.現.主) 方

言，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給你們講解 (2980 VS假.過.主)，我

與你們有甚麼益處 (5623 vi直.未.主) 呢？ 

7 就是那有 (1325 vp分.現.主) 聲無氣的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音沒有 

(1325 VS假.過.主) 分別，怎能知道 (1097 vi直.未.被) 所吹 (832 vp分.現.被) 

所彈 (2789 vp分.現.被) 的是甚麼呢？ 

8 {1063} 若吹 (1325 VS假.過.主) 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 (3903 vi直.未.關/

被 D) 打仗呢？ 

9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 (1325 VS假.過.主) 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 

(1097 vi直.未.被) 所說的 (2980 vp分.現.被) 是 (1063) 甚麼呢？這就是 

(2071 vi直.未) 向空說話 (2980 vp分.現.主) 了。 

10 世上的聲音，或者 (5177 vo期望.過.主) 甚多，卻沒有一樣是 (2076 vi直.

現.主) 無意思的。 

11 {3767} 我若不明白 (1492 VS假.完.主) 那聲音的意思，這說話 (2980 vp分.

現.主) 的人必 (2071 vi直.未) 以我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 {2980 vp分.現.主} 

為化外之人。 

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 (2075 vi直.現.主) 屬靈的恩賜，就 (2443) 當求 

(2212 VM命令.現.主) 多得 (4052 VS假.現.主) 造就教會的恩賜。 

13 所以那說 (2980 vp分.現.主) 方言的，就當求 (4336 VM命令.現.關/被 D) 

著 (2443) 能翻出來 (1329 VS假.現.主)。 

14 {1063} 我若用方言禱告 (4336 VS假.現.關/被 D)，是我的靈禱告 (4336 vi

直.現.關/被 D)，但我的悟性沒有 (2076 vi直.現.主) 果效 175。 

15 這卻 (3767){2076 vi直.現.主} 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 (4336 vi直.未.關

/被 D)，也要用悟性禱告 (4336 vi直.未.關/被 D)；我要用靈歌唱 (5567 vi直.



未.主)，也要用悟性歌唱 (5567 vi直.未.主)。 

16 不然，你用靈祝謝 (2127 VS假.過.主)，那在座 (378 vp分.現.主) 不通方言

的人，既然不明白 (1492 vi直.完.主) 你 {3004 vi直.現.主} 的話，怎能在你感

謝的時候說 (3004 vi直.未.主)「阿們」呢？ 

17 {1063} 你感謝 (2168 vi直.現.主) 的固然是好，{235} 無奈不能造就 (3618 

vi直.現.被) 別人。 

18 我感謝 (2168 vi直.現.主) 神，我說 (2980 vp分.現.主) 方言比你們眾人還

多。 

19 但在教會中，寧可 (2309 vi直.現.主) 用悟性說 (2980 vn不.過.主) 五句 

{2443} 教導 (2727 VS假.過.主) 人的話，強如說萬 3463句方言。 

20 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小孩子。然而，在惡

事上要作嬰孩 (3515 VM命令.現.主)，在心志上總要作 (1096 VM命令.現.關/

被 D) 大人。 

21 律法上記著 (1125 vi直.完.被)：主說 (3004 vi直.現.主)：我要用外邦人的舌

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 (2980 vi直.未.主)；雖然 (3754) 如此，他們

還是不聽從 (1522 vi直.未.關/被 D) 我。 

22 這樣看來 (5620) ，說方言不是 (1526 vi直.現.主) 為信 (4100 vp分.現.

主) 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

信 (4100 vp分.現.主) 的人。 

23 所以 (3767)，全教會聚 (4905 VS假.過.主) 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 (2980 

VS假.現.主) 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 (1525 VS假.過.主)，

豈 (3754) 不說 (3004 vi直.未.主) 你們癲狂 (3105 vi直.現.關/被 D) 了嗎？ 

24 若都作先知講道 (4395 VS假.現.主)，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

來 (1525 VS假.過.主)，就被眾人勸醒 (1651 vi直.現.被)，被眾人審明 (350 vi

直.現.被)， 

25他心裡的隱情顯 (1096 vi直.現.關/被 D) 露 5318出來，就必將臉伏地 (4098 

vp分.過.主)，敬拜 (4352 vi直.未.主) 神，說 (518 vp分.現.主)：「神真是 (3754) 

在 (2076 vi直.現.主) 你們中間了。」 

26 弟兄們，這卻 {3767 2076 vi直.現.主} 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 (4905 VS假.

現.關/被 D) 時候，各人或有 (2192 vi直.現.主) 詩歌 5568，或有 (2192 vi直.

現.主) 教訓 1322，或有 (2192 vi直.現.主) 啟示 602，或有方言 1100，或有 (2192 

vi直.現.主) 翻出來的話 2058，凡事都當 (1096 VM命令.過.關/被 D) 造就人。 

27 若有說 (2980 vi直.現.主) 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

說，也要一個人翻 (1329 VM命令.現.主) 出來。 

28 若沒有 (1510 VS假.現.主) 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 (4601 VM命令.現.主)，

只對自己和神說 (2980 VM命令.現.主) 就是了。 

29 至於作先知講道 (2980 VM命令.現.主) 的，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其餘

的就當慎思明辨 (1252 VM命令.現.主)。 



30 若旁邊坐著 (2521 vp分.現.關/被 D) 的得了啟示 (601 VS假.過.被)，那先

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 (4601 VM命令.現.主)。 

31 因為 (1063) 你們都可以 (1410 vi直.現.關/被 D) 一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 

(4395 vn不.現.主)，叫 (2443) 眾人學 (3129 VS假.現.主) 道理，叫眾人得勸

勉 (3870 VS假.現.被)。 

32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 (5293 vi直.現.被) 先知的； 

33 因為 (1063) 神不是 (2076 vi直.現.主) 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34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 (4601 VM命令.現.主)，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

為 (1063) 不准 (2010 vi直.完.被) 她們說話 (2980 vn不.現.主)。她們總要順

服 (5293 vn不.現.關身)，正如律法所說 (3004 vi直.現.主) 的。 

35 她們若要 (2309 vi直.現.主) 學 (3129 vn不.過.主) 甚麼，可以在家裡問 

(1905 VM命令.現.主) 自己的丈夫，因為 (1063) 婦女在會中說話 (2980 vn

不.現.主) 原是 (2076 vi直.現.主) 可恥 150的。 

36 神的道理豈是從你們出來 (1831 vi直.過.主) 嗎？豈是單臨到 (2658 vi直.

過.主) 你們嗎？ 

37 若有人以為 (1380 vi直.現.主) 自己是 (1510 vn不.現.主) 先知，或是屬靈

的，就該知道 (1921 VM命令.現.主)，我所 (3754) 寫 (1125 vi直.現.主) 給你

們的 {3739} 是 (1526 vi直.現.主) 主的命令 1785。 

38 若有不知道 (50 vi直.現.主) 的，就由他不知道 (50 VM命令.現.主) 吧！ 

39 所以 (5620) 我弟兄們，你們要切慕 (2206 VM命令.現.主) 作先知講道 

(4395 vn不.現.主)，也不要禁止 (2967 VM命令.現.主) 說 (2980 vn不.現.主) 

方言。 

40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15 
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 {3739} 傳給 (2097 vi直.過.關身) 你們的福音告訴 

(1107 vi直.現.主) 你們知道；這福音 {3739} 你們也領受了 (3880 vi直.過.主)，

又靠著 {3739} 站立得住 (2476 vi直.完.主)， 

2 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 (4100 vi直.過.主)，能以持守 (2722 vi直.現.主) 我

所傳給 (2097 vi直.過.關身) 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 {3739} 得救 (4982 vi直.

現.被)。 

3 {1063} 我當日所 (3739) 領受 (3880 vi直.過.主) 又傳給 (3860 vi直.過.主) 

你們的：第一，就是 {3754} 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 (599 vi直.過.

主) 了， 

4 而且 {3754} 埋葬了 (2290 vi直.過.被)；又 {3754} 照聖經所說，第三天

復活了 (1453 vi直.完.被)， 

5 並且 {3754} 顯給磯法看 (3708 vi直.過.被)，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 (3708 vi直.過.被)，其中 (3739) 一大半到如今

還在 (3306 vi直.現.主)，卻也有已經睡了 (2837 vi直.過.被) 的。 

7 以後顯給雅各看 (3708 vi直.過.被)，再顯給眾使徒看， 

8 末了也顯給我看 (3708 vi直.過.被)；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9 {1063} 我原是 (1510 vi直.現.主) 使徒中最小的，{3739} 不配稱 (2564 vn

不.現.被) 為 (1510 vi直.現.主) 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 (1377 vi直.過.主) 神的

教會。 

10 然而，我今日成了 (1510 vi直.現.主) 何等 (3739) 人，是蒙神的恩才成 

(1510 vi直.現.主) 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 (1096 vi直.過.被 D) 徒然 2756

的。{235} 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 (2872 vi直.過.主)；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與我同在。 

11 {3767}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4100 vi直.過.

主)。 

12 既傳 (2784 vi直.現.被) 基督是 {3754} 從死裡復活了 (1453 vi直.完.被)，

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 (3004 vi直.現.主){3754} 沒有 (2076 vi直.現.主) 死

人復活 386的事呢？ 

13 若沒有 (2076 vi直.現.主) 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453 vi直.

完.被)。 

14 若基督沒有復活 (1453 vi直.完.被)，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

枉然； 

15 並且明顯 (2147 vi直.現.被) 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 (3754) 我們見證 

(3140 vi直.過.主) 神是 (3754) 叫基督復活了 (1453 vi直.過.主)。若死人真不

復活 (1453 vi直.現.被)，神也就沒有叫基督 {3739} 復活了 (1453 vi直.過.

主)。 

16 因為 (1063) 死人若不復活 (1453 vi直.現.被)，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453 

vi直.完.被)。 

17 基督若沒有復活 (1453 vi直.完.被)，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 (2075 vi

直.現.主) 罪裡。 

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 (2837 vp分.過.被) 的人也滅亡了 (622 vi直.過.關身)。 

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1679 vp分.完.主)(2070 vi直.現.主)，就算 

(2070 vi直.現.主) 比眾人更可憐。 

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 (1453 vi直.完.被)，成為睡了 (2837 vp分.完.被) 之

人初熟的果子 536。 

21 {1063}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22 {1063}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 (599 vi直.現.主)；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

復活 (2227 vi直.未.被)。 

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

是那些屬基督的。 



24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 (2673 

VS假.過.主)，就把國交與 (3860 VS假.過.主) 父神。 

25因為 (1063) 基督必 (1163 vi直.現.主) 要作王 (936 vn不.現.主)，等神 

{3739} 把一切仇敵都放在 (5087 VS假.過.主) 他的腳下。 

26 儘末了所毀滅 (2673 vi直.現.被) 的仇敵就是死。 

27 因為(1063) 經上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 (3004 VS假.過.

主){3754} 萬物都服了 (5293 vi直.完.被) 他，明顯那 (3754) 叫萬物服 

(5293 vp分.過.主) 他的，不在其內了。 

28 萬物既服了 (5293 VS假.過.被) 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 (5293 vi直.未.被) 

那叫萬物服 (5293 vp分.過.主) 他的，叫 (2443) 神在 (1510 VS假.現.主) 萬

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29 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 (907 vp分.現.被) 的，將來 {4160 vi直.未來} 怎樣

呢？若死人總不復活 (1453 vi直.現.被)，因何為他們受洗 (907 vi直.現.被) 

呢？ 

30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 (2793 vi直.現.主) 呢？ 

31 弟兄們，我在 {2192 vi直.現.主} 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 {3739} 所誇

的口極力地說，我是天天冒死 (599 vi直.現.主)。 

32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 (2341 vi直.過.主)，那於我有甚麼

益處呢？若死人不復活 (1453 vi直.現.被)，我們就吃吃 (2068 VS假.過.主) 喝

喝 (4095 VS假.過.主) 吧！因為 (1063) 明天要死 (599 vi直.現.主) 了。 

33 你們不要自欺 (4105 VM命令.現.被)；濫交是敗壞 (5351 vi直.現.主) 善

行。 

34 你們要醒悟 (1594 VM命令.過.主) 為善，不要犯罪 (264 VM命令.現.主)，

因為 (1063)有人不認識 (2192 vi直.現.主){56} 神。我說 (3004 vi直.現.主) 這

話是要叫你們羞愧。 

35 或有人問 (3004 vi直.未.主)：「死人怎樣復活 (1453 vi直.現.被)，帶著甚麼

身體來 (2064 vi直.現.關/被 D) 呢？」 

36 無知的人哪，你 {3739} 所種 (4687 vi直.現.主) 的，若不死 (599 VS假.

過.主) 就不能生 (2227 vi直.現.被)。 

37 並且你所 (3739) 種 (4687 vi直.現.主) 的不是 (1096 vp分.未.關/被

D){4687 vi直.現.主} 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 (5177 vo期望.過.主) 麥

子，或是別樣的穀。 

38 但神隨自己的意思 (2309 vi直.過.主) 給 (1325 vi直.現.主) 他一個形體，

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39 凡肉體各有不同：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 

40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

光又是一樣。 

41 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1063}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



也有分別 (1308 vi直.現.主)。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 (4687 vi直.現.被) 的是必朽壞的，復活 (1453 vi

直.現.被) 的是不朽壞的； 

43 所種 (4687 vi直.現.被) 的是羞辱的，復活 (1453 vi直.現.被) 的是榮耀的；

所種 (4687 vi直.現.被) 的是軟弱的，復活 (1453 vi直.現.被) 的是強壯的； 

44 所種 (4687 vi直.現.被) 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 (1453 vi直.現.被) 的是靈

性的身體。若有 (2076 vi直.現.主) 血氣的身體，也必有 (2076 vi直.現.主) 靈

性的身體 4983。 

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 (1125 vi直.完.被) 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 (1096 vi直.

過.被 D) 有靈（靈：或譯血氣）的活 (2198 vp分.現.主) 人」；末後的亞當成了

叫人活 (2227 vp分.現.主) 的靈。 

46 但屬靈的不在先，{235} 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 

47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48 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49 我們既有 (5409 vi直.過.主) 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 (5409 vi直.未.主) 

屬天的形狀。 

50 弟兄們，我告訴 (5346 vi直.現.主) 你們說，{3754} 血肉之體不能 (1410 vi

直.現.關/被 D) 承受 (2816 vn不.過.主) 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 (2816 vi

直.現.主) 不朽壞的。 

51 {2400看}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 (3004 vi直.現.主) 你們：我們不是都

要睡覺 (2837 vi直.未.被)，乃是都要改變 (236 vi直.未.被)， 

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 (1063) 號筒要響 (4537 

vi直.未.主)，死人要復活 (1453 vi直.未.被) 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236 

vi直.未.被)。 

53 {1063} 這必朽壞的總要 (1163 vi直.現.主) 變成（變成：原文是穿 (1746 vn

不.過.關身)；下同）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 (1746 vn不.過.關身) 不死的。 

54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 (1746 VS假.過.關身) 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 (1746 

VS假.過.關身) 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 (1125 vp分.完.被)「死被得勝吞滅 (2666 

vi直.過.被)」的話 3056就應驗了 (1096 vi直.未.關/被 D)。 

55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56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57 感謝神，使 (1325 vp分.現.主) 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58 所以 (5620)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堅

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 (4052 vp分.現.主) 多做主工；因為知道 (1492 vp分.

完.主)，{3754} 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 (2076 vi直.現.主) 徒然 2756的。 

 

16 



1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 (1299 vi直.過.主) 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

也當怎樣行 (4160 VM命令.過.主)。 

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 {3739}{2137 VS假.現.被} 抽出來 

(2343 vp分.現.主) 留著 (5087 VM命令.現.主)，{1096 VS假.現.關/被 D} 免

得 {2443} 我來 (2064 VS假.過.主) 的時候現湊。 

3 及至我來到 (3854 VS假.過.關/被 D) 了，你們寫信舉薦 (1381 VS假.過.主) 

誰 (3739)，我就打發 (3992 vi直.未.主) 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 (667 vn不.

過.主) 到耶路撒冷去。 

4 若 {1510 VS假.現.主} 我也該去 (4198 vn不.現.關/被 D)，他們可以和我同

去 (4198 vi直.未.關/被 D)。 

5 我要從馬其頓經過 (1330 VS假.過.主)；既 (1063) 經過了 (1330 vi直.現.

關/被 D)，就要到你們那裡去 (2064 vi直.未.關/被 D)， 

6 或者 (5177 vp分.過.主) 和你們同住 (3887 vi直.未.主) 幾時，或者也過冬 

(3194 vi直.未.主)。無論我往哪裡去 (4198 VS假.現.關/被 D)，你們就 (2443) 

可以給我送行 (4311 VS假.過.主)。 

7 {1063} 我如今不願意 (2309 vi直.現.主) 路過見 (1492 vn不.過.主) 你們；

主若許 (2010 VS假.現.主) 我，我就指望 (1679 vi直.現.主) 和你們同住 (1961 

vn不.過.主) 幾時。 

8 但我要仍舊住 (1961 vi直.未.主) 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9 因為 (1063) 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455 vi直.完.主)，並且反對的人 

(480 vp分.現.關/被 D) 也多。 

10 若是提摩太來到 (2064 VS假.過.主)，你們要留心 (991 VM命令.現.主)，叫 

(2443) 他在 (1096 VS假.過.關/被 D) 你們那裡無所懼怕；因為 (1063) 他勞

力做 (2038 vi直.現.關/被 D) 主的工，像我一樣。 

11 所以 (3767)，無論誰都不可藐視 (1848 VS假.過.主) 他，只要送 (4311 VM

命令.過.主) 他平安前行，叫 (2443) 他到我這裡來 (2064 VS假.過.主)，因 

(1063) 我指望 (1551 vi直.現.關/被 D) 他和弟兄們同來。 

12 至於兄弟亞波羅，我再三地勸 (3870 vi直.過.主){2443} 他同弟兄們到你們

那裡去 (2064 VS假.過.主)；但這時他 {2258 vi直.不完} 決不願意 {2443} 去 

(2064 VS假.過.主)，幾時有了機會 (2119 VS假.過.主) 他必去 (2064 vi直.未.

關/被 D)。 

13 你們務要警醒 (1127 VM命令.現.主)，在真道上站立 (4739 VM命令.現.主) 

得穩，要作大丈夫 (407 VM命令.現.關/被 D)，要剛強 (2901 VM命令.現.被)。 

14 凡你們所做的都要憑愛心而做 (1096 VM命令.現.關/被 D)。 

15 {3870 vi直.現.主} 弟兄們，你們曉得 (1492 vi直.完.主) 司提法那一家，

{3754} 是 (2076 vi直.現.主) 亞該亞初結的果子 536，並且他們專以服事聖徒為

念 (5021 vi直.過.主)。 

16 我勸你們 {2443} 順服 (5293 VS假.現.被) 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 (4903 



vp分.現.主) 同勞 (2872 vp分.現.主) 的人。 

17 司提法那和福徒拿都，並亞該古到這裡來，我很 (5463 vi直.現.主) 喜歡 

(5463 vi直.現.主)；因為 (3754) 你們待我有不及之處，他們補上了 (378 vi

直.過.主)。 

18 他們叫 (1063) 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 (373 vi直.過.主)。這樣的人，你們務

要 (3767) 敬重 (1921 VM命令.現.主)。 

19 亞細亞的眾教會問你們安 (782 vi直.現.關/被 D)。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

家裡的教會，因主多多地問你們安 (782 vi直.現.關/被 D)。 

20 眾弟兄 (782 vi直.現.關/被 D) 都問你們安 (782 vi直.現.關/被 D)。你們要

親嘴問安 (782 VM命令.過.關/被 D)，彼此務要聖潔。 

21 我保羅親筆問安。 

22 若有人不愛 (5368 vi直.現.主) 主，這人可 (1510 VM命令.現.主) 詛可咒。

主必要來！ 

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24 我在基督耶穌裡的愛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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