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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的地理位置和歷史
哥林多（Corinth）位於希臘南方通往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的哥林多海灣（Korinthiakos
Kolpos）和通往愛琴海（Aegean Sea）的撒柔尼（Saronikos Kolpos）海灣中間的交通要
道上，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商業城市，也有富饒的農業，但這個城市位於北方的雅典和
南方的斯巴達之中，經常是戰爭的受害者。
哥林多城市周圍的土地是貧瘠和多岩石的，然而向西沿著內美阿河（Nemean River）的
平原生產極多的榖類和其他作物。哥林多盛產葡萄乾，英文「葡萄乾」（currant）就是
由中世紀錯誤書寫「哥林多」
（corinth）而來的字。哥林多從邁西尼（Mycenaean）時期
就已經是個富裕的城市，古希臘時代的哥林多有地峽運動比賽（Isthmian Games）
，這個
比賽的知名度僅次於奧林匹克運動比賽（Olympic Games）
，另外內美阿（Nemea）和德
爾菲（Delphi）也有運動比賽，哥林多也有許多神廟吸引許多的遊客，包括醫神阿斯克
雷皮烏斯（Asclepius）的神廟阿斯克雷皮翁（Asclepeion）和在上城（Acrocorinth）的阿
芙羅狄特（Aphrodite）神廟。因著許多的收入來源使哥林多成為希臘與雅典（Athens）
和帕特拉（Patrae）齊名的富有城市，也使哥林多產生許多道德問題。
哥林多在公元前 4000 年就已經被佔據，原住民可能是在阿波羅神廟的地區，「哥林多」
這個地名的由來可能是因哥林多人相信宙斯（Zeus）的兒子哥林多斯（Corinthus）。哥
林多在戰爭和頻繁的地震中逐漸被放棄，公元前 1000 年從希臘北部阿勾斯（Argos）來
的多利安族（Dorians）在此重建哥林多，在狹長的海灣通道兩端各建了一個海港，哥林
多海峽的雷黑翁（Lechaion）和撒柔尼海灣的肯赫雷（Cenchreae），以海神波賽頓
（Poseidon）的兩個兒子命名，哥林多成了兩個海港的主人。哥林多從海港大量出口各
種貨物，其中有紅土燒製的物品和哥林多銅器。哥林多銅器是傳奇的製品，具有高昂的
價值，至今還無法知道是如何製成，可能是由銅、錫和金的合成，經過特別的表面處理，
使它有奇特的顏色，如同粉紅色的金。以斯拉記八章 27 節所說的「上等光銅的器皿兩
個，寶貴如金」可能就是這種哥林多銅器。
哥林多在公元前第八世紀末又被巴基阿德族（Bacchiad）佔領直到公元前第七世紀落入
賽普西流斯（Cypselus）手中，賽普西流斯建築了哥林多城牆，他統治三十年後傳位給
他的兒子培利安德（Periander, r. 627-587 BCE）
。培利安德的統治是哥林多的黃金時期，
他建築了培熱內（Peirene）泉源的噴泉、直達雷哈翁港的石路。培利安德希望能夠在兩
個海灣之間開築運河，但是工程過於艱鉅無法達成，取而代之他建了一種特殊的裝置
diolkos，能夠將小船放在帶有滑輪凹槽的板子上，把船由海灣這頭移到另一頭，節省船
隻繞行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的費用，這也使提供這項便利的哥林多從來往的船隻
得到另一筆財富。
公元前第六世紀是哥林多在希臘時期榮耀的高峰，此後雅典逐漸興起，哥林多的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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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緩慢。哥林多長期與雅典和斯巴達對抗下更加衰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CE）後，斯巴達的勢力抬頭。公元前 338 年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父親馬其頓的飛利浦（Philip of Macedon）即征服了這個地區，並以哥林多作
為希臘聯盟的中心，使哥林多再度繁榮。亞歷山大曾訪問居住在哥林多的哲學家迪歐更
斯（Diogenes, 400-325 BCE）
，迪歐更斯住在上城下方斜坡的住宅區克拉尼翁（Craneum）
的木桶中，當時迪歐更斯正在曬太陽，亞歷山大站在他前面對他說：「你可以向我要求
任何你想要的！」迪歐更斯回答亞歷山大說：「從我的陽光站開！」
在馬其頓戰役（Macedonian Wars）後，羅馬人控制了整個希臘，公元前 196 年羅馬人給
予希臘的城邦實質獨立並允許他們相互結盟，哥林多成為亞該亞聯盟（Achaean League，
亞該亞是整個希臘南部，整個希臘北部稱為馬其頓 Macedon）的一員。公元前 147 年羅
馬認為這樣的聯盟使他們受到威脅而要求哥林多解散聯盟，但被哥林多拒絕。當斯巴達
退出聯盟時，哥林多和其他的聯盟成員攻打斯巴達，牽動了羅馬人入侵希臘南部，公元
前 146 年羅馬將軍魯其烏斯（Lucius Mummius）進入哥林多，推倒一切建築並燒毀，把
一切貴重物品運到羅馬。大部分哥林多人逃逸，留下來的男人均被處死，婦女、小孩和
被解放的奴隸都被賣為奴隸。
此後一百年，大部分哥林多地區都是荒涼沒有人煙的，但是哥林多沒有被棄絕，有些人
返回修築他們在廢墟中的家園，也有祭司在阿波羅神廟，但是整個城市僅僅比鄉村稍
大。公元前 46 年凱撒尤利屋斯（Julius Caesar）開始重建哥林多，同一年他去世後，皇
帝奧古斯都（Emperor Augustus）接續他的工作。這個城市如同羅馬殖民地被建造，義
大利和希臘的自由人被殖入此地居住，還有奴隸、被釋放的奴隸和退伍的老兵。哥林多
的居民有三分之一的自由人、三分之一的奴隸和三分之一被釋放的奴隸。被釋放的奴隸
仍然對先前的主人有一些義務（推測是對於釋放所作的感謝回報）。被釋放的奴隸喜歡
居住在城市邊緣，此處他們與先前的主人有些距離，避免進一步的勞役，也讓他們的孩
子擁有完全的城市居民權。他們多半以工人、小本生意或工匠為業。
哥林多成為一個完全羅馬化的城市，甚至在官方的事務上說拉丁語的城市，然而希臘語
還是一般百姓堅持使用的語言（保羅以希臘文寫信給哥林多人）。羅馬人把哥林多建立
成希臘南部亞該亞省的首府，也是商業和貿易興盛的中心。在提比留斯（Tiberius, r. 14-37
CE）和革老丟（Claudius, r. 41-54 CE）作皇帝的時候，大興土木建造哥林多，在羅馬鼎
盛的時期，哥林多的繁榮超過了雅典，據估計在公元第二世紀哥林多有三十萬的人口，
哥林多城牆涵蓋的地區比雅典多了一倍。這些年間，哥林多聚集了從各國來的商人、哲
學家、水手和旅遊者。許多人是拜訪醫神，尋求身體和精神的治療，或是拜訪在上城斜
坡的眾多神廟。格鬥者在鬥獸場或劇場格鬥，甚至僧侶也觀看格鬥。猶太哲學家斐羅
（Philo）說哥林多對於猶太居民是個重要的城市，在那裡也發現了猶太會堂的橫石匾，
可能出於第四世紀或稍晚。
在哈德良（Hadrian）皇帝的時期，哥林多經歷了短暫的更新，然而公元 267 年蠻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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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了這個城市。哥林多仍然存留，但是隨之而來哥德人阿拉里克（Goths under Alaric）
在公元 395 年破壞哥林多。雖然在公元 522 年和 551 年哥林多受到地震很大的破壞，第
六世紀哥林多又在尤斯尼安（Justinian）手中有短期的復興。哥林多後來又被法蘭克人
（Franks, 1212）、拜占庭帝國（Byzantines, 1395）和其他人的統治，哥林多的榮華過去
了，今天遺留下來的古蹟以羅馬時代的居多。
猶太會堂
保羅第一次訪問哥林多必定從拜訪猶太會堂開始傳道工作，在哥林多城市的入口建築
（propylaea）到廣場（forum/agora）的雷哈翁路上，發現一個石刻的會堂橫匾，上面以
很粗的字體刻著「希伯來人的會堂」。通常石頭都散落在原始建築附近，或是移到附近
建新的建築物，由於這塊石頭的尺寸很大，不可能移動太遠，可以看出這個猶太會堂原
來也是在這一帶，新的會堂建築在原址上，這個石匾可能是在保羅之後三個世紀或更多
年。由使徒行傳十八章 7 節記載保羅居住在一個敬拜上帝的外邦人提多猶士都的家，他
的家毗鄰會堂。使徒行傳十八章 8,17 節提到兩位管會堂的人（archisynagogos 會堂首
領）
：基利司布（Crispus）和所提尼（Sosthenes）
，可能在哥林多不僅只有一個猶太會堂。
保羅的謀生手藝
在第一世紀猶太的律法教師均有個人的謀生手藝，保羅也不例外（拉比似乎也是在第一
世紀晚期或是第二世紀初發展出來）。使徒行傳十八章 2-3 節說保羅來到哥林多時，遇
見一對夫妻：百基拉（Aquila）和亞居拉（Priscilla）
，因皇帝革老丟（Claudius, r. 41-54 CE）
命令猶太人離開羅馬，他們新近來到哥林多，他們以製造帳棚為業，保羅與他們同業，
就與他們同住作工。帳棚乃是由皮革製造，靠岸的水手經常居住在帳棚中，以省下居住
客店的費用，數以千計的訪客參加每兩年的地峽運動比賽，也往往喜好居住帳棚。
這個家庭擁有一個店舖，睡覺的地方可能就在工作室上面的閣樓，由店舖後面的木梯上
去，閣樓上有一個可以開關的窗戶在店舖前門的上方，像保羅這樣一個受僱的工作者通
常是睡在工作室。這種工作很重，每星期要工作七天，沒有休假，是非常吃力的生活。
哥林多前書四 12 保羅說他「勞苦，親手作工」
。而且從事這樣的工作地位低下，魯其安
（Lucian, 120 CE）在他的著作中說到這樣的工作者是「令人嫌惡的階層，從早到晚的
艱辛，雙倍的工作量」。西賽羅（Cicero）寫到「不能成為高尚的人，就是粗人」。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四章 13 節說「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
當時有四十四個店舖在北區的市場，每個店舖大約 9-12 英呎（2.74-3.66 公尺）寬、12
英呎（3.66 公尺）深、13 英呎（3.96 公尺）高，入口的門寬 7.5 英呎（2.29 公尺）。入
口的門是唯一的光源，因此工作時間都是開著滑動的門。在冬天會放一個燒碳的火盆在
門口，以阻擋寒冷。可以想像保羅利用這個店舖認識訪客以及對他言論好奇的過路人。
保羅和哥林多教會
從使徒行傳、哥林多前後書和羅馬書的記載，使徒保羅（Paulus）曾經三次拜訪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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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第一次的拜訪建立了哥林多的教會（徒十八 1-18、林前十五 1-2）
，這次與提摩太
（Timotheus）和西拉（Silvanus 或稱 Silas）的拜訪，保羅停留在哥林多有十八個月。由
德爾菲（Delphi）發現的銘文中，記錄使徒行傳十八章 12 節提及的羅馬官員（方伯
proconsul）迦流（Gallio）任職在哥林多是從公元 51 年七月開始，為期一年，因此能夠
確定保羅到達哥林多的時期大約是在公元 50 年早期，離開哥林多大約在 51 年晚期或是
52 年。保羅離開哥林多之後，有亞波羅（Apollos）繼續帶領哥林多的教會（徒十八 27,28、
徒十九 1、林前一 12、林前三 4-6）
。保羅曾經寫信要哥林多人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但
這封信沒有流傳下來（林前五 9）。
哥林多前書一章 11-12 節提及革來氏的人（Chloe's people） 告訴在以弗所（Ephesus）的
保羅哥林多教會出現了結黨的紛爭，「革來氏的人」是哥林多教會的成員眷屬。保羅也
收到從哥林多教會的來信，詢問一些事情（林前七 1）
，哥林多教會的司提反（Stephanas）
、
福徒拿都（Fortunatus）和亞該古（Achaicus）到以弗所探望保羅（林前十六 17-18）
，他
們可能帶來哥林多教會的來信，保羅從以弗所寫了哥林多前書（林前十六 8）勉勵和指
教哥林多的信徒，寫信的時間大約在公元 54 年，由這三個弟兄帶回哥林多，信中提及
已經打發提摩太去哥林多（林前四 17、林前十六 10）
。在此之後，保羅第二次訪問了哥
林多，時間大約在公元 54 或 55 年。後來保羅又了一封很難過的「眼淚書信」給哥林多
教會（林後二 3,4,9、林後七 8,12），這封信可能是由提多（Titus）帶去哥林多（林後二
13），這封信也沒有流傳下來。
公元 52-55 年保羅在以弗所居住三年，公元 55 年保羅因為底米丟（Demetrius）事件而
離開以弗所（徒十九 23-40），保羅向北到特羅亞（Troas），在那裡沒有等到提多，便渡
海到了馬其頓（林後二 12-13）
。保羅等候提多從哥林多回來，想知道哥林多對那封眼淚
書信的反應，保羅在馬其頓（可能是在腓立比 Philippi）見到了提多，知道哥林多教會
的悔改，心中喜樂（林後七 5-7）
，保羅與提摩太從馬其頓寫了哥林多後書給哥林多教會，
時間大約在公元 56 年，表達他的喜樂，告知他赦免了犯錯的人，並告知他將再次拜訪
哥林多教會。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提到他定意再到哥林多去，是第三次去哥林多（林後二 1、林後十二
14、林後十三 1,2）
，這次訪問是在保羅被哥林多人批評的危機解除之後，保羅從馬其頓
拜訪了哥林多，並在那裡居住了三個月，從那裡寫了羅馬書（徒二十 1-2、羅十六 23-24）
。
第三次訪問的時間大約在公元 56-57 年，在這次訪問哥林多之後，保羅沒有再回到希臘。
哥林多教會
聖經中有不少篇幅說到哥林多教會的成員，雖然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26 節說「弟兄
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然而哥林多教會有些人是擁有社會地位或財富的，以拉都（Erastus）可能是被釋放的奴
隸，從作生意賺了錢，管理哥林多的銀庫，與括士（Quartus）是哥林多的官員（徒十九
22、羅十六 24、提後四 20）
。基利司布（Crispus）和所提尼（Sosthenes）是會堂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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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八 8,17）
，所提尼與保羅一起寫信給哥林多（林前一 1）
。基利司布和該猶（Gaius）
，
及司提反家（Stephanas）是由保羅施浸（林前一 14,16）
，該猶有很大的房子接待保羅和
全教會（羅十六 23）
，司提反（Stephanas）
、福徒拿都（Fortunatus）和亞該古（Achaicus）
去以弗所探望保羅，可能是帶錢去支援保羅，補足了哥林多教會對他的不足之處（林前
十六 17）。
哥林多教會聚資幫助耶路撒冷的教會（林前十六 3、林後八、九）
，可見他們仍然有經濟
能力。從這個新興的教會的主餐禮儀（林前十一）顯出他們有社會階級的歧視，在羅馬
人的筵席上，比較有錢受重視的客人會被請吃好的食物，喝好的酒，坐在可以躺臥的三
面長榻，與不重要的客人隔開。不重要的客人吃便宜的食物，喝廉價的酒，坐在敞開的
前庭，哥林多教會顯然貧富階層的人都有。
哥林多教會與早期基督教會的聚會方式是經常以小組聚集在私人的家裡，偶而他們全部
聚集（哥林多前書十六 19、哥林多前書十四 23、羅馬書十六 23）
。可能這些不同的小組
就是哥林多前書一章提及的結黨紛爭。以考古學家在哥林多附近挖掘出的獨棟房舍看，
聚集在一個房舍的人數不會超過五十人，哥林多全教會的人數也是五十人左右。
基督的身體
保羅描述基督的教會如同一個身體，教會的成員就像是不同的肢體，負責身體不同的功
能（林前十二），在哥林多發現許多紅土製成的部分身體，是得到醫神阿斯克雷皮烏斯
（Asclepius）治好的人們答謝醫神所醫好的那個部位而奉獻給醫神的，也許保羅寫到這
個比喻是想到了這些身體各個部位的陶製品，對於整個身體，他們都是很重要的肢體。
祭拜偶像的肉
哥林多前書第八章提及祭拜偶像的肉，在大的慶典中，有極多的肉會被奉獻給神明們，
然而祭司們和有錢的人吃不完這些肉，多餘的肉會流入名為 makellon 的肉市場（林前十
25），提供一般人難得的機會購買廉價的肉。有些信徒吃這些肉沒有問題，但有些信心
軟弱的人卻在信心上受到污染而沉淪，因此保羅鼓勵信徒不要絆倒了別人。
運動的比喻
哥林多書信中保羅使用運動項目作為比喻。公元 49 年和 51 年有地峽運動比賽在哥林多
舉行，很可能保羅觀賞了這個運動比賽。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是不參與這種外邦活動
的，但是在其他地方是允許的。保羅以賽跑、鬥拳為例，並說到給予得勝者「能壞的冠
冕」（哥林多前書九 24-26），在地峽運動比賽得勝者的花環是用松枝或乾的芹菜作成，
在內美阿（Nemea）運動比賽的花環是用新鮮的芹菜作成。在德爾菲發現的銘文看出在
羅馬時代婦女也能夠參加這樣的運動比賽，一個父親恭賀三個女兒得到賽跑勝利，甚至
有一個女兒拿到戰車比賽的勝利，這可能是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保羅教導婦女的因由。
哥林多的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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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五至六章說到教會成員的道德問題。遠從公元前第四世紀，在雅典和
哥林多競爭的時期，雅典的作者就嘲諷哥林多人的墮落，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芬
（Aristophanes）甚至以哥林多之名造字指稱不道德，「哥林多生活」（Korinthiazesthai）
指「過放蕩的生活」、「哥林多的少女」（korinthisches Mädchen）指「下流的婦女」。
阿芙羅狄特神廟位於哥林多的東南方，哥林多上城 1900 英呎（約 580 公尺）的山頂上，
神廟的建築規模是 33 英呎（約 10.06 公尺）寬和 52 英呎（約 15.85 公尺）長。史特拉
伯（Strabo）聲言有一千廟妓在那裡服務，這些廟妓居住在玫瑰花園裡的小房子中，獻
身性交事奉。從比爾•路易斯（Pierre Louÿs）聲稱依照歷史原貌所寫的小說《阿芙羅狄
特》
（Aphrodite）對於同時代在埃及的亞歷山卓城（Alexandria）阿芙羅狄特神廟的廟妓
生活描述，
「龐大的內城，上面有一千四百家房屋，同等數目的妓女住在這聖城裡」
，哥
林多神廟擁有千名廟妓在古希臘時代是非常可能的。哥林多是擁有兩個海港的城市，妓
女很多也是海港城市的現象。另外，哥林多還有許多由腓尼基人帶來的宗教，敬奉依西
斯（Isis）、梅爾卡特（Melkart）、邱貝勒（Kybele）、薩拉皮斯（Serapis）等神，這些異
教信仰充斥在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生活環境中，影響他們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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