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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聞知的教會問題的處理（一 10–六 20） 

1. 分黨問題（一 10–四 20） 
a. 問題的表象—哥林多信徒以不同教會領袖的名義分門立派（一 10–17）     
b. 表象所反映的失誤—他們誤將人的智慧看為與上帝的智慧相類似（一 18–二 5） 

i. 十字架的道理—上帝的智慧以人看為愚拙的方式彰顯（一 18–25）    
ii. 人愚拙的本相—世人看為愚拙的福音，只有那些看自己為愚拙的人才能領受，故上帝揀選的哥林多信徒實乃愚

拙的人（一 26–31） 
iii. 保羅的宣講—保羅不願以自己的智慧歪曲上帝的福音，故以愚拙的形式在哥林多人中間宣講（二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對聞知的教會問題的處理（一 10–六 20） 

1. 在保羅第二次造訪哥林多教會之前，他： 
a. 從革來氏家裡的人中得知哥林多教會的問題（1:11; 5:1） 
b. 收到哥林多教會的來信（7:1 —由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亞該古帶到保羅去（16:17）？） 

2. 似乎 b. 比 a. 先到，但因事情的緊急，所以保羅在《林前》卻先處理 a.，後處理 b. 
 

1. 分黨問題（一 10–四 20） 
a. 《林前》的分黨問題是在新約以外的基督教文獻中最早被記載的（1 Clement 47:1-4, ca. A.D. 95） 
b. 各人都以教會的屬靈領袖為爭論點（1:10-12; 3:3-4, 3:21） 

i. 但並沒證據顯示這些領袖也參與其中的爭論 
c.  內容是關於哪黨（所屬的哪位領袖）更有智慧（sofiva = “wisdom”）？ 
d. 各人為自己所屬的集團而誇耀（1:29-31; 3:21; 4:7）或「自高自大」（4:6, 18-19） 
e. 在過程中也對保羅的身份提出質疑和藐視（4:6, 18） 
f.  問題在於他們將一套希臘式的評審準則放在自己的教會領袖上（智慧），希臘演說者多注重表達的技巧上，多於內容上。所以，對

於一班自以為有口才、智慧的哥林多信徒： 
i. 一個生活並不十分光彩的保羅 
ii. 傳一個關於被釘十字架的救主 
都未必能帶來十分的尊重和信服 

g. 所以對保羅來說，分裂紛爭並不是問題的全部，因為在過程之中，十字架失去了效力，福音落了空（1:17）—這是更大的問題！ 
i. 各人看重傳道者的能力，內容相對不重要了 
ii. 只要你有過人（出位）之處（經歷上、能力上、技巧上），你就有說話的權柄，別人就會聽你 
 

a.  問題的表象—哥林多信徒以不同教會領袖的名義分門立派（一 10–17） 
i. v.10：「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說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不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1. 「勸」＝ ”Parakalw'” 
a. 保羅縱然有一切的理由「命令」他們悔改，他仍稱這是一個「勸告」（參 帖前 4:1,10; 5:14; 林前 4:16; 16:15） 

i. 不是身份受質疑就不可以嚴厲的（對比 4:21） 
ii. 是為回應福音的原故，改變自己的行為，非因要聽從他。所以他以「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他們（在 1:1-

9 他早已確立基督的重要！） 
2. 「一樣的」＝ “aujto;” 

a. “say the same thing” ＝「說一樣的話」（和合本）＝「同心」（新譯本） 
b. “Knit together” ＝「相合」於： 

i. “same mind” ＝「一心」（和合本）＝「同一的心思」（新譯本） 
ii. “same opinion” ＝「一意」（和合本）＝「同一的意念」（新譯本） 

c. 弗 4:4-6 
d. 一樣的心思意念是必須認同於一些福音的基本內容和了解上 

i. 並不是指劃一（uniformity） 
ii. 參 林前 12，加 2:1-10 的多元化 

e. 是他們分黨的相反 
3. 「分黨」＝ “scivsmata” 

a. 在新約指「撕裂」（tear/rent） 
b. 可 2:21 
c. 因分歧而起紛爭（約 7:40-43; 9:16; 10:19-21） 
d. 原文是現在式，表示保羅要哥林多教會中間不可繼續再存有分黨的事（normative） 
e. 所以保羅勸他們要「彼此相合」（和合本）／「團結起來」（新譯本） 

4. 「彼此相合」＝ “kathrtismevnoi” 
a. 修補魚網（mending the 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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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各人總有種種不同的意見，但只要他們都公認最重要的——耶穌基督是他們的主（1:2），就仍然可以和睦共處。在

你的教會內，也應努力減少紛爭，促進和諧，微不足道的分歧不應造成基督徒之間的分裂。 
 
ii. v.11：「因為革來氏家裡的人曾對我題起弟兄們來，說你們中間有分爭。」 
 「革來氏家裡的人」？ 

1. 是哥林多教會所熟悉，又或是群體中的一員 
2. 理應不屬「保羅派」的，否則指控便失去公信力 
3. 是「革來氏」（女性）的家僕（家人？），穿梭與以弗所和哥林多作商業活動 
4. 在此之前，似乎保羅並未從哥林多的來信察覺教會有分裂的問題（16:17） 
5. 經革來氏家的人「報告」後，便立刻在信中先處理 

 
iii. v.12：「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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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當事人（領袖）應是毫不知情 
2. 保羅的抗拒（1:13; 3:4-9） 
3. 耶穌不在世（A.D. 55） 
4. 保羅對亞波羅的態度顯出前者並不覺得後者有問題（16:12） 
5. 關於磯法（彼得）我們所知太少 
6. 「我是屬」＝ “#Egw; mevn eijmi” ＝ “I am of”（直譯為「我是某某的（人）」） 

a. 「保羅的」 
i. 是真戰友還是盜用名字作宣傳？ 
ii. 林前 1:13; 3:4-9 
iii. 似乎並不真重視他（4:1-21） 

b. 「亞波羅的」 
i. 保羅之後在哥城的教師（徒 18:24-28） 
ii. 有識之士（徒 18:24） 

1. 好口才，擅長講解聖經 
2. 得保羅的同工百基拉和亞居拉栽培（徒 18:26） 

iii. 保羅指亞波羅並非與他競爭（3:5-9） 
iv. 可能是哥城信徒對希臘式智慧的追求，正可套用在亞波羅的表現上，故對他推崇備至（對比保羅：2:1-5） 

c. 「屬磯法的」 
i. 對猶太傳統特別關注的信徒？（似乎不是：參 林前 8:7 ） 
ii. 個別同彼得有特別關係的信徒？（受他洗的、認識彼得的） 
iii. 是針對於保羅和彼得的使徒身份？ 

d. 「屬基督的」 
i. 將基督與其他的教會領袖一起，保羅暗指這黨人的心態亦非正確 
ii. 當然，終極地我們每人都是「屬基督的」。但問題在於稱自己為「屬基督的」並不一定是真屬基督的人！ 
iii. 他們也可能認為：「我們誰也不跟從，我們是屬基督的」 

1. 是這樣的自傲，叫他們與其他黨派的信徒毫無分別。 
2. 他們嘗試將自己放於高他人一等的層次中 

e. 在此，我們真正看見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我」、「我」、「我」。不是那些領袖的問題，是他們要將自己抬高於他

人。不論理由多充份、多合理—最終就是叫福音、叫十字架落空了。 
i. 人得了榮耀，不是基督（對比 1:1-9） 
ii. 對比施洗約翰的一生（約 3:30） 

 
iv. v.13：「基督是分開的麼？保羅為你們釘了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羅的名受了洗麼？」 
 「基督是分開的麼？」＝「基督是可以分開一邦一邦嗎？」 

1. 「分開」＝  “memevristai” ＝ “apportion”（to allot, to distribute） 
a. 基督豈非只得一位，每個信徒豈非都在祂的名下？ 
b.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弗 4:14） 
c. 我們是受洗歸入基督（加 3:26-29） 

2. 「保羅為你們釘了十字架麼？」，「你們是奉保羅的名受了洗麼？」 

a. 當然不是！（羅 6:2-3; 西 2:12-15） 
b. 信徒是奉「父、子、聖靈」的名受洗（太 28:19） 
c. 明顯地也適用於亞波羅和磯法的情況上 

 今天，基督就單單屬於你的嗎？「我們雖眾，仍屬一體」的意義在哪裡？ 
 是基督屬於你，還是你屬於基督？ 

 
v. v.14-15：「我感謝 神，除了基利司布並該猶以外，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免得有人說，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 

1. 正因為保羅並沒有用自己的名義去為他們施洗（事實上他根本就不多施洗），所以他們不可說他們是「屬保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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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利司布」＝ 徒 18:8（管會堂的人） 
3. 「該猶」＝ 羅 16: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問你們安。」 

a. 比一般哥城信徒富裕（對比 1:26-29） 
b. ［該猶］提多猶士都？（徒 18:7） 
 

vi. v.16：「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不清。」 
1. 保羅寫此信時，司提反可能也在場（參 16:15-17） 
2. 在此清楚顯明這是一封真實的信件。也可作為保羅寫此信的一個內證 
3. 從 16:16 看，司提反是哥林多教會的領袖之一 

a. 他一家為當時在哥林多城最早信主的一群（16:15「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 
 

vii. v.17：「基督差遣我，原不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不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落了空。」 
1. ”ga;r” ＝ “for” ＝「因為」 
2. 保羅在此絕非要貶低洗禮的重要（羅 6:3-7），卻為支持他的論據：基督沒有差遣他去施洗 
3. 對保羅來說，洗禮並非不重要。但保羅明白誰為誰施洗並不影響救恩的有效性 
4. 再者，保羅亦小心地寫上「基督差遣我」。表明傳福音和施洗不在誰比誰優越，只在基督如何差遣（”ajpevsteilevn”）（參 1:1） 
5. 在此，保羅以身作則的強調了他在整個傳福音的過程中，都一直刻意的提防自己的形像被突顯出來，並努力使自己隱藏在基督

十架的背後… 「並不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落了空。」（1:17b） 
6. 「智慧的言語」＝ “ejn sofiva/ lovgou” 

a. 應指希臘哲學中有關的邏輯推理、辯說學（＝ 2:1「高言大智」） 
b. 「智慧的言語」 vs 「基督的十字架」？ 

i. 內容（1:18ff） 
ii. 傳遞方式（2:1-5） 

c. 對他來說，用「智慧的言語」的後果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落了空」。十字架（＝ 福音的內容（參 2:2））將會喪失在

高言大智的說話中 
 基督教的工作必須以隊工的方式進行，絕不能只靠一個傳道者完成所有使徒的工作。我們必須履行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使

命，並全心全意地完成它。（弗 4:11-13） 
 

小結： 
此處提到分黨的不必要，但聖經其他地方又提到要分辨（太 7:16; 路 6:44; 約一 4:2; 來 5:14）與分別（林後 6:17）。那我們應該怎樣

看待「宗派」和教義上的不同見解呢？ 
此處所提到的分黨，明顯是指信徒借傳道人的名義作藉口而分成不同派別。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段經文的教導限制在「不應該為非基要

的理由分門別類」。至於為了真理的緣故的分裂，應該不是這段經文所要批判的。而應該使用其他的經文，支持在基要真理上的堅

持。但我們總要小心，不要以「真理」的旗號作為借口，鼓吹這樣的分化。 

 
b. 表象所反映的失誤—他們誤將人的智慧看為與上帝的智慧相類似（一 18–二 5） 

i. 為何用「智慧的言語」的後果就是叫「基督的十字架落了空」？當保羅對比了「智慧的言語」和「十字架」（v.17）後，他用了三

個段落（1:18-25, 26-31; 2:1-5）去表明哥城信徒以「智慧」來自誇實在是對福音本質帶來衝擊。 
a. 來看看十架！十字架的道理是以人看為愚拙的方法彰顯（一 18–25） 
b. 來看看自己！世人看福音為愚拙，故上帝就樂意揀選愚拙的人領受福音。故哥林多信徒實乃愚拙的人，亦沒有甚麼可以自誇

（一 26–31） 
c. 來看看保羅！保羅如何落實他對這道理的認識？保羅不願以智慧歪曲上帝的福音，故以愚拙的形式在哥林多人宣講，且看成

果！（二 1–5） 

ii. 以三個段落來強調哥林多信徒之所以為信徒，是與他們所誇耀的相反 

a. 十字架的道理是與人的智慧相對立 

iii. 保羅正在說： 

a. 「你們以為十字架的道理就好像是其中一種「智慧」嗎？你們是多麼愚蠢呢！」 

i. 看看這十字架的內容（信息）！這是關於釘身十架的救主！有誰可以想到用這個方式呢？只有智慧的主才可以想到在人看

來好像是愚不可及的方法！（vv. 18-25） 

ii. 再看看你們這班收信的人（哥林多信徒）！哪位有「智慧」（地上的）的會揀選你們成為上帝的新子民呢？（vv. 26-
31） 

iii. 最後，看看傳這福音給你們的我保羅！那位有「智慧」（地上的）的人會以如此軟弱的方式來到你們中間，但且看看現在

的成果！（2:1-5） 

 

i. 十字架的道理—上帝的智慧以人看為愚拙的方式彰顯（一 18–25） 

a. 八節經文中，保羅借助舊約經文的支持，指出上帝一直的心意，並於先知中不斷預言的，被十字架上的基督成就了— 上帝對

人類自滿的信念上說了「不」！ 

1. 福音「十字架的道理」，絕不是另一種的智慧（a wisdom），需要人來判斷和評估上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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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音正正指出我們在救恩的事上的無補於事 
3. 在人看來，有誰可以想像出如此的一個救法？一個在十架上的救主？這樣的上帝太叫人尷尬，太羞恥了！ 

b. 這極可能也解釋了為何哥林多信徒，轉移到「更高」的智慧，要跳過保羅所傳給他們的「奶」（3:2-3）—正因他們看見福音

中叫人難為情、羞恥的地方。 

c. 但對保羅來說，這樣的「進步」→步離開十字架，根本上就不是甚麼進步！相反，是棄絕基督的表現！ 

1. 他極力指出，十架的信息是絕對的、根基性的（foundational）。超越一切的智慧、意見和立場 
2. 福音之可以為福音，並不需要你我的認同或證明 
 

d. v.18「因為十字架的道理，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 神的大能。」 

1. 「因為」（”ga;r”）→ v.17 的原因 

i. 為何用「智慧的言語」的後果就是叫「基督的十字架（的能力／of its power — NIV）落了空」？ 
ii. v.17 「智慧的lovgoß」／ v.18 「十字架的lovgoß」，並不相容，卻是對立的 

2. 在過去，他們的區分是猶太人／外邦人 
i. 但現在，在基督裡便只有新的區分：「走向滅亡的人」（新譯本）／「得救的人」 
ii. 為何？是要突顯哥林多信徒的與眾不同嗎？不！ 

1. 重點是十字架的出現，非所救的人（哥林多信徒） 
2. 十架上的基督與祂的復活是「世代的轉換」（turning of the ages）。上帝早已定了這世代的罪（約

3:18）。所有屬於這世代的人必與這世代一起（滅亡）。因此，對這「舊的世代」來說，十字架的道理

是愚拙的。 
3. 相反，「得救的人」因為他們是「蒙召」的（v.24），也「相信」（v.21），他們卻明白了新身份是因

為上帝大能的原故 
3. 「愚拙」vs. 「大能」並非很準確的對比 

i. 在針對 v.17 —「智慧的言語」叫「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力（新譯本）＝ 能力／”of its power NIV” 」 
 

e. v.19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1. 保羅指出「愚拙」的十架道理正是上帝一直所要作的 

i. 將人的智慧在救恩上完全的廢棄和粉碎 
2. 對他來說，「經上所記」便已經足夠 

i. 是否很主觀呢？ 
ii. 是上帝的救恩、是上帝的行事方式，豈是我們在此可以指指點點？過去祂所說的豈非就是唯一的參考點？ 

3. 賽 29:14「隱藏」→ 「廢棄」（ajqethvsw）＝詩 33:10 
4. 不要自以為我們的聰明可以與上帝相比。事實上，當我們真以為可以繞過上帝時，就正是我們的愚拙顯露的時候（賽

40:12-14, 25; 伯 38-42） 
5. 在十架上，上帝對人類的自以為是作了終極的顛覆（太 27:29, 40, 42-43,46-49 — 結果？27:54） 

 福音落伍了？為甚麼人竟說基督福音是愚拙的？ 

 
f. v.20 「智慧人在那裡？文士在那裡？這世上的辯士在那裡？ 神豈不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1. 上帝既然已命定了祂的作為來滅絕了人間的智慧，那麼如今還是智慧人可以誇口的世代嗎？ 

2. 十字架的道理—這上帝「奇妙又奇妙」（賽 29:14）的作為，豈不已經宣告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愚拙嗎？ 

3. 「智慧人」（sofovß; ）＝ 希臘哲人 

4. 「文士」（grammateuvß;）＝ 猶太教的律法師（新譯本：「經學家」） 

5. 「辯士」（suzhthth;ß）＝ 論辯家 

6. 保羅正在挑戰所有在此時此地（tou' aijw'noß touvtou; [of this age] . . . . . tou' kovsmou; [of the world]）自以為聰明的人！（當然

也包哥林多信徒） 

 

g. v.21「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不認識 神， 神就樂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理，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 神的智慧了。」 

1. 保羅在挑戰些甚麼？ 

i. 在認識神的事情上 
ii. 在得拯救的事情上     ＞ 世上的智慧人作過些甚麼呢？ 
iii. 在相信的事情上  

2. 羅 1:18-31 

i. 作為受造之物，我們就是無法認識、了解上帝。人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形像（扭曲的形像）投射出自己的上

帝。 

ii. 一切對上帝的認識，就只可以來自上帝的主動和自願的自我啟示而來 

iii. 人所投射出來的偶像就只可能引別人去敬拜造這偶像的人 

3. 在此，保羅看見另一個可能。是與人的智慧全然相反的！ 

i. 「神樂意」將人帶到和祂連合的關係上（1:9） 

ii. 透過「所傳的愚笨的道理」（新譯本）＝ “the follishness of what was preached” ＝「十字架的道理」＝基督！

（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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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拯救那些信的人」 

i. 保羅清楚指出，上帝自己親自開始了救恩的功夫。祂呼召人（v.24, 27），而人的回應就是「相信」

（pisteuvontaß — 「認信」＋「信靠」） 

5. 哥林多信徒自己的信主經歷豈是靠「智慧」嗎？ 

 你的信主經歷豈是靠「智慧」嗎？ 

 

h. v.22「猶太人是要神蹟，希利尼人是求智慧，」 

1. 重點在人的要求（demand） 

i. aijtou'sin ＝ 要（ask for） 
ii. zhtou'sin ＝求（look for） 

2. 兩個例子都指出：人們要求上帝去依從我們可以理解的一個合理上帝做事的方式去做事 

3. 「猶太人是要神蹟」 

i. 太 12:38-39; 可 8:11; 路 11:16; 約 6:30 
ii. 引證你的身份罷！證明給我們看你是我們想像（想要）的彌賽亞！ 
iii. 我們豈不完全了解祂嗎？我們所需豈不就是另一個更偉大的出埃及經驗嗎？ 

4. 「希利尼人是求智慧」 
i. 徒 17:16-22 
ii. Herodotus：「所有的希臘人都是熱切追求每一種學問」 
iii. 我們豈不是當代最卓越的文明嗎？我們的學問豈不結束了傳統中不少對神明的膜拜而轉向更高尚的「智慧」和哲

學嗎？ 
 上帝是否也要依你的行事方式來工作？祂是否真的是你的上帝？還是你是祂的上帝？對不合你意的事件，如何看到上

帝的作為呢？ 

 
i. v.23「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1. 對那些追求神蹟或智慧的人來說，保羅正展示出那終極的對立：「我們卻是傳 . . . . . 」 

2. 「釘十字架的基督」實在是自相矛盾的詞語 

i. 我們可以有「彌賽亞」（基督），或者我們可以有「十字架」，但我們就是不可能兩樣同時出現在一起！萬萬不

可！至少在我們的了解來說不可以！ 
ii. 「彌賽亞」＝ 能力、偉大、勝利 
iii. 「十字架」＝ 軟弱、羞恥、失敗 

3. 耶穌基督的死， 

i. 對猶太人來說 

1. 一個罪犯 

2. 一個醜聞（skavndalon ＝ scandal） 

a. 申 21:23 
b. 加 1:13-14; 3:13 

ii. 對希臘人（外邦人）來說 

1. 是瘋狂的（madness） 

2. 一個創造天地的上帝叫自己給祂的敵人釘在十字架上本身就是瘋狂的！ 
a. Tacitus c.115 
b. Pliny the Younger c.113 

 你對這個福音有多少的了解？福音也曾叫你感到尷尬嗎？福音在你身上是榮耀還是可恥的呢？ 

 
j. v.24「但在那蒙召的，無論是猶太人、希利尼人，基督總為 神的能力，神的智慧。」 

1. 既然猶太人要神蹟，希臘人求智慧，而上帝又是那全智、全能的上帝，為何不滿足這些就可以嗎？ 
i. 不！因為這是上帝一次的拒絕人一切訴求的可能。人之可以為人，上帝必然首先要成為上帝！ 
ii. 不！因為這正是問題的中心：若然我們不承認自身的判斷標準在救恩的事上是根本性的無能為力，承認上帝的智

慧與能力全然不由人的經驗所限定，否則我們便無法應召和獲拯救 
iii. 羅 1:16 

2. 不但如此，就是我們願意承認自身的毫無效力也不就獲得拯救的 — 若非因上帝首先「呼召」（klhtoi'ß）的話 
i. 是我們蒙召，那就不再區分我們是猶太人或是希臘人也可憑信心回應這恩召 
 

k. v.25「因 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 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1. 為何用「智慧的言語」的後果就是叫「基督的十字架落了空」？ 

i. 正因為上帝再愚蠢也比人有智慧 
ii. 正因為上帝再軟弱也比人更剛強 

2. 就是這樣，上帝的愚拙成就了一切人的智慧所不能及的—它領我們與上帝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連合（團契）在一起

（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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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若哥林多信徒可以自誇，上帝就豈真是上帝呢？ 
2. 上帝豈真如我們想像，可以給系統化，可以任意切割，研究分類？ 
3. 耶穌基督的受死，不是要免去（remove）我們的罪，卻是要擔當（bear）我們的罪！（彼前2:24） 
4. 對於那些自以為義，又自覺不需要寬恕的人來說，十架上的基督當然是一個最大的醜聞（scandal），但對那些自覺這份大恩的

人來說，這是真正從罪中釋放我們的好消息。我們可以跟隨主。祂的死不再是醜聞、不再羞恥、不再軟弱，卻是終極的大能，

也真是上帝的智慧！ 

 
ii. 人愚拙的本相—世人看為愚拙的福音，只有那些看自己為愚拙的人才能領受，故上帝揀選的哥林多信徒實乃愚拙的人（一 26–31） 

a. 保羅繼續他的論點（上帝的福音（十字架的道理）是與人對上帝所了解的相反：上帝定意以愚拙的方法拯救人，免得有人以此自

誇）。他從福音的信息本身，將討論轉到這群收信的人（哥林多信徒）身上。 
b. 上帝呼召揀選祂的新子民，並非從世上的名門望族、才高八斗的人們中挑選，卻是從低下的人 — 那些身份地位也沒有

的”Nobodies” 中去選召 
c. 因此，單看這班哥城信徒就足以證明這個「看似愚拙」的上帝（foolish）如何羞辱了那些自以為是的「智慧人」。這是再一次打消

他們任何可以此自誇的妄想（參 vv.18-25） 
d. 與 vv.18-25 一樣，保羅亦以一段舊約經文去說明他的論點（耶 9:23-24）。一切要誇口的（boasting），就只可以主自己誇口 
e. 整個段落焦點在於 v.29：「使一切有血氣的，在 神面前一個也不能自誇」 
 
f. v.26「弟兄們，你們想想，你們這些蒙召的，按人來看有智慧的不多，有權勢的不多，出身尊貴的也不多。」（新譯本） 

1. “Blevpete” ＝「［你們］想想吧！」→ 「想想吧！所以，你們這些蒙召的，弟兄姊妹…」 
2. 上帝呼召一個人去跟從祂時，並不著眼這人的功名和才能：「有…不多」 
3. 甚至我們可以相信，上帝特別願意呼召那些與功名和才幹絕緣的人 
4. 「有智慧的不多」＝ “sofoi;” ＝ ”wisdom”  →   vs.  基督是「神的能力 (power)，神的智慧(wisdom)」（v.24） 

「有權勢的不多」＝”dunatoiv” ＝ “power”   ↗ 
「出身尊貴的也不多」＝ ”eujgenei'ß” ＝ “noble birth” （「該猶」？羅16:23） 

5. 「不多」 

i. 傳統地，我們都相信哥城信徒為一班底下階層的人（參 Celsus）。但這裡絕對不是說整個哥林多信徒群體就只得這些

人。我們了解，比較富裕的信徒是存在的（但為數不多） 

ii. 這些為數不多的富裕信徒其中也有欺壓那些低下階層信徒的（11:17-22） 

iii. 當然，出身低下階層的信徒仍然佔大多數 

6. 但昔日對Celsus來看是基督教的羞恥處，在保羅看來卻是上帝的大能和榮耀的地方：當上帝藉著祂兒子「傳福音給貧窮人」

（路4:18）的時候，祂將自已連合與那些受欺壓的人的陣線上。祂全然顛覆了世人的價值標準 

i. 所有中產或上流社會對福音的私有化都是對上帝福音的一種背叛！ 

 依人的看法，要建立一個教會，應該去找那些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但本節告訴我們，人認為尊貴的，神卻不要，神召的人

大都不是世界所認為偉大的人。 

 
g. vv.27-28「神卻揀選了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了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了世上卑賤的，被人厭惡

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1. 保羅在此用對比說明哥林多信徒並非巧合碰上保羅和他所傳的道。不！卻是上帝親自揀選（ejxelevxato）他們，去羞辱這個世

代，這個將要滅亡的世代（v.18） 
2. 上帝揀選了： 

「愚拙的」— 卻非「智慧的」 
「軟弱的」— 卻非「強壯的」 
「卑賤的（”ajgenh"'“＝「微小」、「不受重視的」）、被人厭惡的」— 卻非「出身尊貴的」（v.26） 

3. 在十架上，上帝所展現的不單是祂恩慈和憐憫的特質（揀選卑微的人），更是祂拒絕跟隨這世界的「遊戲規則」做事 
i. 詩 135:6 「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切的深處，都隨自己的意旨而行。」（參 羅 9:15-18） 
ii. 申 7:6-11; 約 15:16 

4. 「被人厭惡的」 
i. 引申那些卑賤的不但身份卑微（內在），更是被人厭惡的（外在） 
ii. 約 15:19「你們若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不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了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5. 「那無有的」 
i.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 “the Nothing”  

 神揀選世上卑賤的，被人厭惡的以及那無有的，為的是叫人能榮耀神。但有些基督徒卻看重那些有地位的弟兄，而輕看那些

地位卑微的弟兄。這段經文卻要提醒我們不可如此。（雅2:1-5） 

 

h. v.29「使一切有血氣的，在 神面前一個也不能自誇。」 
1. 這是整個十字架的道理的總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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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vv.27-28，保羅用了三組「ejxelevx「揀選」. . . . . i&na「叫」＝「以至」」。在這裡，是一個總結（o&pwß ＝ “so as” ）— 上帝

作這一切的目的： 
i. 原來上帝選上了世上的愚拙人、十字架和哥林多信徒，是因此得以一概挪去一切受造物當站在上主面前時任何可以仗賴

的—聰明、才智、身份、地位或名譽。 
ii. 祂挪去了一切人嘗試以此作為博取上帝恩寵的東西 
iii. 在救恩的事上，我們只能二擇其一：要就是完全信靠祂，或是不信祂，依靠自己而跟這世代一同滅亡（v.31） 
iv. 羅 3:21-28 

 在我們紛爭的事上上，豈可以自己的智慧自居呢？相反，卻應以上帝的智慧為彼此而感恩！ 
 

i. vv.30-31「你們因著 神得以在基督耶穌裡，他使基督成了我們的智慧；就是公義、聖潔和救贖，正如經上所說的：“誇口的應當

靠著主誇口”」（新譯本） 
1. 上帝不但消極地廢掉了那自以為是的人，祂更積極地使我們和基督連合（在基督耶穌裡） 
2. 上帝既已紛碎了人的價值系統，便在基督耶穌裡為我們建立新的價值 

i. 祂首先使我們看見自身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愚拙，上帝的愚拙總比人智慧（1:25），從而使基督「成了我們的智慧」。如此

我們便心悅誠服的接納祂才是我們的典範並一切價值的準繩 
ii. 其次，上帝又使我們進一步經歷「基督成了我們的智慧」的具體內容：就是「公義、聖潔和救贖」 

1. 上帝的智慧便是福音（vv.23-24），這福音為我們得救的人帶來三重的後果： 
a. 被稱為義 ＝「公義」 
b. 成為聖潔 ＝「聖潔」（1:2「成聖」） 
c. 得蒙救贖（為奴得釋放、從罪得救拔— 羅 3:24; 西 1:13-14） 

3. 耶 9:23-24 
i. 是撮寫。保羅讓我們將誇口的對象由原來人的踐行主道變為主本身！ 
ii. 只有主自己才是完全的踐行了上帝的道。惟有我們歸入祂，與祂連結，我們才有能力踐行主道 

 
j. 小結： 

1. 上帝並不是不可以，或不能拯救那些顯赫的人（當然可以，並且已經如此：「不多…」（v.26）），但保羅在這裡要說明的，

是上帝的憐憫和恩慈卻彰顯在拯救那些被這世界看為沒有價值的你我身上。所以，當世界努力的告訴你我是多麼重要、多麼好

的時候，我們便自覺得上帝的拯救實在是「明智之舉」。又或者，我們會反自覺上帝拯救的多餘和沒有理由（是救也先救其他

人罷！）— 不要看錯！我們的價值是（只是）建基於和來源於那一位：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祂給予我們價值和意義—
不是這個世界！ 

 
iii. 保羅的宣講—保羅不願以自己的智慧歪曲上帝的福音，故以愚拙的形式在哥林多人中間宣講（二 1–5） 

k. 不只在信息內容上（十字架）上帝顛覆了一切世上的價值系統（1:18-25）；不只以那因十架而得救贖的人的身份來表明如此的顛

覆（1:26-31），就連傳此道的保羅在傳講這道理之時也表明如此！（2:1-5） 
l. 兩組句子：「我…（2:1）/ 我…（2:3）」 
m. 就連上帝所用以向他們傳道的人本身也拒絕了這樣誇耀自己，他們豈非更應如此？ 

 
n. v.1「弟兄們，我從前到你們那裡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向你們傳講 神的奧祕。」（新譯本） 

1. “Kajgw;” ＝ “And I” ＝「『而我』到你們那裡，弟兄姊妹，並沒有…」 
i. 我在你們中間也是如此表現出這道理—就是「誇口的應當靠著主誇口」（1:31）的道理！ 

2. 「高言大智」＝ “uJperoch;n lovgou ĥ sofivaß” ＝ “excellence of speech or of wisdom” 
i. 換言之，保羅沒有賣弄過任何華麗的詞藻、凌厲的辭鋒、機智的辯才，也沒有廣徵博引，好表現自己的學識淵博、才情橫

溢。為何不？ 
3. 「奧祕」＝ “musthvrion” ＝ “Testimony”「見證」＝「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2:2） 
 

 我們今日的福音見證又是否如此呢？是訴之於人的感情和情緒的起伏？是對眾人隨述神的話語、神的真理？ 

 
o. v.2「因為我曾定了主意，在你們中間不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1. 加 3:1; 林前 1:23 
2. 傳講「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是保羅一貫的做法（參：徒 13:26-42 保羅在安提阿的講章） 
3. 對保羅來說，要傳就傳那完裝正版的福音而給予人愚拙的印象，或是修訂包裝過的信息以迎合大眾的口味（卻非福音！） 
4. 沒有人可以講一個與人間學說相和諧的福音而不是與此同時地扭曲了它的內容 
5. 福音的精神就是與一切人間智慧相衝突（巴別塔：創 11:1-9） 
6. 福音的性質不但決定了傳消息的方法，連帶傳講者本身，也被福音模定了 
7. 帖前 2:1-12 

 作為福音的傳人（林後5:20）？我們的生命是否已被這福音所模定了？ 

 
p. v.3「我在你們那裡，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1. 第二個「我…」 



哥林多前書 1:10-2:5          Jan 08, 2006 

 8

2. 保羅常在他的軟弱中看出上帝的能力和作為（林前 4:9-13; 加 4:13-14; 林後 4:7-12; 6:4-10; 11:30; 12:7-10; 羅 8:17-27; 腓
1:29-30; 西 1:24-27） 
i. 「軟弱」≠ 他犯的罪！ 
ii. 不是他有自殘的傾向，是因為這表明了這是出於上帝的能力而非他自己 

3. 「又懼怕，又甚戰兢」 
i. 徒 18:9-11（看主對保羅的安慰及鼓勵） 

4. 明顯地，保羅的表現真的有別於當時的智慧人和哲仕！ 
 保羅並非由於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而充滿信心，乃是倚靠聖靈的幫助和引導。保羅並沒有否定研究上帝的道和準備講章的價

值—他自己對聖經有深透的認識。有效的傳講必須包括辛勤的研習及聖靈的工作。不要利用保羅這話，而不去研究或預備聖

經。我們更應努力預備自己，成為好的材料，給上帝使用！ 
 

q. vv.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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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的信不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

能。」 

1. 保羅不用智慧的言語傳道，並不是單因為哥林多信徒的自傲，也不是為要顯示保羅與其他智者的分別。保羅要表明：真正的能

力在於上帝聖靈的工作（看哥林多城的信徒本身便證明確時如此！） 

2. 縱然保羅傳道並不見得有「智慧」（sofivaß ）和「說服力」（peiqoi'ÍsÑ），但卻肯定滿有能力—聖靈的能力！（v.25「神的軟

弱總比人強壯」） 

3. 「聖靈和大能」→ 羅 15:13, 18 「聖靈」＝「能力」 

4. 「叫你們的信不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能」 

i. 為何不用智慧的言語傳道呢？為何如此會叫十字架失去效力呢？ 

ii. 因為如此便不再是上帝的工作，不再是神的能力，卻是人的努力！ 
 保羅知道，如果信徒對他或對他的人格更感興趣，超過了對主耶穌的興趣，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保羅知道自己沒有能力

祝福別人，更沒有能力救別人，因此他決定要引人只信真神，而不是信人的智慧，任何人傳福音或講道，都應有此同一信念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關書籍： 

1. 卡森（D. A. Carson）。《十架與事奉 ─ 哥林多前書論領導》。美國：麥種，2005 
2. 斯托得（John Stott）。《論領導—聖經中的教會、福音與事奉的模式》。台灣：校園，2004 

 
 
下週經文： 

哥林多前書 2:6-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