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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 1-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在第一節里保羅介紹他自己和所提尼。 

奉 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哥林多前書

1:1) 

在這裡“作”是斜體字，表示這字是翻譯者加進去的。在

希臘原文中並沒有這個字。實際上它是指保羅因神的心意

被呼召為耶穌基督的使徒，而所提尼則是我們的兄弟。 

聖經有另一個人名為所提尼，他和哥林多有關。當保羅在

哥林多時，一些猶太人帶他到哥林多人的長官伽利略面

前，他們因的宗教反對保羅。伽利略說：“如果他犯的是

叛逆罪，我應該裁判他。如果是宗教事務的話，别浪費我

的時間？”所以他命令他們出去，那裡的人毒打了所提

尼。所提尼是會堂負則責人，他或許是將保羅帶到羅馬人

前的主要同謀人。 

如果這是同一位所提尼的話，就非常有趣。曾經一度是保

羅的敵人，現在是他的朋友，並且和保羅一起寫信給哥林



2 of 35 

哥林多前書第 1-2章 

多教會。保羅提起他是因為他在哥林多是個有名的人。 

當人被聖靈定罪時，他不會反對神和神的人。有些人如此

反對主致使，我們心裏己經放棄他們了。我們想他們不可

能接受福音，其實他們的保護殼快破了，所以他們掙扎得

這麽厲害。 

保羅和所提尼一同向哥林多教會問安。哥林多是世界的商

業中心。它是一座很豪華的城市。如果你看希臘的地圖，

你會發現希臘的南方像個島。狹窄的部份只有四哩寬，那

裡就是哥林多。 

因此任何的商業從北方到南方，就是從馬其頓到亞該亞，

必須通過哥林多。它也是從東方到西方的必經之地，因為

希臘南方附近的 MATHEN 海浪險惡，沒有船喜歡繞岬而

行。 

如果他們的船夠輕的話，他們就移船出水，然後把它們放

在滾筒上滾過四哩，然後再張帆入海到愛琴海，羅馬的港

口。如果船太重無法傳送過陸地，他們時常會卸貨，僅僅

拿這些貨走過四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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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王看見這個區域的優點，嘗試建造運河，卻失敗了。

而建蘇伊士運河的人完成了這項計畫。他們建造哥林多運

河，今天你會發現有一條運河連接亞得里亞海和愛琴海。

今天哥林多運河避免船隻繞行希臘的尾端，節省了許多時

間。 

哥林多不只是個商業焦點，它還是當時的哲學思想的中

心。有一句話說：“以哥林多的風格說。”這句話形容得

十分巧妙，精確和富有色彩。這些人對於所說的不是那麼

感興趣，卻對如何說感到興趣。他們專注於潤色他們的講

詞。他們喜愛演說的藝術。人說什麼無關緊要，只要他說

得好。 

哥林多也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城市之一。儘管它的哲學豐

富，卻無法避免沉淪於放蕩之中。有句話說：“他過得像

哥林多人。”就是描述一個喝醉酒放蕩的人。在希臘的劇

場中，每當他們描述一個酒鬼，他們總說這像哥林多人。 

在這異教徒的城市中，有最低的道德水準。有一個神的教

會，叫作 EKKLESIA。EKKLESIA是希臘人的平常話，通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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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EKKLESIA又被翻譯成教會，但其實是指那些統

治的人。這城市中統治階層的人被稱為 EKKLESIA。但是也

有神的 EKKLESIA，是指那些蒙召與神一同統治的就是教

會。 

保羅寫：“神的教會”.(哥林多前書 1:2) 

請注意他並沒有說是哥林多教會。我認為當我們說英國教

會或蘇格蘭教會時，好像教會是分開的。保羅談到在哥林

多神的教會。就像我們是在聖塔安娜神的教會，但是我們

不是神在聖塔安娜唯一的教會。還有許多其他的教會，我

們要承認並且認識他們。所以保羅不只是寫信給哥林多教

會，而是寫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差

別。願神幫住我們在心中知道這差別：就是不把我們自己

當做神在某一區域中的獨立代表。 

在教會之中有時存著一種心態，認為神只在一個區域裏設

立一個教會，就是他們自己。而其他的教會被歸納為“巴

比倫”，他們自己不管在何處建立地方教會，他們就是基

督身體唯一的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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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比這更堅持己見的。認為自已是這區域唯一神的代表

這是多麼的愚蠢啊。幾年前他們要給我們這樣的特權被助

理牧師趕走。神的教會是天主的教會”"Catholic這個字

是指普世的教會。每個真正神的兒女都是教會的一部份。

你知道只有一個人能說“我的教會”，那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都是衪教會的會員，衪的身體。而且你不能加入教

會，你必須藉著聖靈重生而進入。 

現在，在第十二章的開始，分為不同的部份。 

保羅說：“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

白。” 

在第十一章他處理屬肉體的事物。革來氏家向保羅報告有

關哥林多教會的麻煩。有肉體的對抗，紛爭，和爭競。因

此保羅寫第十一章糾正這些存在哥林多教會的問題。在此

信的後面部份，他開始對他們說有關屬靈的恩賜，神至高

的愛及復活的能力，屬靈的事物。在保羅開始說這些之前

必須先處理屬肉體的事物。 

所以哥林多前書第一部份保羅處理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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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的分裂。他提醒他們是“在哥林多的神的教會”，是

普世的教會的一部分。他又寫到，“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成聖”這個詞是希臘語。“HAGIAZO”意謂成聖或是為專

一的目分別出來。它的根源是“HAGIOS”，也被翻譯成

“聖人”。在舊約中有這樣的例子，他們建構會幕，並且

做了要在會幕的服侍中使用的器皿。在他們使用這些器皿

之前，他們會把它們分別出來。是為了專一的使用被分別

出來。因此他們除了服事神和敬拜神的用途，別無其他用

途。 

在但以理書中，伯沙撒為他一千個大臣設擺盛宴，當他喝

醉的時候，他命令把金的杯子拿出來，那是來自耶路撒冷

聖殿的戰利品。他們用這些金的杯子喝酒。當他們喝酒的

時候，他們讚美金的神和銀的神，他們坫污了這些專用來

敬拜神，服侍神的器皿。結果呢？有手寫的字出現在牆壁

上，審判那晚臨到伯沙撒和巴比倫國。 

神將你的生命分別出來好服事他。那麼那些在基督耶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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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的人，從世界分別出來，從世界的事物裏分別出來。

願神幫助我們不要拿，為他專用成聖的器皿，作為我們自

己的娛樂用途。 

接著我們讀，“蒙召準備作聖徒”，注意“準備”是斜體

字，那是翻譯者加上去的。它不是蒙召預備成聖徒，而是

蒙召作聖徒。我喜歡這樣的說法，聖人查薾斯。聽起來很

好聽。 

教會指定某人是聖人，這是不對的事，就聖經而言，你們

所有的人都是聖人。這特殊的榮燿並不是由一群人決定，

因為某人行如此多的神績才授予他的。你是被神蒙召成聖

徒的 。 

“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

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再一次，無論

他們在何處呼求耶穌基督，衪是他們的主，但是衪也是我

們的主。 

有些人喜歡說只有他們可以呼求主名，這正是哥林多所發

生的分裂。我們是屬磯法的，我們是屬保羅的，我們是屬



8 of 35 

哥林多前書第 1-2章 

耶穌的，是人造出的分裂。衪是他們的主，衪也是我們的

主。保羅試著努力打敗這個在哥林多教會里的分黨精神。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哥林多前書 1:3) 

恩典這字表示美麗。給予之美是給那些不配得的人。恩典

是保羅最喜愛的字之一，他在整個新約裏詳細說明這個

字。“平安”，“恩典”是希臘人的一般問候語。在早

晨，當你看見某人你會說“早安”或“哈囉”或任何其他

的問候語而，他們會說“恩典”。當猶太人向你致敬的時

候，他們不會說“哈囉”或“早安”，他們會說“沙龍”

和“平安”。 

保羅以這兩個熟悉的問候語為例，將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問

候語結合在一起，這出現在他大部份的新約書信裏。“恩

惠平安臨到你”，他們總是以這樣的順序合在一起，這是

適當的次序，因為一個人無法認識真正的平安，除非他們

經歷神的恩典。 

我沒有真正得著神的平安，因為我並不認識神的恩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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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認識到神的恩典，我才有神的平安。“恩典”和“平

安”來自於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在這書

信的前十個經節中，保羅使用耶穌基督的名字十次。他為

我們的信仰基礎打下了根基，不斷重復耶穌基督的名字。

在第二節中，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這裡是“從主耶

穌基督”，主不是衪的名字，而是衪頭銜，而耶穌是衪的

希臘名字。希伯來文是約書亞，意謂“耶和華是拯救”。

這是天使告訴約瑟呼求衪的名字，因為他說“衪將會從他

們的罪中救出衪的百姓”。因此為此目的命名為耶和華。

基督實際上是衪為希伯來文彌賽亞所設計的。所以這不是

衪的名字緣故，而是表示衪的使命任務。 

所以說“主”是衪的頭銜，名字是“約書亞”，使命任務

是“基督”。不幸地我們想到的總是衪的姓和名，不應該

這樣。人們談到主耶穌的時候，不真的想到這像徵。著衪

與我們的關係。耶穌說，“你為什麼稱呼我主，卻不遵守

我的命令呢？” 

神有個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字，那就是耶穌的名字。萬膝要

跪拜，萬口要宣揚，歸於榮燿的父。或許在主和衪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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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放個逗點會比較好。在耶穌之後加個逗點，以便區分他

的使命任務彌賽亞，主，和耶穌。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

恩惠。因此基督是一個透過神的恩惠所賜予給我們的。

(哥林多前書 1:4) 

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哥林多

前書 1:5) 

“使富足”這字在希臘文是 plu-to-ketus 。“你因為耶

穌基督變得富足”，“你變富足”這字表示“豪華的富

有”，就是每件事你因衪而富足。籍由耶穌基督我們，凡

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這口才是希臘人尤其感興趣的事。希臘字 logos是口才也

是知識。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哥林多

前書 1:6) 

保羅再一次寫信給他們說，“你不需要我寄給你的讚美書

信，因為你的確如此。你的生命是我讚美的信。”這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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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凡事富足，口才和知識全備。他們的生命作為基督的

見證。基督的見證因他們所過的生活而堅固。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顯現。(哥林多前書 1:7) 

對我來說有趣的事是像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裏提到他

們有各種的屬靈恩賜。他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輸给人的。

保羅所講的屬靈恩賜有三章之長，提到屬靈恩賜，恩賜的

運用，和屬靈恩賜適當的使用。因為他們在恩賜上沒有一

樣不及人的。但是不幸地在哥林多教會裡，屬靈恩賜被濫

用，這需要被改正，正如保羅在第 12至 14章裡講的。但

對我來說有趣的事是新約裡哥林多教會在屬靈恩賜沒有一

樣不及人的，是個有恩賜運行的教會，保羅卻必須斥責它

屬肉体的敗壞。 

在我們的心中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一個人有屬靈的恩

賜，他一定是個很公義或聖潔的人。那些運行屬靈恩賜運

行的人時常有某種態度，就是“是的，我比你更屬靈，如

果你像我一樣屬靈，在你的生命中你也能運行這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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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這樣大大宣傳有關屬靈恩賜的事。但是我觀察到就

像哥林多教會，今天很多大肆宣傳屬靈恩賜的人確實是一

些我們所知最屬肉體的人。他們不是真的跟隨聖靈。他們

展現的外表是肉體的表現。他們的整體生活型態是屬肉體

的。雖然他們不斷地談論屬靈的恩賜，聖靈的能力和聖靈

的膏抹等。然而當你觀察他們的生活型態時，他們仍然極

端地屬肉體，就像哥林多教會。它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

的，然而卻是最需要斥責的教會，因為在教會裡存在屬肉

體的事。屬靈恩賜的使用若像一本小說，像一個玩具，像

一個室內遊戲，用來娛樂款待我們自己，這真是不幸 

請不要認為我反對屬靈恩賜和恩賜的運行 。我相信屬靈恩

賜的有效性，我相信所有的恩賜。我希望我有更多的屬靈

恩賜，更多聖靈的工作在我的生命裡面。正如保羅認真地

渴望最好的恩賜。我渴望神使用我的生命，但是我希望主

不會使人的注意力轉移到我的身上。我不想被高舉並且開

始跟隨肉體，而不是跟隨聖靈。 

保羅讚讚美哥林多教會因為他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

的，直到再來之日，這個字眼“再來”有揭發之意，在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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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錄中使用同樣的字眼，喻示我們揭開主耶穌基督的再

來？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

無可責備。(哥林多前書 1:8) 

現在他談論將來和未來的基督。他在猶大書說過相同的觀

念。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

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 神、(猶大書 1:24) 

當我的名字在審判台前被呼喊時，我走向前，神會說，

“宣讀這個人的罪行。”耶穌會站出來說，“沒有罪，天

父，他是我的人其中之一。”那時我會讚美神。無可責

難，沒有過錯，這就是耶穌在父面前作為我的見証，確定

在我裡面的救恩。“無可責難的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日

子。” 

“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哥林多前書 1:9) 

注意保羅如何將它放在一起，“耶穌基督我們的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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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到處都存在。你被

召，一同得分。希臘文“KOIN-IN-EE-A” 它的意思很深，

是一個很難翻的字。它意謂專一性，它表示相交，表示團

契，表示共同分享所有的事物。 

英文裏沒有一個同等字，所以我們在不同的內容裏，使用

不同的字，為 KOIN-IN-EE-A下定義或是幫助下定義。被帶

進分享耶穌基督裡的所有事物。這是令人興奮的，因為每

件屬衪的事物都變成我的。我是神的繼承人，當神和我分

享時，我是和耶穌基督聯合的繼承人。“天父的祝福是在

他繼承王國，世界起初時就預備好給你的。”但不要認為

這是單方面的，這也表示我所有的也都屬於衪。 

我們非常興奮的說：衪所有的都屬我們，我卻不願與衪分

享我的棉薄。我不盡棉薄卻想要衪的財富。但是實際上，

我所有的全是衪的，我需要用這樣的眼光來看事物。主，

讓我成為一個管家，當我們彼此相交時，你將你的東西託

付給我，為了你的榮耀我明智地使用你所交托的，因為主

它確是屬於你的，因為我們有這個相交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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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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林多前書 1:10) 

保羅現在開始處理他注意到的爭論點。哥林多教會中存在

著紛爭，保羅勸誡他們，“弟兄們”，當你們聚在一起，

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別想這些紛爭，只要一心一意，彼

此相合。 

因為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

有紛爭。(哥林多前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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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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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13) 

有那麼多的紛爭。有些說我是屬保羅的，那些想在恩典蔽

護下的人，可能濫用神的恩典，正如彼得說有些人隨便引

用。所以有人為他們的行動斥責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說

“我是屬保羅的”，我在恩典的斗篷之下。或許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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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這樣啊，我是屬亞波羅的。”總是有些歸於根基

的人說，“這樣啊，我是屬彼得的。”然後總是有一小群

人說，“我們是真的屬基督的人。”他們自以為自己的態

度比別人好。他們說，“你没有合適的名稱，我們是屬基

督的。基督是分開的嗎？當人分裂基督的身體時，誰流血

呢？將我們自身的不同，這樣的方法來分裂肢體。是何等

的羞恥 

我相信意見可以不同。我能接受你所了解的聖經不同於我

所了解的。如果你在受洗上和我有不同的想法，我能接受

若你只想灑水禮的想法。我會向你灑水。有時當我施洗，

他們會說，“請你先將我的頭浸入”我會說，“當然。”

我了解人們有不同的觀念。但是當我們意見不一致的時

候，我們應該爭論而不製造分裂。我們不該因為爭論而分

裂。爭論不應該使我們分裂。基督是不會分裂的。保羅

說，為你釘十字架不是我，而且你不奉保羅的名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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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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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說“我是屬基督的人”在受洗禮上爭論，而且不斷以

水受洗之事來打擾你。他們宣稱你要受洗才是真的得救。

因此他們在教會中留著大水槽，當一個人得救時，就立即

帶到大水槽去施洗。他們感覺即時的洗禮是極端必要的他

們會說，“在教會裡施洗比較好。因為如果你正開車往海

灘去，在你到那裏之前碰巧遇到車禍，你就完蛋了。這是

何等的倒霉。在受洗之前就死了。” 

如果水洗禮對得救是如此的重要，那麼保羅在這裡就是褻

瀆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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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任何其他除了基利司布

並該猶以外的，我就不記得了。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哥林多前書 1:15) 

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不

清。(哥林多前書 1:16)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哥林多前

書 1:17) 

保羅說關於受洗重生的觀念這是非常好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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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禮是對耶穌基督信仰的順服。它是生命裡神的靈動工

的一個外顯記號。舊生命已經死了，現在埋藏在水洗禮

裡。我可以跟隨聖靈，我裏面有新的生命。如果我沒有跟

隨聖靈住在新的生命裏。這表示水洗禮不是真的有效。如

果為了施洗禮，而辯論爭鬥，導致肢體分裂。我不在乎你

是否被施洗 100次，你並沒有表現出與聖靈同行結出果子

來。哥林多前書第 13章愛的記號，不求自己的益處，凡事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永不止息。 

當人跟隨肉體的時候，人住在肉體的生命裏的時候，總是

傾向於分黨結派。 

摩根說，“我注意到人愈屬靈，愈不屬於宗教派別。”保

羅若寫信給今日的教會關於分裂的事，我確定他會說，

“你們有人說我是長老會信徒，其他的說我是聖公會信

徒，然後其他說，是啊，我是拿撒勒人，有些人會說，對

啊，我們是基督的教會。”再一次他會說，“基督是分開

的嗎？”他會督促基督肢體間合一，要我們明瞭我們都是

屬耶穌基督的。保羅被差派傳福音，並不是用智慧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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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這是哥林多教會非常熟悉的事。 

有些哲學家玩文字遊戲，但是“基督差遣我不是為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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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人被高明的演講吸引，卻少了聖靈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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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18) 

對希臘人，對哲學家而言，傳講十字架是愚蠢的。 

保羅在雅典向享樂主義者演講，當他講到耶穌復活的故

事，他們說這是愚蠢的，荒謬的。保羅提到十字架和復活

時，他們拒絕了保羅的信息。“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之

的人認為是愚蠢的。” 

你對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態度如何？檢示你的態度是件重要

的事。正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

人的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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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20) 

現在說到有關希臘哲學家，那些愛智慧的人，文士，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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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辨士。“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當然

是。 

我看進化論時，試著找尋地殼裡的變遷證據，我才明瞭進

化論的騙局。我明白這些世界上的科學家的智慧其實很愚

蠢。是的，神叫世上智慧變成愚拙。 

相信人之所以能看見是因為有一天有一微小的水陸兩棲動

物出現在水上，舉高它前面的部份，太陽經長時間的連續

照射，使它變化形成了斑點，然後再形成眼睛神經中樞，

這是多麼愚蠢的事。是的，神叫世上智慧變成愚拙。我讀

進化論的書，覺得它好笑。神不是叫世上智慧變成愚拙

嗎？ 

你知道嗎，當浴缸被發明的時候，科學家警告有關浴缸的

使用事項，宣稱它會影響健康。實際上在美國的許多城市

有法律禁止使用浴缸。因為科學家警告他們使用浴缸所帶

來的危險。 

科學教科書經常被修正，對我來說是件有趣的事。我訝異

事實怎能這麼快被改變。當我上學的時候，世界只有 2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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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現在它却有 120億年了，我怎麼有這麼老。理論上這

應該使我有 100億歲才對。有趣的是聖經從來不需要被更

正；我們可能有更新的翻譯或更新的語言結構以便有更好

的了解，但若有人擅改原文，他就有麻煩了。我們不必持

續校正，出修定版，更新版，現代版，我們不必如此做。 

神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哥林多前書 1:21) 

神是智慧的源頭，藉著基督裡的智慧，它說“藏了所有智

慧的寶藏和知識。”但是“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

神”這就是說真智慧不會否定神。 

今日人們時常說他們是不知論者，關於這個世界的智慧，

複雜的人，時常在大學附近提及神和終極知識這樣的話

題。他會說，“哦，我是一個無神論者。”這個世界的智

慧不知道神，然而孩子卻能認識神。在拉丁語，“無神論

者是指不學無術的人。聽起來不怎麼老練？”“比如說是

啊，神怎麼樣呢？”“哦，我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我想

是以利法問約伯說，“人能藉由尋找發現神？完美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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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者？” 

答案是沒有人。人不能後世界基礎上找到神。那是宗教的

歷史。人類從地球基礎開始，去尋找無限的神。因此宗教

註定要失敗。 

我們藉著聖經中耶穌基督神的啟示得知是神來找人，而不

是人去找神。開始於無限根基去找有限之物。神不是被人

的追求和智慧所發現的。“世人憑自己的智慧不會認識

神。”神藉自己向人啟示而被發現，而啟示時常藉著講道

顯出。『因此世界憑自己的智慧是不會認識知道神。但是

經由看似愚蠢的傳道，使不信的人得救，讓神高興。所以

藉著講道向可能信的人顯示。要注意的是，講道在某種意

義上真的是一種愚蠢的动作，尤其是有些人用的方法。這

裏並不是指愚蠢的講道，要小心注意，是講道的愚蠢。』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哥林多前書 1:22) 

記得他們曾對耶穌基督說過，“你能真正的讓我們看見神

蹟，我們就相信。”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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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宣揚耶穌基督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卻在猶太成

為絆腳石。(哥林多前書 1:23) 

甚至對門徒來說也是絆腳石。 

當彼得承認“你是彌賽亞”之後，耶穌說，“是的，我要

被交給罪人，他們要釘死我，凌辱我，第三日我要復活。

“彼得說，“主，這事必不臨到你的身上。”對彼得來說

這就是絆腳石。他們的彌賽亞不能被拒絕被釘十字架，萬

萬不能！ 

大體而言，對今日的猶太人仍然被耶稣釘十字架這件事絆

倒。儘管他們知道詩篇第 22篇和以賽亞書第 53章所陳述

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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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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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24)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哥林多

前書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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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愚拙，就是講人子被釘十字架，是高過人的智慧。神

的愚拙勝於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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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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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27) 

這是我能給你我身為教會牧師最好的解釋。因為神揀選世

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許多人從其他的地方來學習

我們的方法，我們的技巧，我們的計畫，為了是為什麼這

麼多人來這間教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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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28) 

神使用簡單的事物，衪的目的就是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哥林

多前書 1:29) 

如果神使用有能力的和高貴的人，這些人會自誇。人們會

榮燿神所使用的人。神不要任何有血氣的。在衪面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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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所以衪使用傳道的愚蠢，他使用簡單的人，基層的

人，不多的智慧，不多的能力，不多的尊貴，來做衪的善

工，因為衪要得善工的榮燿。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衪成為我們的

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這些是我們在耶穌裏和傳講十字架的耶穌基督所發現的，

就是神的智慧。因為神建立一個公義的基礎來原諒人的

罪。神糾正問題時，衪是公義的。一個公義的神，怎能原

諒人的罪？ 

當你真的深入分析的時候，你會發現神有。一個真正的問

題，但是衪在十字架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衪用衪的

獨生兒子來替代我們的罪，並為我們的罪受刑罰。也因著

罪的結果他的靈魂体一起死亡。在十字架上衪呼喊，“我

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捨棄我？”首先衪因著我們的罪

和神分開。接著再為我們的罪忍受刑罰直到衪的靈離開，

肉體死亡時為止。 

因為耶稣己代我受罰，只要相信耶穌基督，神有一個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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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原諒我的罪。耶穌基督是我的代替。哦，基督裏十

字架的智慧。神的公義顯明其中。不以法律，或我的善

行，或我對法律的順服，或道德來規定。或我所設或其他

人所設的標準來斷定。神的公義是安全的，不變的，靠著

耶穌基督代替我的善工，而不是靠著我自己的善行。 

如果我的公義是根據我的善行來斷定，它是可以改變的，

而且非常不穩定。我只能有時接近神。但若是以耶穌基督

的善工來斷定，衪己為我們成就神的公義。所以當保羅

說， 

“這些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談論到他對律法順服

的生命的看法時，“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

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法律而

得的義。(腓立比書 3:8-9) 

他使我們聖潔。我需要力量勝過罪，我需要力量勝過肉

體，但是我發現肉體是這麼的強壯有力，把我困在它的力

量裡面。我嘗試，我努力，我祈禱，我發誓，我應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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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仍舊失敗。“哦，我是個可憐的人，誰能救我呢？” 

哦，感謝神，主耶穌基督為我成聖。現在我看見自己和基

督一同釘十字架，因為我在基督裏，衪的死就變成我的

死，我的舊生命自然也死了。因此我與基督一起受浸，埋

藏舊的生命和老我，我從水中與基督一同起來，在靈裏獲

得重生。基督的新生命現在掌管我的生活起居，讓我能夠

追隨著聖靈而行。基督為我成聖。最後完成了神的救贖。 

一個迷失的，被罪捆绑的奴棣經由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而被

贖回，我現在有一個新的主人，而我也要對衪绝對的忠

心。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哥林多前書

1:31) 

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今晚我唯，一

的榮燿是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裏衪替我作成的善工。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

宣傳神的奧秘。(哥林多前書 2:1) 

保羅並沒有像哥林多的哲學家們，希望用他富有才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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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演講，使他們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我懷疑需要演講

技巧的地方是在講台上。有趣的是我們時常讚美講台上的

偉大演說者；但是我時常懷疑講台總不是偉大演講者的地

方。在保羅的講台上沒有偉大的演講 

当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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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2:2) 

因著如此我們互相連合在一起，耶稣基督和他釘的十字

架，就是我要知道的全部。 

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哥林多前

書 2:3) 

保羅剛經歴過非常沮喪的經驗。當他還在加拉太，要進入

亞洲時，聖靈禁止他。保羅病得太重不能起身。最後他聽

到了呼求，是來自馬其頓的一個人說，“到馬其頓來幫助

我們。”因此他往馬其頓去順服從天上來的異象。當他到

達腓立比講道時，他們抓住他並且將他丟進監牢；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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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半夜裡主搖動了監獄，打開了地牢的門。保羅監牢腓

立比，前往腓立比，當他在那裡講道時，發生了暴動。因

此他趕緊離開腓立比，因為他們正等著抓他。他下到庇哩

亞，那裡又有騷動。所以他離開庇哩亞前往雅典。在那裡

的馬斯山上，他向眾人傳耶穌基督的真理，却被嘲弄。現

在他來到哥林多，還是個軟弱發抖的人，還在懼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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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2:4) 

我的講道不是人的智慧，而是神能力的示範和聖靈的工

作。我相信在話語的服事中，時常有預言的恩賜，知識言

語的恩賜，和在講台上被操練出來的言語的恩賜。因為如

此，我時常聽我自己的錄音帶並且從中獲益，享受它們。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怪異，但是我聽前幾天的電台節目，我

真的享受好的信息。我問，這是我說的嗎？真是好，真是

豐富。為什麼呢？因為講道是神的聖靈和能力的彰顯，當

有膏抹和預言時，智慧的言語和知識的言語就會出現。 

所以保羅對哥林多的服事不是智慧人的話語，而是聖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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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彰顯。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

前書 2:5)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

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哥林

多前書 2:6)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

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哥林多前書 2:7)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

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哥林多前書 2:8) 

所以真的智慧是神的智慧。是神藉由那些生命成熟的基督

徒，所講出的智慧。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

2:9) 

這或許是聖經裡最多被錯誤引用的經節之一，因為人們

說，“是啊，天堂是如此榮燿。”是眼睛未曾看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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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未曾聽過的，是神為你預備的。哦，是如此的榮燿。

但是下一節說，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哥林多前書 2:10) 

這些世界不知道的事，現在他說的是世界的眼睛，世界的

耳朵，世界裡的人心。世上的人們不知道。“只有神藉著

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

也參透了。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

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哥林多前書 2:11)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 神來的靈，叫

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哥林多前書 2:12) 

因此神給我們聖靈，在需要的時候，教導我們，約翰說，

“除了你領受的那位，沒有人應該教你。”“聖靈會教你

各樣的事物。” 

耶穌說，“是天父以我的名差派聖靈來他會教你所有的

事，並且提醒你所有我命令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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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給我們聖靈，當他在我們的內心以神的方式指導我

們，我們能自由的知道神的事，這就是為什麼我鼓勵人在

開始讀聖經的時候先祈禱說。“哦，神，當我讀的時候求

你的聖靈照明我的心，讓我能够瞭解你的真理。” 

你曾讀過聖經後問自己，我讀了什麼嗎？你明瞭你的心在

別處，你不記得才讀完那頁裏的話，你的心思或許在一些

肉體的追求中，而你卻試著讀屬靈的東西。 

然後你若說，“哦主，現在幫助我了解。“你再讀一遍，

所有的事物都活生生的，開始以強而有力的方式進入你的

心。你現在正以從未有過的眼光看待事物。你現在了解以

前不了解的事物。它好像從書本跳出來，開始焚燒你的

心。聖靈榮燿的善工以公義和真理的方式來教導我們。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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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屬靈的事。〔或

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哥林多前書 2:13)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

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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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書 2:14) 

屬血氣的人有個弱點，因為他不能夠知道屬靈的事，不能

夠領會它們，不能夠知道它們。因為他沒有屬靈的悟性。 

耳聾的人不能夠享受交響樂，眼瞎的人不能夠享受日落的

美。為什麼呢？因為他缺乏欣賞這些事物的本能。那麼相

同的邏輯，屬血氣的人不能夠領會或知道屬靈的事，因為

他缺乏知道這些事的本能。他缺乏聖靈，他不可能知道屬

靈的事。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哥林多

前書 2:15) 

或是另外一個翻譯，“他靈裏了解萬事，然而沒有一人了

解他。” 

屬血氣的人不能了解你對神話語的愛，他不能夠了解你對

神子民的愛，他不能夠了解你對神家事物的愛。這對他們

來說是愚蠢的。好玩嗎？屬血氣的人就是困惑不解。他走

開了並且說，“我想他是瘋了。他整天談論神，真是有毛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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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人能了解事物，自己卻不被屬血氣的人了解，世人

不了解他。這當然有時會造成人際關係的困難。當年青人

接受主之後，他們回家和他的父母分享屬靈的事，却完全

不能溝通。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哥林多前書 2:16) 

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當他寫信給腓立比人的時候，他

說， 

“讓耶穌基督的心在你的裡面，雖然他曾是神的樣式，被

認為不是搶奪而得來的，捉住和神一樣的事物，然而他虛

己成了人的樣式，有了人的樣式，作了奴棣，服從至死，

甚至十字架的死。 

”在基督心中是樂意屈身，謙卑自己。“我們有基督的

心，”保羅說。這心自己不會存在，以自身的智慧也不存

在，而是順服神的心和順服神的意志及順服神的權柄。 

我們有基督的心。哦神，幫助我們能的確持有基督的心，

讓耶穌的心，成為我們的心。就是不要統治彼此，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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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來彼此服事。 

接著我們將在第三和第四章了解屬肉體的人。我們看見三

種人，屬血氣的人，屬靈的人，接著第三種，就是屬肉體

的人，是麻煩的一個。願你行在聖靈中，願你被聖靈引

導，願你被聖靈教導，能經歷在基督裡生命的富足，變成

屬靈和公義的富足人，在主的事物和屬靈事物中感到富

足，願神從衪無限的資源，愛和恩典，智慧，憐憫中看顧

你。願你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中，成

長。願神的靈在你生命裏這特別的時間裏動工，使你有衪

兒子的樣式。願神在你的生命裏動工。奉耶穌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