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21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现在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保罗在第一节说到，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 11:1) 

在前一章的圣经中，他说到没有寻求他自己的益处，他自

己的荣耀，寻求的是基督整个肢体的益处。然后他说，

“我的跟从者。”希腊文跟从者是 MIMETES，我们从中得

到我们的字“模仿”。模仿的人，或是模仿我。跟随我设

立的模范。那不是寻求你的益处，而是寻求整个肢体的益

处。不单自己照顾自己，而是要彼此帮助。对彼此的需要

敏感，互相照应。 

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记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哥林多前书 11:2) 

所以保罗称赞他们因为他们确实记得他的事实，他们坚守

他已经建立在他们之中的戒命。 



2 of 21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

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讲道或作说预言下同）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哥林多前书 11:3-4) 

保罗这里所讲的有点是命令。头这字在这里是代表权柄的

观念。所以丈夫的权柄是在妻子之上。基督的权柄是在丈

夫之上。神的权威是在基督之上的。 

这当然造成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争论点像女权运动。 

我不相信圣经曾教过神喜爱男人超过女人。圣经确实告诉

我们神先造男人，然后从男人而形成女人。当神看着男人

时说，“那人独居不好。”神从男人造了女人，为女人能

帮助男人。 

有一些人误解这点。“帮忙者”是一个来自“适合”这个

旧的英文字，一个适合他的帮助，为他创造的。并不表示

女人的附属地位。神看见男人无法单独做到，因此创造了

女人，正如神说的，“是为了男人。” 

女人在体能上比男人弱。我的脑中有这样一幅女人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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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是有些女人参加健美小姐的计划。我自己感觉男人参

加健美先生己经长得很奇怪。而一个女人长得那样也是很

奇怪。我想她们参如健美小姐比赛是为了证明她们也能长

大肌肉，但那是悲哀的。那是浪费时间的。 

他树立了一个遵行的典范。我确实认为这里有值得注意的

地方。 

男人的权威之上是基督甚于女人的权威之上是男人。[基

督对男人的权柄更甚于男人对女人的权柄] (哥林多前书

11:3-4) 

我认为如果男人，或丈夫，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女人必

须跳脱这个圈子。我不相信神想要一个敬虔的女人摆在不

敬虔的男人的权柄之下。她应该只有男人顺服在耶稣基督

的权柄之下时才顺服男人。神从不把婚姻当成是种奴棣的

情形，或暴政的情形，像一些大笨蛋以暴力来返迫他的妻

子。我完全反对那种解释或对圣经的了解。“这样的话，

女人想「他是我的丈夫。我必需服从他。」是的，只是当

他服从于基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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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谈东方的文化。那里的女人蒙脸了，许多面纱是横

过她们的鼻粱遮住直拖到地。某些东方地区域比这更严重

的。面纱覆盖她们的头，只露出眼睛。她们是穿著这些宽

大的衣服，你若仅仅能看到这个人的眼睛又怎能跟她谈恋

爱呢？。我想当你真的结婚是件有趣的事。然而这块面纱

对女人是一种保护。它覆盖她，一种保护的覆盖，没有男

人会接近一个蒙脸女人，或与面纱的女人打情骂俏。一个

男人去触摸或追求一个蒙脸女人，是件会处死刑的事。一

个女人若没有蒙脸出门就是对男人的公开邀请。它好象告

诉大家说：我隋时奉陪，你们尽管来吧！。但对于一个蒙

脸纱的女人，没有男人敢接近她。因此它是一种保护。 

今天的近东文化仍是这样，尤其在回教徒的世界中。在伊

朗的女人是比较自由开放的，她们可是在 KOHMEINI之下受

戒律了，因为他又回复到带面纱的传统。你看见这些正统

的回教徒女人现在盖着黑布，你能看见的部分只是眼睛。

许多次我们去中东旅游，来自自由开放美国自由开放的那

些女孩，不了解东方人的想法，她们穿著无袖的洋装去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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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她们不知道这里的男人除了看见过完全蒙面纱的女人

外是不习惯看见别的女人。许多时候这些男人向她们搭

上，因为这是他们整个文化背景和想法的的一部份。 

所以当保罗在这里所讲蒙头是谈到一个文化的情况。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讲道或作说预言下同）若蒙着

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哥林多前书 11:4) 

这里的想法是男人是荣耀的神所造的荣耀，当他在祷告或

讲道时若蒙着头时对神是件羞辱的事。有趣的是今天在正

统的犹太人中，每当他们进入神圣的祷告。他们全部戴他

们的小帽子，你能戴着任何类型的帽子，但是除非你蒙着

头，他们不会让男人进入西墙（哭墙），或附近的区

域，。对保罗的观点看，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他

曾谈到没蒙着头的人，并且说蒙着头祷告是件羞辱的事

倩。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

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

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哥林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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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11:5-6) 

保罗说到女人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她没有蒙着头对她的

丈夫就是一种羞辱。明显的，哥林多的女人感到她们在基

督里的自由。不再处于恶的捆绑的之下，在基督中我们全

都为一，不论是男人，女人，野蛮人，西古提人，奴隶或

自由人。因此她们开始以不带面纱，如此产生了一些问

题。因此保罗说，这样会使你的丈夫羞辱，因为哥林多是

个异教的中心。希腊女神的神殿是在哥林多城之上。希腊

女神殿里的祭司，有几千个人，他们会每夜下来，进入哥

林多城市之内。她们是娼妓，神殿靠她们的卖淫来支持。

她们没有蒙着面纱能够被辨认出来。当哥林多的女基督徒

开始感受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想蒙她们的面纱，却不被

世人所了解。使她们公开被误认为娼妓，因此就羞辱她们

的丈夫。所以保罗鼓励她们在哥林多保持继续蒙着面纱的

习惯。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是

男人的荣耀。(哥林多前书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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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神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从男人创造女人。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

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

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哥林多前

书 11:8-10) 

我希望他没有说“因为天使”，因为我到这里还明白。但

是就当保罗说“因为借着天使”这句话已被神学家讨论好

多年了。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主的天使也和我们聚集在一

起，天使是被造物有分等级和次序，是遵照神的吩咐排

列，而且她们喜欢遵守神排的等级。 

第二个想法是说邪恶的天使，会受没有面纱的女人所吸

引。我有点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在新约中没有一处提到

天使是如此的。因此我会比较喜欢第一个说法，但是我对

它不感到满意。告诉你真话，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意思。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哥林

多前书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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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主里我们是平等的。而且女人不是没有男

人，男人不是没有女人。我们彼此需要。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

都是出乎神。(哥林多前书 11:12) 

保罗所说的就是我由我母亲所生。母亲是我存的必要条

件。女人为男人而造，然而现在却相反。神建立男人和女

人，而且我们都是神的秩序的一部份。 

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么？

(哥林多前书 11:13) 

是合宜的么？是正确的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有一件

事，保罗说，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

问自己的丈夫。” 

明显地，保罗不是指女人在教会里全然无声。在这里保罗

认为女人有权利祷告。在这里他认为女人有权利在教会里

操练预言的恩赐。他并不反对女人祷告或说预言，只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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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该在哥林多教会里不蒙脸纱来做这些事。 

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

辱么？(哥林多前书 11:14) 

在嬉皮运动时，许多人决定留长他们的头发。这是当时南

方的基督徒们非常反对那些留长头发的年轻嬉皮们。 

我旅游全国，有时会我上一些收音机脱口秀的节目，有一

些奋怒的人们会打电话进来，说那些留长头发的年轻人真

的困扰。他们有我们浸礼的照片，看到许多留长头发的年

轻人受浸，这让他们觉得被长头发困扰。他们打电话进

来，作粗卤的评论，然后引用经文，就是这个经节。主是

有趣的。他呼召我护卫这些年轻人，他们有留长头发的权

利。我知道主是有幽默感。我会对这些发怒的人们指出，

首先保罗说，“不是本性吗？”他并没有说神教这个。而

是人的本性。“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这是个羞辱

吗？”它不是告诉你它是个罪。但是人们试着把长发制造

成一个罪。但是神并没有说它是一个罪。而是说在本性上

它是一个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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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头发是相对的。我的理发师今天早上向我表示，我的头

发长过背后的衣领了，是剪发时候了。但是长短，是一个

相对的名称。如果你看着一些美国的总统，他们比起 40年

代和 50年代的人头发更长，因为当时人普遍留短头发。我

看到一些人的头发确实是个羞辱，因为长到他们的腰部。

我看到他们的长馥。我想，“真羞辱！”但是，当我试着

梳我剩余的头发，我想，“真羞辱！”是本性教你不留长

头发，如果你没有任何头发，也是个羞辱。就是这样。 

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

的。若有人想在要辩驳，(哥林多前书 11:15-16) 

保罗是说，如果有人想在此事上大作渲染，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哥林

多前书 11:16) 

因此它不是教会的普世规定，但有一些教会却视它为定

规。许多年来女人必需襶帽子去教会做礼拜。但是保罗说

我们并不规定所有的教会如此的做。这规定是和哥林多教

会有比较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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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

受益，乃是招损。(哥林多前书 11:17) 

换句话说，我赞赏你持守了我所有的戒命，但也有我不称

赞你的地方，我现在将要对你说。因为当你们聚集的时

候，有时是更坏的事，不是比较好的事。 

第一，我听说在你们聚会的时候，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

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

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

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哥林多前书 11:18-

21) 

在初期的教会中，他们有美好的团契，似乎每个星期都

有。而且在这个美好的团契中他们有他们所称的 AGAPE爱

宴。今日，我们称它为便餐。是遨俗的名字，他们却有美

丽的名字。我们在教会里各个团契都有他们的聚餐，也许

这是个好主意称它为爱筵。 

在这些爱筵中，就像我们的便饭，每个人都会带一盘菜

来，聚在一起吃。但是有些贪心的人会挤到前面，拿好多



12 of 21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菜。以致食物会不够。所以有些人饥饿，而有些人吃得太

饱。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常是那些向前挤的人。而真正需要

的是贫穷的人。实际上，当时的教会有许多奴隶，许多人

不好好的吃过一餐，只等着 AGAPE爱宴。然而这些人们对

穷人的需要不敏感，他们进入爱筵，而且装满他们的盘

子，穷人却饿着肚子。因此保罗说，“这不好。” 

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么？还是藐视 神的教会，叫那

没有的羞愧呢？(哥林多前书 11:22) 

他们实际上变得窘困和羞愧。因这些人们的行为。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野餐时，我们家住了好多年轻

人。有一次，我们在橙县公园野餐。有一家人带了一大盘

的豆子。当他们抵达时，他们朝着牛排走过去，却将豆子

留给我们。 

保罗说，“瞧，你们许多人有自己的家了。你能在自己的

家中吃喝。你不该使这些缺乏的感到羞愧” 

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么？我不称赞。

(哥林多前书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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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际上是为这责备他们。 

谈到主的圣餐，这爱筵，他们总是以圣餐作为爱筵的结

束，或是一起擘饼喝杯。因此保罗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

那一夜，拿起饼来，(哥林多前书 11:23)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这句应该是每

一个服事耶稣基督的人常常说的。我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

受的。那应该总是我们带来神的信息的起源。神对我们的

心说话，现在我们传授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像我们今天早上提到，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第一个善工是

主观上的。其次是客观上的。神在我里面动工，他可能藉

由我动工。我必需有这个负担将我从主领受的，传给人。

那是神工作的次序。也是每个主内同工，当他们站在神子

民的面前向他们说神的事，经常应该想到的事。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擘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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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哥林多前书 11:23-24) 

有些人解释这饼是藉由神迹将饼转变为基督的身体。可是

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仍然是在他的身肉中。将饼称为代

表基督的身体。是一种灵意的说法。 对我而言，饼代表基

督的身体。它并没有因一些神迹而变为耶稣真实的身体。

谈到杯子也是相同的道理。它对我是很庄严的，提醒我，

耶稣的身体为我破碎，耶稣的宝血为我的罪而流。我如此

行是为了纪念衪。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

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哥

林多前书 11:25-26) 

注意到衪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多久一次。在初期的教会中，

有些人一个星期守圣餐（爱筵）一次。今天有些教会一星

期守圣餐一次。多久一次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每次守圣餐

你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衪再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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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主的血了。(哥林多前书 11:27) 

他是在谈论在这些爱筵中醉酒的事。在爱筵中他们狼吞虎

咽，喝醉酒后再去守圣餐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 

当一个人喝醉时，他会放纵自己而不清楚周遭的事 。在这

种情况下是不配守圣餐的。这是保罗警告的地方。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你必须配得领受圣

餐，如果你不配领受，你喝就是诅咒自己的灵魂。不只一

次，我让杯子过去不喝。我真的害怕，因为我认为我不配

得。问题是他们通常在星期日早晨守圣餐，而我得常常到

星期日晚上才又得救一次。好象那些牧师每个星期日夜晚

上救我一次。我总是认为我不配得。却当我真的不去想他

的时候，有时我又会想，“我不值得领受耶稣的身体和

血。”因此许多次我会不守圣餐。但是我的配不配不是因

为我的良善，我的善行或我的努力，而是神的恩典和我对

耶稣基督的信。因而，我今天得以领受圣餐，是因为我相

信衪和衪的恩典。你问我配不配得，我是不配，但是借着

神的恩典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得以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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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这里指的是他们吃和喝的态度，是可耻的。保罗为此

责备他们。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

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

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

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死原

文作睡〕(哥林多前书 11:27-30) 

另外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我曾听过这样的讲法。那就是没

有分辨主的身体却领受主的身体。因为领受的人没有分辨

主的身体，许多变软弱和患病，有些甚至死了。擘开的饼

实际上象征什么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的。”这意谓着什么？基督的身体是何时舍的呢？ 

为了准备安息日犹太人来见彼拉多，他们要求打断囚犯的

腿，那幺他们的身体在安息日就不会被悬挂起来，彼拉多

也同意他们这样作。他们打断了耶稣两旁的两个小偷的

腿，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看见耶稣已经死了，他们就

没有打断他的腿，这就成就了圣经说的，“连他的一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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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都不会断。”在当时的律法，奉献给神的祭物身上不能

有任何断掉的骨头。耶稣作为神的羔羊为世界的罪做祭

物，所以衪不能有断掉的骨头。因此有一个士兵拿他的矛

刺入耶稣的一边，进入他的心时，确定他死了。当他拔出

矛的时候，流出血和水来。 

如果他们没有打断衪的腿，因此应验圣经所预言衪的一根

骨头都不会断，那么他所谓“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是什么

意思”？有一件事关系到十字架，在圣经的新约里只有在

福音书中指出，“彼拉多将他鞭打了。” 

鞭打是罗马政府审问犯人的一个方法，而且那些要被钉十

字架的人通常在他们钉十字架之前要被鞭打。他们被绑在

木头上，向前躺。把他们的背部暴露出来，而且被拉直。

然后罗马军人会将鞭子埋入少量的玻璃和石，他会以鞭子

抽打囚犯的背部。审问的方式是囚犯会大声的叫出，他所

犯的罪。而且每叫一次他们就在他的背部抽一鞭，若他大

声认罪，他们会打轻一点。但是如果他不认罪，他们会打

得越来越重直到背部完全皮肉翻开。直到看起来像汉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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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借着这个审问这个方法，罗马政府能够解决许多案。

这是他们辨案的习惯。 

你记得当使徒保罗在圣殿被犹太人所捉，他们试着杀他，

当时守卫的千夫长吕西亚与一群罗马军人解救了保罗。当

他们回到营楼台阶的时候，保罗说，“我能跟这些家伙说

话么？”他说，“你会讲希腊文吗？”保罗说，“当然可

以。”他说，“你不是埃及人吗？”他说，“不。”并告

诉人他的背景，开始以希伯来话向百姓讲话，千夫长不明

白他说什么。当保罗向人们说话，突然间人们变得愤怒起

来。他们把尘土拋向空中。他们开始喧嚷。生气的撕裂他

们的衣裳。在那时，千夫长吕西亚对士兵说，“赶快将他

带进去。”他们想知道为何缘故，喧嚷，就说“鞭打他看

看他说了些什么。” 

他想要以鞭打来考问保罗。所以当有人开始绑保罗准备鞭

他的时候，保罗说，“鞭打一个没有认罪的罗马人是合法

的吗？”那人说，“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

因此他跑去告诉千夫长他是个罗马人。因此他来问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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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是罗马公民吗？”保罗说，“我就是。”他说，

“我用许多银子才买了一个罗马的公民籍。你付了多少

钱？”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因此千夫长害怕，就替

保罗松绑不鞭打他，因为罗马法律禁止鞭打罗马公民，除

非有人先控告他。鞭打是第三步骤，这是罗马审问的方

法。 

现在耶稣，照若以赛亚书说的，「羊在剪羊的人手下无

声」。因此他不开口说话。 

彼拉多鞭打衪。在衪身上抽了三十九下鞭子。这不是意

外。而是在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当以赛亚预言说耶稣的死

的时候。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

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

治。”那么借着基督被打破的身体我们得医治。衪为我们

受苦，所以吃基督的身体不分辨主的身体就不能领受藉由

基督的受苦所得的医治了。为了这个原因，许多人生病

了，许多人软弱了，甚至有些死了。你若用了耶稣基督的

善工，你就能被医治 。但是当他们擘饼的时候，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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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认识主的身体。 

我认为在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有些人反对这点，但是我真

的觉得诚实去信靠圣经的话，会让你接受这种观点的可

信。我相信只要人们合宜的用耶稣的善工，许多人能被医

治。只要这样，他们就必得医治。 

当我们吃饼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看一看

你自己。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哥林多前书

11:31) 

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是件严肃的事。在我们领受之

前，我们应该真的省察我们的心，总是以非虔诚的和尊贵

的心态对待此事。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哥林多前书 11:32) 

所以保罗谈论到有些人患病和软弱是当他们用随便的态度

吃饱喝醉。 

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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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哥林多前书

11:32-33) 

不要抢到桌子那头去装满你的盘子，忽视其它在那里的

人。要彼此等候。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哥林多前书 1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