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書
2. 紛爭結黨的事(1:10-2:16)
紛爭結黨的事
一、 紛爭結黨的事實 (1:10-17)
哥林多教會因受希臘文化，人以自我為中心的深遠影響，所以眾人對語言、文學、哲學與邏輯
等各有偏好，造成在教會中看法與作法上，互相輕蔑排斥，形成嫉妒紛爭，彼此不合。
(一
一) 對信徒合一的呼籲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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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聽說他們之間有分爭 (1:11)
因為革來氏家裏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分爭。
(三
三) 分爭的主要理由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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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分爭是何等荒謬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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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分爭與保羅無關 (1:14-17)
1. 保羅工作的性質 (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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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給司提反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不清。
2. 保羅工作的重點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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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爭結黨的原因 (1:18-2:16)
保羅指出神的智慧遠遠超過人的智慧。若不了解十字架的道理，人不可能知道甚麼是神的智
慧。屬靈的人才能明白神的奧秘。
(一
一) 神的福音不是
神的福音不是屬
福音不是屬世界的智慧 (1:18-2:5)
1. 十字架與人的智慧的分別 (1:18-25)
(1) 世人對十字架的反應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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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屬世的智慧無法救人(1:19-21)
屬世的智慧無法救人
十字架把人的智慧撇開 (1:19-20)
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那裏，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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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3) 十字架為救人之法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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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釘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和大能 (1:22-25)
˙屬世界的智慧 (1: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屬神的智慧 (1:23-25)
- 基督徒傳道的課題 (1:23a)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 對基督教信息的反應 (1:23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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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的超越性 (1:25)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2. 信徒與神的智慧 (1:26-31)
(1) 接受神呼召的人(1:26-29)
接受神呼召的人
˙哪種人蒙召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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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神所揀選的 (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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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切有血氣
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2) 基督與蒙召者的關係 (1:30-31)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
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3. 保羅傳以十字架為中心的福音 (2:1-5)
(1) 保羅傳福音的重點就是十字架 (2:1-2)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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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羅在他們當中作工的謙和態度 (2:3-4)
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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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羅作工的目的是讓人因著神的大能而信主 (2: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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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音是屬天的智慧(2:6-12)
福音是屬天的智慧
1. 接受這智慧的人是完全人 (2:6a)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然而在完全人中，我們也講智慧。(2:6a) 完全人不是不犯
罪的人。
2. 智慧的本質 (2:6b-12)
(1) 反面的--反面的 不是屬
不是屬這世界的智慧 (2:6b)
但不是屬世俗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2) 正面的--正面的 是神奧秘的智慧 (2:7-12)
˙先前隱藏的，卻在神的計劃中。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揀選一些人，使
他們經歷苦難之後。將來得榮耀。
˙屬世界的知識所不知道的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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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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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聖靈顯明出來的 (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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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裏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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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對智慧的領會 (2:13-16)
1. 傳遞的方式 (2: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
的話，解釋屬靈的事。保羅講說這些事，不是用屬地的智慧來解釋屬天的事，乃是用聖靈
的大能在人心中運行，啟示屬天的奧秘。耶穌曾說：「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
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約 3:12) 耶穌說：「人若不重生，不能見神的國。」
(約 3:3) 所以，當我們真正從聖靈而生以後，我們才可能領受屬靈的信息，生發屬靈的追
求，得到屬天的智慧。
2. 領受智慧的人 (2:14-16)
(1) 屬血氣者的無能 (2: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2:14a) 人都是自以為聰明，凡事都
靠自己頭腦的分析，揀選屬世的利益，不愛慕神的話語，也不遵行神的旨意，故落在屬
靈的黑暗裏。人不只站錯了地位。並且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因為這些屬天的事惟有屬靈
的人才能看透。(2:14b)
(2) 屬靈人的領會 (2:15-16)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祂呢? 但是我們
是有基督的心了。(2: 15-16) 當人生以基督為目標時，就會以基督的心思為自己生活、言
行的準則，自然就過著屬靈的生活，能夠在聖靈的引導下，參透屬天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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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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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經上所記，
「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
那裏，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是樂意用人
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
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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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
強壯。(林前 1:18-25)
十字架本是死刑犯所接受最痛苦的刑具。在槍斃、斷頭台、煤氣間、餓牢、電椅、毒藥諸般的
死刑都比不上被釘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今天沒有人頸項上掛著電椅，掛著斷頭台、或是一把
槍。但是許多人戴著十字架。那些十字架是非常美麗的十字架，金、銀、貴重的寶石。為甚麼人
們喜歡十字架呢? 原來十字架雖然是人所輕看、所棄絕的，但是卻是神智慧和能力的彰顯。這是
何等奇妙﹗
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認識神，故意不認識神。不然就不會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林前
2:8) 神願意與人恢復關係，但是人必須自己願意。人屬靈的眼睛是瞎的。許多人今天不知道這位
被釘十架的耶穌就是榮耀的大君王。
人的智慧不但有限，甚至有害，人的智慧可以引入空虛、敗壞、死亡，敗亡人的智慧可以一時
可以使人得到財富、享樂，似乎是非常吸引人，但至終卻不讓人蒙福。美國物質豐富，但是很多
人不是營養不良，而是營養過盛，血脂肪太高、血壓高、糖尿病。這些雖有遺傳的因素，但是與
我們不節制飲食也有關係。環保是問題，河川都污染了，你可以不吃魚，核廢料掩埋不當使有些
區域成為癌症發生率高的地方，你可以搬家。但是人類破壞臭氧層，紫外線使人受到傷害，至於
全球升溫的問題，遲早冰山要溶化，那時人要遭到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的惡果，人當服膺神的智
慧。十字架是神的智慧，遠超人的智慧。
人的能力，日子有限，也不能護祐家人。十字架上，耶穌為人死，為人除罪，從此，信祂的人
有真實的盼望和意義。

一、 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為人死
十字架的重要性乃是在於耶穌基督的救贖大功。神早在創世以前就已經知道基督要來救贖墮落
的人類，基督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來拯救我們。祂就是神的羔羊。彼得說：「基督在創世以前，是
豫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彼前 1:20) 在創世記第三章中神就將基督為女
人的後裔要與撒但爭戰，基督的腳跟要受傷，但是撒但的頭要受致命的傷。(創 3:15) 基督果然是
童女所生，最後死在十字架上，手腳都受了傷。(路 24:39) 撒但的頭受了損傷。(啟 13:3) 耶穌就
是救主，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說了七句話，對聽見的人有深遠的影響。
1 求父寬恕：「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 神聽耶穌的禱告。
2 應許救恩：「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 23:43) 信主是因神的恩典，不是行為。
3 信徒相顧：「母親，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約 19:26-27) 人與人的關係被建立起來。
4 豫言應驗：「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太 27:46) 神永遠不會離棄信主的人。感謝主!
5 親嚐死味：「我渴了。」(約 19:28) 基督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嚐了死味。(來 2:9) 信主的人永遠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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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功告成：「成了!」(約 19:30) 救贖大功已完成，基督受苦已完全，聖經豫言已完全。(來 5:8)
7 榮歸天家：「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路 23:46) 在父神的手中是最安穩的。

二、 十字架乃是為我們除去死敵
神的能力彰顯在人看為愚拙的事上，因為神預知人的墮落，神早創世以前就為人預備了救恩，
是要靠著代罪羔羊來完成的。耶穌基督是唯一能勝過死亡權勢的，也只有祂能救我們脫離死亡和
律法的定罪，讓我們仗著十字架誇勝。(西 2:15) 猶太人是要神蹟，耶穌從死裏復活是最大的神
蹟。(太 12:39) 十字架上死後三日復活的基督所顯出的是最大的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神使
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這智慧包括了公義、聖潔、和救贖。(林前 1:30) 這智慧包括了公義、聖
潔、和救贖都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
1. 勝過撒但 (來 2:14) 撒但統治人，威迫利誘，巧取豪奪，謊言、控告、殺害、偷竊、毀滅。
2. 勝過世界 (加 6:14) 世界的王將人的眼弄瞎了，使人不能看見神榮耀的光顯在基督的面上。
3. 勝過律法 (西 2:14) 律法使人知罪，知道卻行不出來。但律法有礙我們的規條都被撤去。
4. 勝過老我 (加 2:20) 我們行善無能，拒惡無力。驕傲自私，自我為中心，悖逆頂嘴。
5. 勝過肉體 (加 5:24) 我們無法勝過外面的引誘，只能靠著十字架，釘死肉體的邪情私慾。
6. 勝過死亡 (林前 15:26) 死是人最後的敵人，也是最大的敵人。在十字架上，死亡被主征服。
這一切都是藉著十字架來完成的。在十字架上，耶穌的死廢去了冤仇，就是律法上的規條，神
使猶太人和外邦人和好，都歸在一個身體上。藉著十字架，信徒不但與神和好了，信徒彼此也和
好了。(弗 2:14-16)

三、 十字架乃是讓我們與神和好
十字架上神讓我們與神的關係都和好了。因著得到基督復活的生命，我們也能恢復與人的正常
關係。
正如中國的五倫，十字架上，神也讓五種關係和好，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妻。
1 主僕的關係：主僕不能易位，人不能站錯地位。我們應當敬畏神、事奉神、順服神、敬拜神。
2 父子的關係：我們不能認賊作父。我們只有一位天上的父親，天父偉大的愛永不改變。(羅 5:8)
3 朋友的關係：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更大的了。(約 15:13)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4 肢體的關係：復活的主稱我們為弟兄。(約 20:17) 信徒彼此成為一家人，是主裏的兄弟姊妹。
5 夫妻的關係：基督與我們乃是夫妻的關係。基督來找到妻子。(啟 19:7) 基督為我們還清罪債。
神愛人，不忍心看見人與世界一同滅亡。耶穌是人類唯一的救主，祂在十字架上所作的讓我們
能勝過撒但、世界、律法、老我、肉體、死亡。藉著十字架，基督讓萬有都和神和好了。(西
1:20) 十字架真是奇妙、寶貴。思想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怎能不受感
動，怎能不以愛來回應神的愛。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先愛我們。讓我們存感恩的心來愛神，正
如 Issac Watts 在奇妙十架中所寫：
每逢思念奇妙十架，榮耀救主在上懸掛，從前名利、富足。矜誇，我看如土，完全撇下 。
求主禁我別有所誇，只誇救主捨身十架，基督為我獻身流血，我願捨盡虛空榮華。
試看祂頭，祂足、祂手，慈愛憂傷和血並流，從前可曾愛憂交織? 荊棘可曾化作冕旒?
宇宙萬物若歸我有，盡獻所有何足報恩，神聖大愛奇妙難測，願獻我命、我心、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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