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林多前书
3. 纷争结党的事 (二
二)
(林前
林前 3:1-4:21)

一、 分争结党的结果(林前
分争结党的结果 林前 3:1-4:5)
分争结党是神所恨恶的。(箴 6:17-19) 信徒属灵的生命不成长，就会在属灵的争战中被撒但掳
去。分争结党是属肉体的表现。我们一同来思想分争结党的恶果。
(一
一) 生命不成长 (林前
林前 3:1-4)
结党是灵性不成熟的表现，保罗不能把哥林多的信徒当作是属灵的人来看待。他们的表现只能吃
奶，不能吃干粮。哥林多的信徒在灵性上仍然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林前 3:1) 怎么知道我们是婴
孩呢? 婴孩有几个特色：
1. 时间未到成熟阶段
婴孩只能吃奶，因为消化系统还没有长成。信徒一旦信主之后要爱慕灵奶，才能渐渐长大。(彼
2:2) 若是不喜爱神的话语，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服事，属灵的生命就
不能长大。
2. 生命幼嫩停滞不前
不能吃干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
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
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了。」(来 5:12-14) 凡是婴孩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然不熟悉仁义的道理，生命停留在婴儿期。
3. 不能明辨是非善恶
婴孩没有分辨的能力，因为不知道甚么是对他有害的。保罗称「没有分辨能力的信徒」为「属肉
体的基督徒」。肉体是甚么呢? 肉体乃是没信主以前的天然生命，这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与
圣灵为敌的。(加 5:17) 肉体的表现就是喜欢放纵肉体的情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
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 5:25) 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
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 10:37-39)
4. 喜爱肉体的邪情私欲
有些人虽能分辨哪些是属情欲的事，但是却不肯对付自己天然生命的软弱、罪恶和败坏。保罗警
告加拉太的信徒，放纵肉体的情欲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甚么是情欲的事呢?「情欲的
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
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加 5:19-21) 这是何等严厉的警告，我们不可不自我省察。
这里特别讲到在哥林多的教会中有嫉妒纷争，与世人没有分别，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很严重的问
题。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 (林前 3:4)
(二
二) 神的工人与教会有何关系?
林前 3:5-9)
神的工人与教会有何关系 (林前
1. 亚波罗算甚么?
亚波罗算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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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万不可高举人，亚波罗是一位犹太人，他很有学问，最能讲解旧约经文，在主的道上也受
了教训，心里火热，详细讲论神国的事，教训人悔改的信息，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
里放胆讲神的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将他接来，给他详细讲解耶稣的道。后来他更有能力，
驳倒犹太人，引用旧约证明耶稣是基督。(徒 18:24-28) 若神不安排百基拉将耶稣的事迹给亚波罗讲
解清楚，亚波罗只能传片面的真理。因此像亚波罗如此热心，有学问，能讲神的话都算不得甚么，
我们就更算不得甚么。我们只不过是作仆人的，不可自高。
2. 保罗算甚么?
保罗算甚么
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保罗劳苦地将福音传给哥林多人，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
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林前 4:15) 他提到司提反一家，
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林前 15:15) 但是保罗深知，人能够信耶稣是因为祂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故能
吸引万人来归祂。(约 12:32) 人能够信耶稣，因为祂为人死而复活，证明神的大能。(林前 15:20) 人
能够信耶稣是因圣灵的感动。(林前 12:3) 人能信耶稣是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
己。(约 16:8) 人能够信耶稣是因为天父吸引人。(约 6:44) 保罗知道他所传的福音是从主耶稣来的。
(加 1:11) 他蒙召作使徒是因为神的怜悯，他自认为是罪人中的罪魁。(提前 1:15) 保罗知道神用他是
恩典，他算不得甚么，因为耶稣基督要在他这罪魁身上，显明祂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祂得永生的人
作榜样。(提前 1:16) 因此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得救的信心是神赐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
可以夸口的。(弗 2:8)
3. 无非是执事
执事乃是按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托付，恩赐，在教会中作不同的事工，这些工人都是基督耶稣
的仆人。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自己能让教会生长。(林前 3:6) 保罗传了福音，让哥
林多的信徒信主，亚波罗在他们信主之后来造就他们。但是只有神能让他们生长。保罗告诉信徒：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林前 3:9) 这些仆人的任务是引导
哥林多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成长。(林前 3:5)
(三
三) 使徒的责任是甚么?
使徒的责任是甚么 (林前
林前 3:10-17)
使徒保罗的责任是劝勉信徒儆醒，保罗用建造房屋的比喻让信徒明白，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
帐。那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使徒们立下了根基，但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神所托给人的
工程。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建造的工程都要验收，有火来试验各人的工程如何。有人用金、
银、宝石、建造。这人的工程若经得起火的考验，那人就要得赏赐。有人用草、木、禾秸在同样的
根基上建造，如果工程被烧了，那人就要受亏损，自己虽然得救，但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
3:10-15) 所以我们要谨慎，那日子一定会临到。
很多人以为不信的人要受审判，信主的人不必受审判。这不是圣经全面的的教导。信的和不信的
人都要受审判，不信的人是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启 20:11-12) 信的人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信
主的人先受审判，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
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彼
前 4:17-18) 信徒的审判是在基督台前，有人将要被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有人将要被称为「又
恶又懒的仆人」。
1. 不可轻忽神的托付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林后
5:10) 有人不仅要为自己交帐，也要为神所托给他们的人交帐。(来 13:17) 彼得告诉教会的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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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牧养群羊，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 5:1-4)
2. 不可轻看人
「你这个人，为甚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何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
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
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 14:10-12)
3. 不可轻慢神
神看信徒极为宝贵，因为神的灵住在信徒心中。(林前 3:16)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
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信徒。(林前 3:17) 因为这缘故，信徒必须逃避淫行。「人所犯
的，无论甚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
殿么?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
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18-20)
4. 不可自欺
人不可自欺，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
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7-8) 。人若自以为有智能，就不会倚靠神，结果自以为聪明，自食恶
果，倒不如变作愚拙。(林前 3:18) 因这世界的智能，在神看是愚拙，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
过去。(林前 3:19) 我们应当知道，不管我们同意或不同意，在神看来，有属世之智能的人，他们的
意念是虚妄的。(林前 3:20) 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神在基督里赐给信徒
的。这里所指的是很多信徒并没有将他们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
的。(林前 3:23)
(四
四) 所求于管家的，
林前 4:1-5)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是要他有忠心。(林前
神对管家们的要求只是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 4:1) 圣经中所记载耶稣的事
奉让我们非常感动。 马可福音书特别就如何作忠心的管家给我们许多属灵的提示。一个忠心的管家
必须具备两样不可缺少的条件; 那就是谦卑和殷勤。谦卑是指事奉中的心态，殷勤是指事奉中的行
动表现。
1. 谦卑
保罗曾被许多人论断，他以为是极小的事，因为连他自己也不论断他自己。(林前 4:2) 因为保罗
知道将来要判断他的乃是主。(林前 4:3-4) 保罗是一位谦卑服事主、等候主再来的人。(林前 4:5) 保
罗的事奉是效法基督。(林前 11:1) 耶稣基督身为创造万物的主宰，本当接受天使和世人的敬拜。祂
竟然降世为人，放下祂的荣耀尊贵，存心卑微，取了奴仆的形像。在以赛亚书中论到弥赛亚时，讲
到神的义仆，没有佳形美容，我们看见祂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祂。祂的面貌甚至比一般的
世人憔悴，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在世
的日子，传道赶鬼，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们无法想象这事实，如果我们各人有机会可以选择自
己的外貌、聪明、才干、能力、权柄、家世、财富、居所等等我们哪会如此选择呢?
人在患难中，在逆境里，在屋檐下低头是比较容易的; 然而，在尊贵中，在荣耀里，尤其是坐在
高天宝座上时还能存心谦卑，就极难能可贵。耶稣的事奉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来事奉，祂本是三位
一体的神子，却甘愿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顺服父神。看见神子耶稣基督谦卑的事奉，与我们骄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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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任意而行的事奉，就产生强烈的对比。愿我们常存悔改的心，常常检讨，我们的事奉是否合神心
意。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耶稣在神在人的面前都是极其谦卑的。祂竟然站在最低的仆人的地位上来事
奉众人。祂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可 10:45) 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例子，就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来服事众人的明证。(约 13:4-5) 耶稣是
我们的主，尚且如此谦卑，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信徒们也当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真正看见耶
稣的尊贵的人，也必会像施洗约翰一样宣告：「就是弯腰给耶稣解鞋带，我们也是不配的」。我们
若能如此宣告，心被恩感，以谦卑的心，甘心乐意地来服事众人，就必看见教会和神的国度会大大
地兴旺起来。
2. 殷勤
至于我们应当如何操练殷勤事奉呢? 耶稣也亲自为我们设立了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随着祂的
脚踪而行。耶稣凡事都祷告，求问父神的心意，因此祷告是一切事奉的根基。无论再忙，祷告是不
可缺少的。当众人都需要耶稣来事奉他们的时候，耶稣却在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就退到旷野去祷
告。我们的事奉必须合神的心意。求主感动我们起来祷告，借着祷告使我们的事奉不是枉然劳力，
而能得到突破与更新。
殷勤事奉的人必须在工作，时间，金钱上分别为圣。在工作上，耶稣的事奉是极其辛劳的，甚至
祂连饭也顾不得吃。(可 3:20) 我们也该殷勤作世上的工作，也该关怀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当问自
己是否曾经将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自己需要之上? 不舍己，不爱人，不可能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权
益。爱是劳苦事奉的动力，我们若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才能有蒙神悦纳的事奉。此外，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灵修、祈祷、读经，并将参加各种属灵的聚会视为我们一周生活的重点。如
此必能渐渐明白神的旨意，并喜乐地活出圣经的真道。在处理金钱的事上，我们要竭力的赚，尽可
能的节约，并且乐意的奉献，将神的钱用在神的事工之上。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对神的托付有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
最后，所谓「作良善忠心的仆人」就是要常常侍立，并等候在神的面前，任凭神随时的差遣。马
可福音所着重的一个字 ευθετος。这字在中文圣经中常被翻译成「立刻」、「随即」。在全本新约圣
经中这一个字总共出现了 80 次，然而，单单在马可福音中就使用了 40 次，因为马可福音所强调的
重点是指出殷勤事奉的原则。一个殷勤事奉的仆人作事总不拖延，乃是一听见主人的吩咐，立刻就
去行。(可 1:10) 但愿我们的事奉，也是立刻采取行动的事奉。求主让弟兄姊妹都因着谦卑和殷勤，
学习如何成为神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就是存心谦卑并且殷勤事奉的仆人。

二、 解决分争的方法:
解决分争的方法 效法保罗的事奉(4:6-21)
效法保罗的事奉
(一
一) 骄傲是结党的根源，
林前 4:6-13)
骄傲是结党的根源，我们必须要对付肉体。
我们必须要对付肉体。 (林前
1. 不可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
保罗并不要与亚波罗互相比较，但是为了信徒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他们效法
主的仆人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他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林前 4:6) 若保罗自我
谦卑叫信徒不要将他看高了，然而，亚波罗在各样的知识、能力和经历上都不及保罗，因为保罗是
被圣灵的大能击倒，而被耶稣亲自拣选蒙召的，所以信徒更不该高看亚波罗。
2. 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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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使徒都是蒙召作仆人的，一切的能力、权柄都是从主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
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 4:7)
3. 信徒不可作王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
你们一同作王。(林前 4:8)
4. 神将使徒都列在末后
保罗让信徒看出他们的错误来，保罗告诉他们，神把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象定死罪的囚犯，因
为使徒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使徒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信徒在基督里倒以为自
己是聪明的，使徒软弱，信徒倒强壮，富足的信徒自以为有荣耀，劳苦贫穷的使徒倒被信徒藐视。
(林前 4:9-10)
5.保罗的见证
保罗的见证
保罗有何等强而有力的见证，但是他告诉信徒，他必须谦卑。「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
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
人逼迫，我们就忍受。」(林前 4:11-12)
(二
二) 以为父的心来劝戒 (林前
林前 4:13-21)
保罗称他们为亲爱的儿女。(林前 4:1-14) 保罗并不是要他们蒙羞，乃是用非常温柔的态度和他们
说话。然而，保罗也有严厉的一面。(林前 3:1-4:5) 保罗乃是用神的真道警戒他们。
1.保罗的榜样
保罗的榜样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 4:13)
2. 为父亲的心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象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
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林前 4:1416)
3. 提摩太的榜样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记
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林前 4:17)
4. 保罗温柔的心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
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你
们愿意怎么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林前 4:18-21) 因
此，在神的家中，神并不看重那些自高自大之人口中所说出的言语，他们若没有生活中明显的见
证，圣灵的大能就不与他们同在，也就看不见属灵的权柄和能力，一切的事奉也就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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