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第二課第二課……

紛爭與福音紛爭與福音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前後換片、暫停

請按 開始播放
1

紛爭與福音紛爭與福音

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問安還有感恩的引言之後，保羅進入這封信的主題，

一10‐17他要處理的是教會紛爭結黨的問題。

10「他藉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他們 勸弟兄姊妹說 樣的話10「他藉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他們，勸弟兄姊妹說一樣的話」，

教會要變成一言堂嗎？不能有不同的意見表達嗎？只能照著一個聲音來做事嗎？

基本上我們曉得說，不是這樣的理解。基本 我們曉得 不是這樣的 解

那麼如果說一樣的話，是同誰的心呢？當然是同主耶穌的心，就像

腓二5「我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如果我們都以主的心、也就是

主的意念、主的思想，那麼主所教訓的，主所吩咐的這一切

我們照著祂的心意而行的話，這就是所謂一樣的話。

不是誰說了算而是主說了算 不是教會裡面誰的資歷很高 資歷久不是誰說了算而是主說了算，不是教會裡面誰的資歷很高、資歷久、

資深或者說學歷好、出生背景好、家庭豐富，不是這樣，

而是以主的心為心，我們所尊崇的只是一個心思、一個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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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主的心為心 我們所尊崇的只是 個心思 個意念

那就是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這就是所謂說的一樣的話。

10「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當然如果分黨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同心合意，也不可能彼此和睦相處，當然如果分黨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同心合意，也不可能彼此和睦相處，

不管是分黨分派、分幾個黨分幾個派，在教會裡面這是一個大問題。

「彼此相合」，有恢復、重建的意思，

太四21是「補網」的意思，在這個地方也有成全的意思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我們就彼此來成全

來自四面八方各個不同的出生背景 思想模式 成長的過程，來自四面八方各個不同的出生背景、思想模式、成長的過程，

但是在主的恩典當中，祂把我們從世上呼召出來，

成為在屬靈的家庭裡，是屬靈的弟兄姊妹，

同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同被祂所救贖。

所以這樣的彼此相合，當然就是我們要學習彼此成全，

林前十二、十四特別講到說肢體相顧這個恩賜，

互相的幫補的這個事情上更是清楚。

10保羅先把主的心意 主的準則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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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羅先把主的心意、主的準則帶出來；

11 就看到有狀況發生。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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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把來源提出來，是不是不太好呢？對告訴保羅的人會有所影響呢？保羅把來源提出來，是不是不太好呢？對告訴保羅的人會有所影響呢？

基本上來講，因為這個紛爭結黨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眾所皆知的狀況了，

所以保羅就很公開的把這個消息來源講出來：在信徒當中有紛爭。

到底是什麼樣的紛爭呢？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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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你們有你們的所屬 我有我的所屬 怎麼樣呢？意思就是你們有你們的所屬、我有我的所屬，怎麼樣呢？

是不是要各別苗頭呢？是不是要來彼此相爭呢？

這個地方講「我屬基督」，其實也不是真正有敬虔、屬靈的意思。這個地方講 我屬基督」 其實也不是真正有敬虔 屬靈的意思

13a「基督是分開的嗎？」當人說：你看這個地方已經有四個有所屬的了。

基督的身體就破壞了。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那，基督是分開的嗎？

這樣的各有所屬其實就是分裂、不合神的心意。

保羅用 個問話的口氣：你們各有所屬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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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用一個問話的口氣：你們各有所屬是嗎？

那麼我問你：基督是分開的嗎？



當其中有一派說他是屬保羅的，那保羅會高興嗎？保羅一點都沒有喜悅，

13b「我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13b 我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

很清楚看到保羅的真理：

他對教會的真理、救恩、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使徒，

他不跨越這樣的界線。當有人說他們是屬保羅的，保羅沒有喜悅，

保羅反而為他們擔心，他們分裂了教會，分裂了基督的身體。

他就接下去做了說明 舉個例他就接下去做了說明、舉個例，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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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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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地方我們看到他的謙卑，看到他做僕人的榜樣、尊主為大非常清楚的認知。

有時候我們會說，我是哪一位牧師給我證的婚、哪一位牧師給我施的洗，

感覺上很光榮。但是就要問：受洗以後，你現在的基督徒的生活見證如何？

結婚的第二天以後到如今 你的婚姻以及你的家庭見證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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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的第二天以後到如今，你的婚姻以及你的家庭見證如何呢？

所以我們不是把人用人的名高舉他，然後來加強自己的身份地位。

保羅不是這樣，17「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

非常清楚地講出了他服事的重點，講出了他事奉的中心，非常清楚地講出了他服事的重點，講出了他事奉的中心，

所以保羅非常清楚知道他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路四38耶穌醫好了彼得的岳母，

那個地方的人就想要把耶穌留下來，希望耶穌可以行神蹟。

但是在路四43耶穌沒有答應他們的請求，

耶穌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 因為我奉差原是為此耶穌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為我奉差原是為此。」

耶穌雖然很樂意的解除或者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

但是更重要的耶穌來是傳生命之道的。來 傳 命

回應到林前一17保羅也說基督差遣他不是為著施洗，乃是為著傳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知道主呼召我們來服事祂，

我們要做的、要事奉的核心是什麼嗎？

如果我們是傳道人，就應該是終身以祈禱傳道為事，

應該看重神所呼召我們要來服事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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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看重神所呼召我們要來服事他的重點，

而不是有許多世上的雜務，來拖累了我們在服事上的忠心。

專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蒙召的時候所領受的上帝的呼召，呼召清楚嗎？應該有非常有把握。也就是蒙召的時候所領受的上帝的呼召，呼召清楚嗎？應該有非常有把握。

如果我們是做傳道者的話，我們要非常清楚我們有這個把握，

你已經奉獻了，你已經是在神學院裝備，或者是說你已經完成了裝備

做神的僕人，我們是不是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們的重點在哪裡呢？

我們一生所要服事祂的核心在哪裡呢？如果我們把重心轉移了，

不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事實上還是辜負主的恩典。不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事實上還是辜負主的恩典。

所以這邊講的是我們到底走著這條服事的道路，重心在哪裡呢？

保羅說他不是為著施洗，是為著傳福音。

教會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都是帶職服事者，但是也是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是在各行各業、在職場上，做職場的宣教者。

要忠於我們手中的工作，要好好的做好我們在社會上的責任

不只是把我們手中的工作做好，

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我們在各行各業那麼我們也是一個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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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我們在各行各業那麼我們也是一個宣教士，

我們也是要把神的福音傳出去

所以很清楚讓我們看到，每一個人都要知道上帝呼召我們的心意是什麼，

我們不是要離開這個跑道，走到別的地方去。我們不是要離開這個跑道，走到別的地方去。

17b「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所謂「智慧的言語」，所謂 智慧的言語」

是跟希臘哲學的邏輯推理、辯證學有關的等等

 也就是在林前二1所說的「高言大智」，

華 藻 來就是用很華麗的辭藻，講得很好聽，來炫耀、

來凸顯自己有辯證的能力，很會說話，

用很華麗的辭藻，然後來炫耀、突顯自己，用很華麗的辭藻 然後來炫耀 突顯自己

然後也來說服別人

高言大智意思是這樣，這樣的說法這樣的用法，高言大智意思是這樣，這樣的說法這樣的用法，

在內容跟傳遞的方式上，當然跟福音就有很大的差異，

僅是用所謂的好聽的話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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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傳福音本身，就有很大的不一樣。



一18‐25「十字架與神的智慧」這個問題…
「智慧」這個詞在保羅書信一共用了45次，智慧」這個詞在保羅書信 共用了45次，

而在哥林多前書就用了28次，一到三章更佔有26次。

智慧是哥林多人愛用的字眼，他們可能以為這個信仰、來看智慧，

他們就批判 — 誰是最好的智慧教師呢？

是保羅嗎？是亞波羅嗎？是彼得嗎？因此看到高舉智慧的問題。

其實在林前一 四整體來講，也是在講智慧的問題。其實在林前一‐四整體來講，也是在講智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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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高舉智慧的時候、就不會高舉十架

當我們高舉十架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把榮耀歸給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 很大的不同這個是非常重要、很大的不同。

保羅在第一章說十字架是「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

19用了賽廿九14「就如經上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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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用了賽廿九14 就如經上所記：

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20「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

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當人高舉自己的智慧，我們會看到一個世代一個世代的過去，

那些所謂的有智慧的人、會辯論的辯士、

或說文士、或說智慧人，他們還在嗎？

他們已經隨著時間而消逝，他們不會永存在這個世上

他們逞自己口舌之能的智慧、辯論又能存在多久呢？他們逞自己口舌之能的智慧、辯論又能存在多久呢？

我們會看到這個世上的智慧就變成愚拙，

所以我們求主給我們恩典好讓我們不倚靠自己的聰明，我們應該來倚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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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自以為有智慧，他其實沒有辦法認識創造他、創造人、創造宇宙萬物的神。

人要用自己的智慧來找神是很困難的。

我們感謝主，神主動的彰顯祂自己，神差遣了祂的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10

我們感謝主，神主動的彰顯祂自己，神差遣了祂的愛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所以人以為愚拙的道理，但卻能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

福音基本上有一個對人的冒犯性，

因為我們傳福音一定會講到罪嘛，對不對？因為我們傳福音 定會講到罪嘛，對不對？

沒有人喜歡被別人說有罪，也為傳福音能夠委婉，

我們會說：「我們都是罪人。」

教會傳福音就變成了一個要特別注意、避免的事，甚至我們就不說，

我們只說什麼呢？我們只說信耶穌很好啊、信耶穌有喜樂、信耶穌有平安，

我們都不講罪了。但是事實上這個不是真正的福音，為什麼？我們都不講罪了。但是事實上這個不是真正的福音，為什麼？

信耶穌有喜樂、有平安，是沒有問題的，但那是接受了救恩之後的結果

福音，講到神、人、罪、恩、信，這是我們傳福音很重要的重點，

信了耶穌之後，我們必定會得著、會得享從神來的喜樂跟平安

我們如果撇棄了這個神、人、罪、恩、信，也就是福音的重點的內容，

為什麼呢？因為若人沒有認罪，沒有接受耶穌基督十架的救恩，寶血的赦免，

那他如何能夠成為神的兒女呢？罪其實是一件蠻嚴重的事！

但是當人真的願意明白、願意領受、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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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人真的願意明白、願意領受、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的時候，

並且接受耶穌的救恩，那麼他就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22‐23「猶太人要神蹟，希臘人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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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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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十六20「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神蹟是為著證實所傳的道，神蹟不是單獨存在。

這個世界上，看過、經歷過最多神蹟的，或者聽過上帝發聲，

然後藉著眾先知來警示世人 警示 個民族 那就是以色列人然後藉著眾先知來警示世人、警示一個民族，那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現在還有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猶太人，還在救恩的門外。

猶太人只要神蹟，但是他卻不要行神蹟的神猶太人只要神蹟，但是他卻不要行神蹟的神

希臘人求智慧，高舉人的智慧，卻不求從神而彰顯的智慧

保羅說我們都不是這樣，我們就是很篤定、很真實的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我們會看到神的兒子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祂成全了救恩。

猶太人不信，就把耶穌基督，就當作絆腳石了，他們反而跌倒在其上；

外邦人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愚拙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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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愚拙的說法，

不信耶穌，不信耶穌所成全的救恩，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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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道神愛 是猶 是希臘我們知道神愛世人，所以不論是猶太人，不論是希臘人，

當他們領受了神的恩典，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贖，他們就得救。

這地方保羅把十字架高舉，保羅把耶穌的救恩很清楚的傳講出來，這地方保羅把十字架高舉，保羅把耶穌的救恩很清楚的傳講出來，

高舉十字架事實上是可以讓我們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

我們要讓自己不高舉人、不高舉自己的方法，

不是克制自己、手不要高舉人、不要高舉自己，

而是我們很清楚十架救恩

當我們高舉十字架、懂得把榮耀歸給神的時候，

那我們就自然的有主的生命。

所以在教會牧會，當然有很多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事，所以在教會牧會，當然有很多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事，

我們要帶領弟兄姊妹明白真道、發揮恩賜、建立教會、對內造就、對外宣教…。
但是，更清楚的、更要被提到的，就是要讓弟兄姊妹都能夠把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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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懂得把榮耀歸給神的教會，裡面的問題，自然就會減少許多。

保羅也提了哥林多人的經歷—他們過去是怎樣的人，如何經歷上帝的恩典，

由此也可印證神的智慧、跟人自以為的聰明是不一樣的。由此也可印證神的智慧、跟人自以為的聰明是不 樣的。

2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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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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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哥林多教會信徒的背景來說，就很清楚地看到靠自己、人也不能夠高舉自己，

甚至如果用一個比較的說法的話，其實比我們有智慧、有能力的很多，

比我們出生更好的很多，但上帝都不看這些比我們出生更好的很多，但上帝都不看這些

而哥林多的信徒，六9‐10裡面有許許多多，背景是很混亂，

但是上帝還是呼召了他們，神的愛還是臨到了他們

這個地方讓我們看到你不能高舉自己，我們常說：一山還比一山高，

如果我們在世上要比較的話，比我們好的人很多，

但是我們感謝主 上帝不是看了誰的出生 誰比較能夠得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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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感謝主，上帝不是看了誰的出生、誰比較能夠得著救恩，

如果以人的挑選來看，可能都挑選不到我們吧。

但是感謝主，上帝的眼光不是這樣，神的呼召也不是看這些條件，

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內心。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內心。

保羅就提醒他們：你們高舉智慧、高舉哪些老師、教師，

事實上等於高舉自己，但我們仔細的看看自己，

我們真的是一無所有、真的還是很卑微的。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在耶穌基督裡，是不是要追本溯源，

是不是要把感恩的源 歸向於神 而不是高舉 或者高舉自己是不是要把感恩的源頭歸向於神、而不是高舉人或者高舉自己？

一30「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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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公義 聖潔 救贖 如經上所記： 誇口的 當指著主誇口 』」

感謝主，上帝的恩典臨到了我們。

弗二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所以我們不是出於自己，

不是我們看自己好像比別人高，我們就配得救恩，

林前一30「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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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30「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

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我們的智慧來源是那大有智慧、無所不知的神。

雅一我們有缺少智慧的，就要向那賜給我們智慧而且也不斥責人的神向祂求，

祂就給我們屬天的智慧和能力；祂就給我們屬天的智慧和能力；

神讓祂的義成為我們的義，讓我們在基督裡因信而稱義；

我們是沒有聖潔的，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但是祂給我們成聖的地位，

也告訴我們要追求成聖的生活。

我們自己不能救自己，但祂是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祂救贖了我們；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祂救贖了我們；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所以我們認識神之後我們就更能夠清楚地認識自己，所以我們認識神之後我們就更能夠清楚地認識自己

我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我們其實是不太認識自己、不怎麼認識自己，

以為自己認識自己，但是卻不是如此

但當我們認識神之後，聖靈開啟我們心裡的眼睛，

讓我們因著認識神，就更清楚的看見自己，

看見了自己以後，我們應該更深的來感謝，

16

看見了自己以後，我們應該更深的來感謝，

並且不自誇了，而能夠誇耶穌基督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