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研讀

1:10-31 &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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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哥林多信徒的責備

責其分爭結黨 (1:10-17)

責備他們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 (1:18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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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哥林多信徒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 (1:18 – 2:5)

保羅闡釋十字架的道理 (1:18-25)

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 (1:18)

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 (1:19-21)

十字架是保羅傳講的信息 (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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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1
•神揀選之恩

2:1-5
•對十字架的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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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問題

• 保羅為甚麼要哥林多信徒回想他們蒙召
的光景？

• 從這段經文中他們的出身是怎麼樣的？
• 他們誇耀的與他們的蒙召有甚麼不同？
• 我們是如何蒙恩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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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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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1:26 弟兄們，想想你們的蒙召*：按照世人的標準*，你
們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出身尊貴的也不多。
*你們的蒙召：保羅所指的是他們蒙召時的身分。
*世人的標準直譯作「肉體」。但「肉體」在這裏是指這個離
開了神的世界的標準。
保羅從第13節開始一直在講，我們人的智慧實際是愚拙的，靠
著我們自己無法得救，我們得救是靠著神的恩典。所以，這裡
又提到，蒙召的人中有智慧的，有能力的，尊貴的不多，並不
是說只有窮苦無能的才能做基督徒。而是保羅在這裡強調我們
蒙召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們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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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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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1: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為要使智慧人羞愧；
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為要使剛强的羞愧。
羞愧: ESV: Shame

參耶利米書
9:23 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
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

9:24 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
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此誇口‧這是耶和華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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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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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1:28 神又揀選了世上卑賤的和被人藐視的，就是那些無足
輕重的，為要除掉那些舉足輕重的，*

*神又揀選……那些無足輕重的，為要除掉那些舉足輕重的直譯
作「神又揀選……那些不存在的，為要使那些存在的不再有
用」。原文中「不存在的」（譯文作「無足輕重的」）是與
「卑賤的」和被人藐視的」平行的（而不是三個獨立的詞組）。
28節與27節的同一句式，神揀選那些在世人眼中地位卑賤，毫
無價值，世人眼中渺小到不存在的人，為的是讓那自以為有的
人失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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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 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
誇。
新漢 1:29 使所有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誇。
*人直譯作「肉體」，與上文「世人的標準」（26節）為同
一詞。
神這麼做的目的，是讓人看清楚自己，看到神的大能，在
神面前再也不敢自誇。
和合本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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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1:30 但你們得以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他使基督
為我們成了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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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公義」、「聖潔」、「救贖」是與智慧同位的
，進一步解釋基督耶穌這真正智慧的內容，而非四者（平
等地）並列。「公義」、「聖潔」、「救贖」這三項並不
是救恩的三部曲，而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件事。
*他使……公義、聖潔、救贖或譯作「他使基督成了我們
的智慧，就是我們的公義、聖潔、救贖」。
ESV: 1:30 And because of  him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became to us wisdom from God, righteousness and 

sanctification and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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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神
的福音

公義

救贖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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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1: 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新漢 1:31 正如經上所記：「誇口的人，就應該在主裏誇
口。」
很多解經家都認為保羅在這節經文中所引用的是出自耶
利米書9:23-24; 原因是耶利米書9:23與林前1:27-28有著很
多相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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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這兩節的原理和弗2:8-9的原理一樣。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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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保羅用十字架救恩的基本原則，作為這個小段的結論。從
這兩節我們可以看見，十字架救恩有四項重要的原理：
• 得救是根據在基督裏的地位，不是根據人在世界上的

成就，或人本身的品德。
• 得救是本乎神。所謂本乎神，就是由於神、根據

神……這和弗二章八節所說的：“本乎恩……乃是神
所賜”的意思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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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神使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神不是改變或者補救人的智慧; 乃是把人的這一切都
放在一邊，讓基督的智慧取代人所有的。

• 使一切人只能指著主誇口。這是十字架救恩的目的，叫
人不敢以自己的任何長處為誇口，專一以耶穌基督為誇
口。既然所有的人都以基督為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我們就都不能向別人誇口，只能誇耶穌基督。

思想與反省:

我們這班得著了基督耶穌救恩的人， 應如何在生活中反
照主的救贖之恩， 祂的公義及聖潔呢？



2:1-5對十字架的盡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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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用高言大智 2:2 定意只傳十字架

2:3 戰兢地服事 2:4 靠聖靈的大能

2:5目的-只在乎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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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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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2:1 至於我，*弟兄們，我從前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
高妙的言語和智慧*對你們傳講神的奧秘；
*至於我：句首的Κἀγώ是連詞和含強調意義的「我」。這詞
是要把2:1-5連至1:18-25，成為繼1:26-31後第二個例證：1:26-
31以哥林多信徒為例證，2:1-5則用保羅自己為例證。「至於
我」是呼應「想想你們的蒙召」（1:26），所以也可意譯為
「再想想我」。
*言語和智慧：這裏的「言語」是指修辭演說的技巧。根據
下一節，這裏的「智慧」應是指第1章所說的「世上的智慧」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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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V 2:1 And I, when I came to you, brothers, did 

not come proclaiming to you the testimony of  God 

with lofty speech or wisdom. 

保羅指出了他傳導的方法，不是用高言大智宣
講神的奧秘，即用高超的華麗詞藻，希臘哲學
式世人認為充滿智慧的語言，而是講述直接的
見證。
思想問題:

今天我們是如何傳福音見證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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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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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2:2 因為我已下定決心，在你們當中，只知道被釘
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其他一概不知。
保羅傳導的主題，是傳講耶穌基督，和他為救贖我們而
釘十字架，即福音的信息。這句話也解釋了保羅為甚麼
不用高言大智，因為打動人心的，不是華麗的詞藻，而
是基督的真理，十字架的信息。
有不少的釋經書（NIC ＆ NIGTC）都認為這是他經歷
到哥林多之前他在雅典的福音工作沒有成果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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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3 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新漢 2:3 而且，*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又軟弱，又害怕，
又戰戰兢兢；
* 而且：保羅身心的狀況是繼他首個例子（他表達信息的
方式，1節）後的另一個例子，所以把句首的連詞Κἀγώ譯
作「而且」。
ESV: 2:3 And I was with you in weakness and in fear and much 

trembling, 

思想問題
為甚麼保羅在哥林多信徒當中會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
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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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 we must infer that the root cause of  Paul’s much fear and trembling 

lay largely in h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efore God to fulfill God’s 

call to be an effective messenger of  grace perhaps in conjunction with 

some circumstance which added to his “weakness” about which we 

can only speculate.

• Yet in the end, fear and trembling serves most of  all to place an 

antithetical contrast in view with the confident self-promotion of  the 
sophist’s visit. Paul is precisely not a visiting orator come to entertain 

the crowds as an audience-pleasing performer. 
• Nevertheless Paul’s description of  his weakness may reflect his real 

situation as well… (cf. 2 Cor 11:16-29)”. (5) L. Hartman has argued 

that weakness is the “anti-rhetor” aspect of  Jer 9:22-23 (cf. 1 Cor 1:31). 

The weak glories in the Lord (see below on vv. 4-5).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2Co+11%3A16-2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Jer+9%3A22-23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Co+1%3A31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Co+2%3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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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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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2:4 我說的話和我講的信息，都不是用智慧的說服力*，而
是以聖靈的大能*為憑證，
* 智慧的說服力：有古抄本作「智慧的說服力」，有的作「有
說服力的智慧話語」，也有的作「有說服力的人的智慧話語」
等。
* 聖靈的大能直譯作「靈和能力」。這兩個名詞並排，互相解
釋，應指聖靈的能力。
保羅所說的話，傳講的道，不是通過屬世的智慧，吸引人的溝
通方式，而是憑藉神藉著聖靈向人顯明的大能，即讓人看到神
的大能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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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 神的大能。
新漢 2:5 好讓你們的信心不是憑藉人的智慧，而是憑藉神的大
能。
現中 2:5使你們的信仰不根據人的智慧，而是以上帝的大能為
基礎
ESV 2:5 so that your faith might not rest in the wisdom of  men 

but in the power of  God. 
這一節是對上四節的小結。他所以不用智慧哲理說服哥林多人，而要
倚靠聖靈的能力，目的是要哥林多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
乃是建立在對神大能的經歷上。真正的信心雖然也有理智的層面，卻
不是靠理智，倒要超乎理智之上；因為十字架福音的真理不是人間學
說，不是單憑人的理智可以完全了解，必須要藉著神的啟示和人的信
心，才能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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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節到5節，是保羅以當初自己在哥林多傳導時為例，給哥林
多信徒一個榜樣。
保羅主要點出以下幾點：

• 傳福音的方式，不是華麗的言詞與高深的智慧，而在於宣講
的內容，神的奧秘；

• 傳福音的主題，是耶穌基督，祂釘十字架，即福音釘信息；

• 傳福音的態度，遭受迫害身體軟弱，懼怕戰兢，盡職盡忠傳
導，憂心有負主的托付；

• 傳福音的憑藉，不是屬世的智慧，而是神的大能，神藉著聖
靈讓人看到祂的大能的明證；

• 傳福音的目的，不是靠著理智的說服，而是因著神的大能，
經歷神所產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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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 保福音這段經文與保羅責備哥林多信徒分黨結
派有甚麼相關之處？

• 為甚麼保羅要哥林多信徒回想他們是如何得救？
• 為甚麼保羅要講述他是如何傳福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