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研讀

2:6-16 

保羅進一步闡述他講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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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上一次所提及的內容
哥林多前書1:10-31 &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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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信徒結黨紛爭背後所帶出的是以自我為中心
的心態。

• 1：18-25 把神的智慧與世上的智慧作了本質上的對
比。

• 1：26-2：5 保羅訴諸哥林多信徒他親身的經驗；
包括他在未信主前的光景（1：26-31）和保羅最初
到哥林多信徒中間傳道的情形（2：1-5）強調以十
架為中心的信息才是真正的福音。

• 人拒絕保羅的福音背後的原因是因為自我中心，
這正是罪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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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6 保羅進一步闡述他講的智慧

在這裡，保羅向哥林多信徒解釋了以下的
問題：

基督往應當追求智慧嗎？（經文的教導：
只當追求以十架為中心的智慧；比較1：
18-2：5 和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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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以十架為中心的
智慧

2:10-16
•神的靈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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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保羅
對這四個
詞語的演
譯

智慧

完全

奧秘

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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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用了許多述語，包括：
智慧、完全、奧秘及屬靈，都是哥林

多信徒用來維護他們在信仰上的精英
主義 (Spiritual Elitism)，但保羅在此
卻從新定義，適用於所有信徒。



2:6-9以十架為中心的智慧

和合本 2: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
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
智慧。

新漢 2:6 不過，我們在成熟的人中間也講智慧，但不是這
時代的智慧，也不是這時代將要滅亡*的執政者的智慧。

*將要滅亡：「滅亡」也可理解為「失效、失勢」，而這個時態也可理
解為現在進行時，即「正步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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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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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新漢 2:7我們講論的是神奧秘的智慧──這智慧是從前隱
藏的；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要讓我們得榮耀的；
奧祕: 原文是:               (moos-tay'-ree-on)
意思是:1)(神的)秘密; 2)(超乎正常理解的)超然實情或
秘密 一個宗教的術語，應用在世俗的希臘語上，大部份
是指帶著他們神秘的教導，宗教以及政治的「奧秘」，隱
藏在許多奇特的風俗習慣和儀式中。新約中用它來表示神
的「奧秘」的思想，計劃。這些都是天使和人的理智無法
了解的，所以神將其啟示給祂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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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奧秘這個詞在這裡的意思，乃是指從前隱藏起來，如今
卻已顯明的福音內容。一個被釘十字架的彌賽亞，這個觀念
是舊約時代的人所不能清楚明白的，即使到了保羅的時代，
那些拒絕耶穌的人仍然不理解。
和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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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2:8 是這時代的執政者沒有一個明白*的，假如明白，他
們就不會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明白直譯作「知道」。這裏的意思不光是指「知不知道某件
事」，也包括對該事的掌握、認同，以及把它的意義應用在生
活層面中（就如哥林多信徒，他們不是不「知道」基督降生的
事實，只是不明白箇中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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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9 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
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和合本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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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2:9-10 *但神已經藉着聖靈向我們啓示了這些事，正如經上
所記：「那是眼睛沒有見過，耳朵沒有聽過，人心也沒有想過的，
那是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因為聖靈參透萬事，甚至參透
神深奧的事。
*2:9-10 在原文的句子結構裏，第9節是一個比較從句（「正如經
上所記……」），第10節上半節才是句子的主句（「神已經藉
着……」），中文的表達上需把第9和第10節的次序調換。這裏
是要對比第8節：這時代的掌權者不能明白神的智慧，但神卻把
這智慧藉聖靈向愛他的人啓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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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眼睛……所預備的：保羅在這裏只是引用聖經中
的一項真理，而不是直接引用某一節經文。他可能是
將多節經文的字眼混在一起，例如以賽亞書64:4和
65:17等。
參信望愛專卷註釋：「經上所記」：原文是「如所記」
並沒有說是舊約聖經的記載。而保羅所引的經文出處
不詳。另有人主張這句話取自賽 64:4 ，而保羅用基督
徒的方式說出來。又有可能保羅把賽 64:4, 65:17, 52:15 

的經文隨意綜合使用。如同他在羅 3:10-18 的用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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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V 2:10 these things God has revealed to us through 

the Spirit. For the Spirit searches everything, even the 

depths of  God. 

Depths of God:參TIB: refers to the deepest wisdom 

that God’s Spirit reveals to believers.  This highest 

wisdom, as understood from the previous context and 

throughout the letter, is Jesus Christ, the Lord of  glory, 

and Him crucified.



2:10-16神的靈的啓示

和合本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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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2:11 除了人裏面的靈，還有誰知道人的事呢？
同樣，除了神的靈，誰也不知道神的事。

甚麼是”人裏頭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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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 此處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
• 「人裡頭的靈」：指在人裡頭的自我意識。
• 此處用「人『裡頭』的靈」來表達人的靈

，卻沒有用「神裡頭的靈」來表達上帝的靈
。所以不單單指在上帝裡頭的自我意識，而
是指具有位格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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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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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2:12 我們領受的，不是世上的靈，而是從神而來
的靈，為要我們可以明白神所賜給*我們的事。
*所賜給或譯作「無償地賜給」。
ESV 2:12 Now we have received not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who is from God, that we might 

understand the things freely given us by God. 

思想問題：神是如何把聖靈賜給我們的，這給我們甚
麼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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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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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
新漢 2:13 我們也講論這些事，不是用人類智慧所教導的
言語，而是用聖靈所教導的言語，向屬靈的人*解釋屬
靈的事。
*屬靈的人也可譯作「屬靈的事」，但是這詞也出現在
第15節，在那裏顯然是用以指人，故此它在這裏也很可
能是指人。再者，保羅在10-12節的論點是：已領受聖靈
的人理應明白屬靈的事；所以把這詞理解為人，更能配
合這裏的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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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修訂本 2:13 所以，我們講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

導的言論來講，而是用聖靈所教導的言語，向屬聖靈的
人講解屬靈的真理。
“屬靈的人”，是指有聖靈的人，就是指所有的基督徒
（林前12：13）; 原文直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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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信望愛專卷註釋:

「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原文無「話」字，
原文中如果第一個「屬靈的」是陽性的話，那本句

應該解釋為「對屬靈的人解釋屬靈的事」或「將屬
靈的事配合屬靈的人」。若是中性，則可解釋為「
用屬靈的話配合屬靈的事」。而後者比較可能。
保羅的意思是連他講解上帝奧秘的言語都是聖靈所
教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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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14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反

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
人纔能看透。
新漢 2:14 屬世的人*不接受神的靈的事，因為這些事對
這種人來說是愚拙的；他也不能夠明白，因為這些事
要有聖靈的幫助*才能評斷。
*屬世的人：原文是ψυχικὸς ἄνθρωπος，指沒有聖靈的
人。這詞顯然與「屬靈的人」（13、15節）相對比，而
後者是指那些「領受了神的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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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2:15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
他。
新漢 2:15 屬靈的人*能夠評斷萬事，他自己卻沒有人能夠
評斷。
*屬靈的人指有聖靈內住、被聖靈掌管的人。
現中修訂本 2:15 屬聖靈的人能判斷萬事的價值，可是沒
有人能夠評斷他。
看透 (ESV譯作Judges)：原意是指「過濾的過程」，通
常指一個法官審理案件時，仔細調查、分析、找出事實
真相的過程。有為了「判斷」或「審判」尋找事情真相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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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提醒信徒，信徒能靠著聖靈去看人生的每一方
面，基督徒不受制於那些純粹是出於人（即不是按神的角
度）的評斷。不過，保羅也可能為4：3-5的論述預先舖路
，那就是即使信徒之間的評斷也不是絕對的，只有神的
評斷才是最終的。
和合本2:16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
的心了。
新漢 2:16 「誰知道主的心意，可以指教他呢？」至於我們，
我們已擁有基督的心意了。
引自七十士譯本的賽 40:13 (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作
誰曾指示耶和華的靈〕、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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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 昔日哥林信徒標榜精英主義，我們有否省察自己在
教會推行一些屬世的思想與概念呢？

• 我們是用甚麼的方式、態度去判斷我們週圍的人和事
呢？

• 我們是用甚麼樣的態度、方式去判別我們教會的肢體
（弟兄姊妹）呢？是否按照保羅所教導的去行呢？

• 當您受到弟兄姊妹對您的講論，您又應如何回應？
• 您見到教會問題多多，您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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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北角宣道會在禮堂中央所掛
的對聯：
• 互為肢體見主愛
• 彼此造就是一家
深願我們的教會能行出如這對聯所說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