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研讀

3:1-23 

智慧是基督徒信心成長的
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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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基督徒信
心成長的要訣 3:1-

21

3:1-9 信徒要在靈
裡成長

3:18-23不要誇耀’人’-

因為一切都是屬於

神的

3:10-17 能正確地
建立屬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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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聖靈掌管
的基督徒

不受聖靈掌
管的基督徒

注意: 保羅在這裡要比較的是：



3:18-23不要誇耀’人’-因為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和合 3:18 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
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

新漢 3:18 誰也不要欺騙自己。你們中間如果有誰自以為在這
時代有智慧，他就應該變得愚拙，好變得有智慧。

NLT 3:18 Stop deceiving yourselves. If  you think you are wise 

by this world’s standards, you need to become a fool to be 

truly 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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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3:19 因這世界的智慧、在 神看是愚拙．如經上
記著說、『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
新漢 3:19 因為這個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來是愚拙的。正
如經上所記：「他使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詭計。」
NLT 3:19 For the wisdom of  this world is foolishness to 

God. As the Scriptures say, “He traps the wise in the 

snare of  their own cleverness.” 

參伯5：13 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使狡詐人的計
謀速速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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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學世人的樣式，追逐世俗
的智慧這與人的驕傲是息息相關的。反而要努力追
求屬神的智慧，這是每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如
此行的這與謙卑順服聖靈是息息相關的。
和合3:20 又說、『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
新漢 3:20 又說：「主知道智慧人的心思是虛浮的。」
NLT 3:20 And again, “The LORD knows the thoughts 

of  the wise; he knows they are worthless.” 

虛妄的: 原文是: μάταιος; Transliteration: mataios; 意思
是: 無力的, 缺乏真實的, 失敗的, 沒有果效的, 空洞的, 

虛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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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3: 21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
新漢 3:21 所以誰都不要為任何人而誇口。因為萬有都是你們的；
NLT 3:21 So don’t boast about following a particular human 

leader. For everything belongs to you—

和合3:22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
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
新漢3:22 保羅也好，亞波羅也好，磯法也好，世界也好，生也好，
死也好，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全都是你們的，
*將來或譯作「將來的事」。
NLT 3:22 whether Paul or Apollos or Peter, or the world, or life and 

death, or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Everything belongs to you, 

注意新漢及在句末是用豆號的，這顯示保羅的意思仍未完結，繼
續在下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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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3:23 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 神的。
新漢 3:23 而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屬神的。
NLT 3:23 and you belong to Christ, and Christ belongs to 

God.

保羅談到了基督徒主權的来源和本質。基督徒對這世界的
主權必须按照神創世時的心意的那種秩序（见創一26、28；
诗八6～9），而這樣的人性更新，惟有通過基督，並且在
基督裡才能发生。當一个基督徒試圖逃避基督的主權时，
他就喪失了原来在基督裡已经部分恢復的人在神創造中的
特有地位。本来其他的被造之物要作他的僕役，他却反而
成了被造之物的奴僕（加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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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又是屬神的’-上面保羅已經對哥林多基督徒指出：他們
的自由和主權之得以恢復，不在乎他們自己，乃在乎基督。现在
他又指出：基督之所以能為他們成就這事工，乃因為祂是屬神的
。因為基督顺服神，甚至于死，所以才能為他們赢得自由。他們
之所以能在基督裡享受與神的新關係，端赖基督。
基督之屬神，不單單是指祂在地上時之顺服神。林前十五28又
说：“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
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在父神和子的永恒關係中，一直
都有這種上下的關係。這並不是說：子和父神不同質，子是另
外的質。這乃是说：子和父同質，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以完全的
愛回應父神完全的愛。在保罗看来，基督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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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 我們是由於得到主耶穌的救屬，才能與神和好，恢復成為
神的形象（即作為神在世上的代表）;所以信徒沒有可誇之
處。

• 主耶穌給了我們謙卑順服的榜樣，作為信徒學習的對象。
• 一切都是屬於神的，信徒所作的應以榮耀神為依歸而非崇
拜人;基於此，我們不應在教會中崇拜任何人。一切都要
在聖靈的引導下，尋求神的心意，以神的話語（聖經）為
本，彼此服事。

•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反思，推動我們邁向成聖之路的動力到
底是來自渴求得到神的獎賞抑或是因為源於基督的愛與救
贖，令我們得到激勵，渴求活得更像祂呢？



哥林多前書第四章1-21節

化解紛爭、促進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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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解
紛
爭
、
促
進
合
一

4:1-5 不要高舉人，不要自誇

4:6-13 僕人的表白：為主受苦

4:14-21 主僕是信徒要效法而非高
舉的對象



4:1-5 不要高舉人，不要自誇

和合 4:1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奧祕事的管家。

新漢 4:1 所以，人應該把我們看作基督的差役、神奧秘的管家。

NLT 4:1 So look at Apollos and me as mere servants of  Christ who have been 
put in charge of  explaining God’s mysteries. 

執事: 原文是: ὑπηρέτης ; Transliteration: hypēretēs; 意思是: 助手, 幫手 (通常居
從屬的地位)

管家: 原文是: οἰκονόμος ; Transliteration: oikonomos; 意思是: 1) 管家; 2) 司帳
( 羅 16:24 ) 

13



14

• 參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New Testament: 

Particularly, one who has authority over the servants or slaves 

of  a family to assign their tasks and portions. Along with this 

was the general management of  affairs and accounts. Such 

persons were themselves usually slaves (Luke 12:42 [cf. Eliezer 

{Gen. 15:2} and Joseph {Gen. 39:4}]).

• 此字是指富有地主最高級別的僕人。當主人不在家的時候，
便由他管理全部的產業。這字用在保羅、亞波羅等人身上，
就是把他們比作主要向神負責、卻有權管理受託之事的僕人。

• 而奧秘跟2：7所提的相同；都是指福音裡那些曾經隱藏但如
今已顯明的部份，並以基督的十架為中心。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Lk+12:4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Ge+15: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Ge+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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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4: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新漢 4:2 對管家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
*對管家的要求：有抄本作「你們要求」，全句意思變成
「對於這樣一個管家，你們也只是要求他忠心」。無論如
何，保羅只是提出一個當時普遍的現象：管家只是按主人
的吩咐去分配工作和物資，所以並不需要玩弄甚麼花巧，
搞甚麼新意，只需要忠心。
NLT 4:2 Now, a person who is put in charge as a manager 

must be faith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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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 原文是: πιστός Transliteration: pistos, 

簡意是: 1) 值得信賴的, 忠實的
1a) 基督與人
1b) 神
1c) 事物, 特別指話語

2) 信任的, 珍惜信仰的
參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 New Testament:

pistós; fem. : to win over, persuade. Worthy of  belief, trust, or confidence.

(I) Trustworthy (1 Cor. 7:25; 1 Tim. 1:12; 2 Tim. 2:2; 1 Pet. 4:19; Rev. 19:11)

(II) Faithful in duty to oneself  and to others, of  true fidelity (Col. 4:9; 1 Pet. 5:12, a 

faithful brother; Rev. 2:10). Especially of  servants, ministers, who are faithful in the 

performance of  duty (Matt. 24:45; 25:21, 23; Luke 12:42; 1 Cor. 4:2; Eph. 6:21; Col. 

1:7, 9; 4:7; Heb. 2:17). 

(III) With an act. sense, firmness in faith, confiding, trusting, believing, 

equivalent to ho pisteúōn, the pres. part. of  pisteúō <G4100>, to believe (John 20:27; Gal. 

3: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Co+7:25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Ti+1:1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2Ti+2: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Pe+4:1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Rev+19:11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Col+4: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Pe+5:1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Rev+2:10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Mt+24:45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Mt+25:21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Mt+25:23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Lk+12:4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1Co+4:2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Eph+6:21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Col+1:7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Col+1:9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Col+4:7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Heb+2:17
http://www.crossbooks.com/book.asp?strongs=G4100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Jn+20:27
http://www.crossbooks.com/verse.asp?ref=Gal+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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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4:3 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
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新漢 4:3 但在我來說，無論是被你們評斷，還是被人間
的法庭*評斷，都是極小的事；就連我自己也不評斷自己。
*人間的法庭直譯作「人的日子」。「人的日子」（人的
審判）跟上文神施行最後審判的「那日子」（3:13）對比。

NLT 4:3 As for me, it matters very little how I might be 

evaluated by you or by any human authority. I don’t even 

trust my own judgment on thi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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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斷: 原文是: ἀνακρίνω ; Transliteration: anakrinō 簡意
是: 1) 仔細質問,檢驗; 2) 判斷,辨識,要某人承責泛指
一般的詢問或法庭的審查。此字比較是指追求真相的
過程，以及對單一事件的審問。
管家主要責任是對他主人忠心，而非順應其下屬的各
項要求。這連系到下節（4：3必須按上文下理來解釋
），對比於神對保羅的看法，哥林多信徒對保羅的
看法便無足輕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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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4:4 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
斷我的乃是主。
新漢 4:4 我雖然問心無愧，但不能因此而被判為義；評斷我的
是主。
NLT 4: 4 My conscience is clear, but that doesn’t prove I’m right. 

It is the Lord himself  who will examine me and decide. 

參活泉聖經註釋: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οὐδὲν γὰρ ἐμαυτῷ σύνοιδα = For I am 

conscious of  nothing，against myself）。不是叙述事实，这是一
个假设，用以表明人的自满自足是何等的不可靠。请注意，这里
用“σύνοιδα”（觉得，第二现在完成式主动语态直说语气）带反身
代名词的间接受格，表示他对自己没有什么罪咎感（参徒五2，十
二12，十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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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ἀλλʼ οὐκ ἐν τούτῳ δεδικαίωμαι = yet 

I am not by this acquitted）。连接词“ἀλλʼ”（ = ἀλλά）在本
节作为反义用法。“称义”（δεδικαίωμαι）是“δικαιόω”的现在完
成式被动语态直说语气，表示完成的状态。不觉得自己有罪，

并不就等于没有罪。大部分被告在法庭上都会宣称自己“无
罪”。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ὁ δὲ ἀνακρίνων με κύριός ἐστιν = but 

the one who examines me is the Lord）。谁是“神奥秘事的管
家”之审判者？乃是那“判断我”（ὁ ἀνακρίνων με）的“主”。可
能那位“判断我”的，将要宣告我是“忠心的”（πιστός，见第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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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 4:5 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
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 神那裏得著
稱讚。
新漢 4:5 所以，時候未到，不要評斷甚麼，直至主來到；他要
照明黑暗中的隱密事，顯明人心裏的動機。那時，各人要從神
那裏得着稱讚。
NLT 4:5 So don’t make judgments about anyone ahead of  time—

before the Lord returns. For he will bring our darkest secrets to 

light and will reveal our private motives. Then God will give to 

each one whatever praise is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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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人的一切論斷不但不是基於神無所不知的知識，而
是過早的判斷。這裡所說的時候，就是主來到的日子
，亦即審判的日子。惟有到了那個時候，一切的事情
才會清楚顯明，人內心的一切心思意念也會被揭露（太
10：26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
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這樣才可以對
信徒的行為表現作出一個全面而公開的評估。
思想與反省:

• 保羅這些教導給我們甚麼提醒及應用？
• 我們應如何去運用保羅給我們的教導去化解紛爭、促
進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