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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论福音的中心论福音的中心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论福音的中心论福音的中心
哥林多前书一-四

从哥林多教会内部纷争、结党的问题，
所产生的答案，

哥林多前 四

所产生的答案，

保罗教导

「福音中心」

的真理。的真理。

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论福音的中心论福音的中心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受书人所面对的问题：

论福音的中心论福音的中心
受书人所面对的问题：

各自拥戴自己的领袖，以致教会内部纷争、结党而失和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 革来 家 的 曾对 题 弟 来 说你 间有纷争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题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

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题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一10-12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一10-12

这样子的问题，引起教会内部的纷争、结党

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论福音的中心论福音的中心
保罗对问题的回答

第十五课第十五课 论福音的中心论福音的中心
保罗对问题的回答：

对福音本质的误解 （一18-三4）

对教会领袖的性质与功能的误解 （三5-15）对教会领袖的性质 功能的误解

对保罗的误解 （四1-21）

回应问题 提供答案 教导真理回应问题、提供答案、教导真理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与人的智慧矛盾

一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

为神的大能。19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

人的聪明 20 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人的聪明。20 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21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

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

神的智慧了。22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23 我们却是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24 但在那

蒙召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25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5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福音的中心：钉十字架的基督

对福音本质误解时

福音的中心：钉十字架的基督

对福音本质误解时
就会高举人，

以人夸 追求最有智慧的以人夸口，追求最有智慧的；

藉智慧之名混淆了福音的真理。

希腊哲学以「智慧」为信仰的化身希腊哲学以「智慧」为信仰的化身，

福音与属世的智慧大不相同福音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对蒙召的人一26-31与人的智慧矛盾：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一26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

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

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28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

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29 使一切有

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

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31 如经上

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对蒙召的人与人的智慧矛盾：

在世人看来，信徒是愚拙的、卑微的；
从蒙召者证明：福音与属世的智慧不同，

被拣选者不是特别聪明、尊贵、有地位的，

不应以人的智慧、长处夸口。

神已经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一30

属神的智慧有别于属世的智慧：都集中在救主耶稣基督

若有可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夸口领袖是没有益处的若有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领袖是没有益处的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保罗传福音到哥林多 二1-5与人的智慧矛盾：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

传神的奥秘。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

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3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3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

又甚战兢。4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

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5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

的大能。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与人的智慧矛盾：保罗传福音到哥林多

从前我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宣传神的奥秘
只说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从前我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宣传神的奥秘
只说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

我说的话、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
我说的话、讲的道，

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二1-5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二1-5

保罗所传扬的，与人的智慧大不相同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对属灵的人确实是智慧 二6-16与人的智慧矛盾：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

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7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8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

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9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9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

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10 只有神

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11 除

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

给我们的事 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 乃是用圣灵给我们的事。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乃是用圣灵

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

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

这些事惟有属 的 才能 透 属 的 能 透 事 却没有 能 透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15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

他。16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保罗没有轻视智慧：在完全的人中也讲智慧。
不像哥林多教会信徒在属灵上仍像婴孩，

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不像哥林多教会信徒在属灵上仍像婴孩，

不能完全领会属灵的智慧

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 个知道的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 个知道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二6-8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二6-8

对比于属世的智慧、领袖以为的智慧，乃是福音属天的智慧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既然智慧是神奥秘的事，人怎可能知道呢？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二10

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
对比世上的智慧、世上的灵，

属天的智慧、从神来的灵

圣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我们讲论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我们里面都有圣灵，我们能够明白神奥秘的事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既然智慧是神奥秘的事，人怎可能知道呢？

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
指拒绝十字架道理，尚未重生得救的人，

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行事为人受圣灵的引导、指教，

具有属灵的辨识力 都能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是信徒成圣的力量之源，
神的奥秘 智慧

具有属灵的辨识力，都能顺着圣灵而行

使我们明白神的奥秘、使我们有智慧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你们纷争、结党、高举人，是属灵人吗？三1-4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三1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

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2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3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那时你 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 是属肉体的，因 在你

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4 有

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

吗？吗？

‧对福音本质‧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你们纷争、结党、高举人，是属灵人吗？三1-4

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属天的智慧。

「高举人」是分党、属肉体的表现，

「属肉体」：

指与神唱反调，以人为本的状况。

属肉体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受私欲支配，

在属灵的事上只能算是婴孩。

高举人、推崇属灵领袖，
福音真败坏、模糊了福音真理的焦点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对教会领袖的性质与功能有所误解，才会去高举人

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波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矶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一12

所争论之领袖的特质所争论之领袖的特质－

都是与神同工，并不能代替神
用三个比喻，说明教导属灵领袖与神同工的关系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农业的比喻三5-9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5 亚波罗算甚么？保罗算甚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

的，引导你们相信。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甚么，浇灌的，也算不得甚么；只在那叫他生

长的神。8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

得自己的赏赐。9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得自己的赏赐。9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农业的比喻

如同农夫有不同型态的事奉，却有相同的目标
信徒犹如神所耕种的田地，

传道人犹如神所用的各种工人，

工人的工作要能产生果效，

全靠那叫五谷生长的神，

因此工人算不得甚么，

真正该得荣耀的是神。

工人彼此的关系密切、真实、不敌对，都是与神同工的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建筑的比喻 三10-15
信徒好像被建造的房屋信徒好像被建造的房屋，
传道人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

房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房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三10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

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

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2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

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

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

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15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

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建筑的比喻

教会是一栋建筑物，
工人用不同的建材参与建造

末日的时候，都要受到试炼
有人用金银宝石 有人用草木禾秸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禾秸，

有些烧毁、受亏损，

工人本人仍能得救工人本人仍能得救

有些禁得起考验，就要受到赞赏

提醒工人与建筑、工人与主人的关系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圣殿的比喻 三16-17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6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17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

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圣殿的比喻

教会不是普通的房屋教会不是普通的房屋，
而是圣殿 ─

神神的灵居住之处，
任何人 ─ 尤其是教会领袖

如使教会受损害，

神必追讨他的罪。

农业、建筑、圣殿的三个比喻，
领袖 结 纷争不因追随领袖，造成教会的结党、纷争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结论 三18-23

请自行阅读 经文后 左 继续课程

人的智慧是愚拙的，故不可拿人夸口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8 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三18 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

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19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

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20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21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夸口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21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22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矶法，或世界，

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23 并且你

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 ‧对保罗

结论：人的智慧是愚拙的，故不可拿人夸口

哥林多信徒往往自以为有智慧，
追随自己喜欢的领袖。追随自己喜欢的领袖。

保罗强调工人只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

教会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于神的，

那么何必以人夸口？

夸口导致教会的分裂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1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2 所求于管

家的，是要他有忠心。3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家的，是要他有忠心。3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

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4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

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5 所以，时候未到，甚么

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对保罗的误解 四1-21

并未说明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并未说明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
示范以「健康的态度」面对别人的批评

对神工人的评估 四1-4 除了神的审判，没有人能做评估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被你们 断，或被别人 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6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

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7 使你与

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甚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彷佛不

是领受的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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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 同作王。9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

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10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

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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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

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13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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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以使徒的卑微作榜样 四6-13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四6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四6

分党的背后隐藏着信徒的骄傲分党的背后隐藏着信徒的骄傲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14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

一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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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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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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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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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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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呢？

‧对福音本质 ‧对教会领袖‧对保罗

以父亲的权柄劝戒人四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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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勉当中有爱 情感 期待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四15-16

劝勉当中有爱、情感、期待
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都要过去

生命中圣灵的能力 流露到教会生命中圣灵的能力，流露到教会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耶稣赐下福音、圣灵、

宝贵主的工人，

引导我们认识你、进入福音的真理。

在错谬当中，仍能认识你的真光。谬 ， 真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递真理、
里面有主圣灵的人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一30当人高举「智慧」，
保罗如何说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人如何能得着「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人如何能得着「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一30当人高举「智慧」，

保罗如何说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人如何能得着「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人如何能得着「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二10 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