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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论吃祭偶像之物
哥林多前书八－十
哥
前
十
从教会中引起争论的问题，
从教会中引起争论的问题
保罗教导「基督徒自由」的关键和原则
哥林多城庙宇林立，
多
市上出售的肉类往往事先祭过偶像；
社交宴会往往假外邦神祇之名，于庙内举行。
基督徒对可否吃祭过偶像之物、意见分歧：
 有些自认为知道偶像的虚无，
声称有自由吃这些食物，甚至在庙内坐席；
 信心软弱的信徒，则认为祭过偶像的食物要远避为佳。

开始播放

第十七课 论吃祭偶像之物
这段经文讨论的问题须审慎处理
这段经文讨论的问题须审慎处理：
祭偶像之物有否牵涉鬼魔或是不道德？
身为信徒 我们应否吃祭过偶像的肉类？八4
身为信徒，我们应否吃祭过偶像的肉类？
肉类本身与道德无关，不涉及对或错；
 买这些食物或做这行生意，当如何处理？
买这些食物或做这行生意 当如何处理？
处理？
 若照常吃喝，是否与异教生活没有两样？
两样？
保罗用长篇讲论这样的问题。
保罗用长篇讲论这样的问题
今日的信徒在生活上遇到类似的问题，
保罗所教导的原则的应用仍旧清晰、重要。
清
重

第十七课 论吃祭偶像之物
保罗分为四方面表明立场：
 知识和爱心的关系 （八）
 运用自由的原则 （九）
 拜偶像的危险 （十1-22）
 实际的指示 （十23-十一1）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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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
爱心能造就人。2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甚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3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4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
世上算不得甚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5 虽有称为神的，或在
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6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
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7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
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污秽了 8 其实
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
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9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10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
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11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12 你们这样得罪
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1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
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偶像算不得什么，世上只有一位真神、一位救主
缺乏正确认识的信徒，以为偶像是实在的、有能力的，
认为吃了祭偶像之物就是与偶像有关系。
他们如见其他信徒在庙里坐席，
自己也跟着吃祭偶像之物，
以致于良心有愧、污秽，
等于犯罪跌倒了。
虽然食物本身是中性的，
有知识的信徒仍应
约束自己吃东西的自由，避免绊倒弟兄、得罪基督。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
保罗认为不在乎观点 重要在于态度
保罗认为不在乎观点、重要在于态度。
知识的限制：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甚么，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甚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八1-3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自以为知道」的
」的知识造成骄傲的态度，
造成骄傲的态度，
要用爱心来运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不造成威胁；
但有些人会在良心中跌倒。
但有些人会在良心中跌倒
我们不应放纵自己的自由，使别人软弱跌倒，
其他的行为也要警醒 如淫行的问题
其他的行为也要警醒，如淫行的问题。
在生活行为中没有敏锐的去察觉，
会在教会里引起问题。
会在教会里引起问题
有知识的人要有爱心
有知识的人要有爱心，
为着别人的软弱、
要约束自己的自由。
要约束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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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 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
主里面所做之工吗？2 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
在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 3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
在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
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 4 难道我们没有
权柄靠福音吃喝吗？5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彷佛
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矶法一样吗？6 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7 有
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
奶呢？8 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9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
着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牠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10 不全
着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
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11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
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12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
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13 你们岂不知为圣
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14 主也是这样命定，
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 ‧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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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5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
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16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
传福音，我便有祸了。17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
付我了。18 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甚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
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19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
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 20 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
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向犹太人 我就作犹太人 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
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21 向

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22 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
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向软弱的人 我就作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向甚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23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24 岂不知在场
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 人？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25
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
坏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27 我是攻克己
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 ‧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约束自己的自由
保罗以身作则 说明运用自由时应替别人着想
保罗以身作则，说明运用自由时应替别人着想。
保罗作使徒的凭据 九1-3

见过复活的主、
见过复活的主
有建立教会的过程。
以自己作实例，为别人着想，
愿意放下自己使徒的权利。
保罗应享有使徒的权利 九4-14
娶信主的姐妹为妻、靠福音养生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 ‧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保罗有使徒的权利，
为着福音的缘故 甘愿放下权利 九15-23
为着福音的缘故，甘愿放下权利
九15 23
「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尽量体恤、迁就对方的立场，使人易于接受福音
「向甚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九22
为着更高的目标：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九23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 ‧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保罗的自制 九24-27

积极的自我约束
赛跑的人为要赢得比赛，都全力以赴，
侍奉主的人生仿佛在赛跑
－竭力奔跑。
保罗着重自己在神的国度当中，
等待神的国度降临。
不愿意到了与复活的主见面时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了」九27
用以色列人为例提到被弃绝的危险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 ‧实际的指示

在旷野的先祖滥用自由的鉴戒
祖宗曾蒙受神的恩典十1
十1-4
4
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都在云里 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十1-2
十1 2
过红海的经历，表明他们连于摩西，
类似洗礼使信徒连 基督 样
类似洗礼使信徒连于基督一样
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
那盘石就是基督。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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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2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4 也都喝了一样的

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那盘石就是基督。5 但他们中间多半
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毙。6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
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7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
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百
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8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
二万三千人；9 也不要试探主（有古卷：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
灭。10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11 他们遭遇
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12 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13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
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 ‧实际的指示

在旷野的先祖滥用自由的鉴戒
祖宗在旷野犯罪受罚 十5
十5-10
10
不要像他们一样：行恶事、拜偶像、
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
先祖都是蒙恩典的，却是被弃绝的；
提醒哥林多信徒要谨慎受警戒：
不要因为自己蒙恩得救而骄傲自夸；
当代的信徒也要谨慎：
为有些人生命的软弱而有所不为，
为有些人生命的软弱而有所不为
愿意自己的自由受约束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 ‧实际的指示

安慰的应许十13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 ‧实际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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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 条出路，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不要因为如「吃」的小事，就被试探而跌倒了！
不论任何试探，信实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
愿我们因为顺服主的缘故，找着出路，放下自由而顺服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 ‧实际的指示

主的筵席与鬼的筵席之区别
以领主的圣餐与异教崇拜仪式中的吃喝作比较
以领主的圣餐与异教崇拜仪式中的吃喝作比较：
 旧约时代可以吃自己献上的祭物，表示与神有份
 现在教会守主餐，表示与基督有份
现在教会守主餐 表示与基督有份
虽偶像是虚无的，食物也不算甚么，
但因偶像崇拜背后是鬼魔在工作，
但因偶像崇拜背后是鬼魔在工作
若参与偶像崇拜中的吃喝，
有 鬼魔
有与鬼魔打交道、弃绝主的问题
道
宗教礼仪上有共通之处，要小心谨慎，
对良心软弱的信徒，更要有所警戒

继续课程

十14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15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

的，你们要审察我的话。
的
你们要审察我的话 16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17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18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分吗 19 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
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分吗？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祭偶像之
物算得甚么呢？或说偶像算得甚么呢？20 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
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21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
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22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
他还有能力吗？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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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24 无论
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25 凡市上所卖的，你们
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甚么话，26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
主。27 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
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甚么话。28 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
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29 我说的良
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甚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30 我若
谢恩而吃 为甚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谢恩而吃，为甚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甚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32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
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
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十一1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
基督一样。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运用自由应以造就人为原则：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十23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十24
吃祭偶像食物的原则，引伸到传福音和基督徒的成熟。
的成熟。
面对信心软弱的弟兄 就必须放弃自由的权利
面对信心软弱的弟兄，就必须放弃自由的权利，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出自爱心，以免损害软弱信徒的良心。

凡事都要谨慎 荣神益人
凡事都要谨慎、荣神益人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让保罗的榜样、神的话都释放我们，
以坦然的态度、真理来面对危机，
然的态度 真理来面对危机
上帝能够把危机化为转机。
存着顺服 信心
存着顺服、信心，
来找着神所赐的出路，
每个人都可以被造就，
也成为造就别人的人。
不要怕问题，
问题是上帝给予我们成长的机会

‧知识和爱心 ‧运用自由的原则‧拜偶像的危险‧实际的指示

保罗的榜样 十33至十一1
劝勉哥林多教会效法他自我牺牲的榜样
劝勉哥林多教会效法他自我牺牲的榜样。
最终仍是警告基督徒不要以为自己蒙恩典、有特权，
应该为众人的共同益处着想。
应该为众人的共同益处着想
在基督里是自由的，
但不能因此令教会中
软弱的弟兄受亏损。
在真理中我们都有自由，
但在爱心原则中甘愿自由是被约束的
爱心
甘
被约束

祷告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让我们都认识你、属于你。
我们都知道真理 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
我们都知道真理，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
求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坚持对真理的认识，
让我们能坚持对真理的认识
也能够去俯就卑微的人，看到别人的难处，
使教会在真理中 齐成长 在软弱中被主刚强起来！
使教会在真理中一齐成长、在软弱中被主刚强起来！
在生活中因为顺服主 自己成长 也成为别人生命的成长
在生活中因为顺服主，自己成长、也成为别人生命的成长

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保罗在第九章以他自我约束的榜样
谈论基督徒运用自由的原则，
是以哪一节经文为钥节？

可以阅读解答

问题思想
 保罗在第九章以他自我约束的榜样
谈论基督徒运用自由的原则，
是以哪一节经文为钥节？
 九23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运用自由应以造就人为原则，
保罗提出了哪两个关键原则？

 运用自由应以造就人为原则，
保罗提出了哪两个关键原则？
一.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十23
二.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十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