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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与福音纷争与福音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问安还有感恩的引言之后，保罗进入这封信的主题，
一10‐17他要处理的是教会纷争结党的问题。

10「他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他们 劝弟兄姊妹说 样的话」10「他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他们，劝弟兄姊妹说一样的话」，
教会要变成一言堂吗？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表达吗？只能照着一个声音来做事吗？

基本上我们晓得说，不是这样的理解。，

那么如果说一样的话，是同谁的心呢？当然是同主耶稣的心，就像
腓二5「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都以主的心、也就是

主的意念、主的思想，那么主所教训的，主所吩咐的这一切

我们照着祂的心意而行的话，这就是所谓一样的话。

不是谁说了算而是主说了算 不是教会里面谁的资历很高 资历久不是谁说了算而是主说了算，不是教会里面谁的资历很高、资历久、

资深或者说学历好、出生背景好、家庭丰富，不是这样，

而是以主的心为心，我们所尊崇的只是一个心思、一个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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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主的心为心，我们所尊崇的只是 个心思、 个意念，
那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所谓说的一样的话。

10「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当然如果分党就不可能一心一意 同心合意 也不可能彼此和睦相处当然如果分党就不可能 心 意、同心合意，也不可能彼此和睦相处，

不管是分党分派、分几个党分几个派，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大问题。

「彼此相合」，有恢复、重建的意思，
太四21 是「补网」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也有成全的意思

「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我们就彼此来成全
来自四面八方各个不同的出生背景 思想模式 成长的过程来自四面八方各个不同的出生背景、思想模式、成长的过程，

但是在主的恩典当中，祂把我们从世上呼召出来，
成为在属灵的家庭里，是属灵的弟兄姊妹，

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同被祂所救赎。

所以这样的彼此相合，当然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成全，
林前十二、十四特别讲到说肢体相顾这个恩赐，

互相的帮补的这个事情上更是清楚。
10保罗先把主的心意 主的准则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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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罗先把主的心意、主的准则带出来；

11就看到有状况发生。

11「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保罗把来源提出来，是不是不太好呢？对告诉保罗的人会有所影响呢？保罗把来源提出来，是不是不太好呢？对告诉保罗的人会有所影响呢？

基本上来讲，因为这个纷争结党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众所皆知的状况了，

所以保罗就很公开的把这个消息来源讲出来：在信徒当中有纷争。

到底是什么样的纷争呢？12「就是你们各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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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你们有你们的所属 我有我的所属 怎么样呢意思就是你们有你们的所属、我有我的所属，怎么样呢？
是不是要各别苗头呢？是不是要来彼此相争呢？

这个地方讲「我属基督」，其实也不是真正有敬虔、属灵的意思。这个地方讲「我属基督」，其实也不是真正有敬虔、属灵的意思。

13a「基督是分开的吗？」当人说：你看这个地方已经有四个有所属的了。
基督的身体就破坏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那，基督是分 的吗？
这样的各有所属其实就是分裂、不合神的心意。

保罗用 个问话的口气 你们各有所属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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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用一个问话的口气：你们各有所属是吗？

那么我问你：基督是分开的吗？



当其中有一派说他是属保罗的，那保罗会高兴吗？保罗一点都没有喜悦，
13b「我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13b「我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很清楚看到保罗的真理：
他对教会的真理、救恩、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

他不跨越这样的界线。当有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保罗没有喜悦，

保罗反而为他们担心，他们分裂了教会，分裂了基督的身体。

他就接下去做了说明 举个例他就接下去做了说明、举个例，
14「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司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

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
我也给司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

这地方我们看到他的谦卑，看到他做仆人的榜样、尊主为大非常清楚的认知。

有时候我们会说，我是哪一位牧师给我证的婚、哪一位牧师给我施的洗，
感觉上很光荣。但是就要问：受洗以后，你现在的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如何？

结婚的第二天以后到如今 你的婚姻以及你的家庭见证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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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第二天以后到如今，你的婚姻以及你的家庭见证如何呢？

所以我们不是把人用人的名高举他，然后来加强自己的身份地位。

保罗不是这样，17「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非常清楚地讲出了他服事的重点 讲出了他事奉的中心非常清楚地讲出了他服事的重点，讲出了他事奉的中心，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知道他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路四38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
那个地方的人就想要把耶稣留下来，希望耶稣可以行神迹。

但是在路四43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耶稣说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 」耶稣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

耶稣虽然很乐意的解除或者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但是更重要的耶稣来是传生命之道的。

回应到林前一17保罗也说基督差遣他不是为着施洗，乃是为着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呼召我们来服事祂，

我们要做的、要事奉的核心是什么吗？

如果我们是传道人，就应该是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
应该看重神所呼召我们要来服事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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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重神所呼召我们要来服事他的重点，
而不是有许多世上的杂务，来拖累了我们在服事上的忠心。

专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蒙召的时候所领受的上帝的呼召 呼召清楚吗？应该有非常有把握也就是蒙召的时候所领受的上帝的呼召，呼召清楚吗？应该有非常有把握。

如果我们是做传道者的话，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有这个把握，

你已经奉献了，你已经是在神学院装备，或者是说你已经完成了装备

做神的仆人，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

我们一生所要服事祂的核心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把重心转移了，
不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事实上还是辜负主的恩典不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事实上还是辜负主的恩典。

所以这边讲的是我们到底走着这条服事的道路，重心在哪里呢？

保罗说他不是为着施洗，是为着传福音。

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都是带职服事者，但是也是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在各行各业、在职场上，做职场的宣教者。

要忠于我们手中的工作，要好好的做好我们在社会上的责任

不只是把我们手中的工作做好，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各行各业那么我们也是一个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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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各行各业那么我们也是 个宣教士，

我们也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

所以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上帝呼召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离 这个跑道 走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不是要离 这个跑道，走到别的地方去。

17b「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所谓「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是跟希腊哲学的逻辑推理、辩证学有关的等等

 也就是在林前二1 所说的「高言大智」，

就是用很华 的辞藻 讲得很好听 来炫耀就是用很华丽的辞藻，讲得很好听，来炫耀、

来凸显自己有辩证的能力，很会说话，

用很华丽的辞藻，然后来炫耀、突显自己，用很华丽的辞藻，然后来炫耀、突显自己，

然后也来说服别人

高言大智意思是这样，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用法，高言大智意思是这样，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用法，
在内容跟传递的方式上，当然跟福音就有很大的差异，

仅是用所谓的好听的话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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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传福音本身，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一18‐25「十字架与神的智慧」这个问题…
「智慧」这个词在保罗书信一共用了45次「智慧」这个词在保罗书信 共用了45次，

而在哥林多前书就用了28次，一到三章更占有26次。
智慧是哥林多人爱用的字眼，他们可能以为这个信仰、来看智慧，

他们就批判— 谁是最好的智慧教师呢？

是保罗吗？是亚波罗吗？是彼得吗？因此看到高举智慧的问题。

其实在林前 四整体来讲 也是在讲智慧的问题其实在林前一‐四整体来讲，也是在讲智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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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高举智慧的时候、就不会高举十架

当我们高举十架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荣耀归给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 很大的不同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大的不同。

保罗在第一章说十字架是「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
19用了赛廿九14「就如经上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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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用了赛廿九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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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当人高举自己的智慧，我们会看到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去，
那些所谓的有智慧的人、会辩论的辩士、

或说文士、或说智慧人，他们还在吗？
他们已经随着时间而消逝，他们不会永存在这个世上

他们逞自己口舌之能的智慧 辩论又能存在多久呢？他们逞自己口舌之能的智慧、辩论又能存在多久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世上的智慧就变成愚拙，
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好让我们不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应该来倚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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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自以为有智慧，他其实没有办法认识创造他、创造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人要用自己的智慧来找神是很困难的。

我们感谢主 神主动的彰显祂自己 神差遣了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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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主，神主动的彰显祂自己，神差遣了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所以人以为愚拙的道理，但却能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福音基本上有一个对人的冒犯性，
因为我们传福音一定会讲到罪嘛 对不对？因为我们传福音 定会讲到罪嘛，对不对？

没有人喜欢被别人说有罪，也为传福音能够委婉，

我们会说：「我们都是罪人。」

教会传福音就变成了一个要特别注意、避免的事，甚至我们就不说，
我们只说什么呢？我们只说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有平安，

我们都不讲罪了 但是事实上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 为什么？我们都不讲罪了。但是事实上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为什么？
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是接受了救恩之后的结果

福音，讲到神、人、罪、恩、信，这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重点，

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必定会得着、会得享从神来的喜乐跟平安

我们如果撇弃了这个神、人、罪、恩、信，也就是福音的重点的内容，
为什么呢？因为若人没有认罪，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宝血的赦免，

那他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罪其实是一件蛮严重的事！
但是当人真的愿意明白 愿意领受 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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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人真的愿意明白、愿意领受、愿意承认自己是 个罪人的时候，

并且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么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22‐23「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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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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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十六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神迹是为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不是单独存在。

这个世界上，看过、经历过最多神迹的，或者听过上帝发声，

然后借着众先知来警示世人 警示 个民族 那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借着众先知来警示世人、警示一个民族，那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现在还有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还在救恩的门外。

犹太人只要神迹 但是他却不要行神迹的神犹太人只要神迹，但是他却不要行神迹的神

希腊人求智慧，高举人的智慧，却不求从神而彰显的智慧

保罗说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很笃定、很真实的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会看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祂成全了救恩。

犹太人不信，就把耶稣基督，就当作绊脚石了，他们反而跌倒在其上；

外邦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愚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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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愚拙的说法，

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所成全的救恩，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24「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我们知道神爱世人 所 不论是犹太人 不论是希腊人我们知道神爱世人，所以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希腊人，

当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就得救。

这地方保罗把十字架高举 保罗把耶稣的救恩很清楚的传讲出来这地方保罗把十字架高举，保罗把耶稣的救恩很清楚的传讲出来，
高举十字架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

我们要让自己不高举人、不高举自己的方法，

不是克制自己、手不要高举人、不要高举自己，

而是我们很清楚十架救恩

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高举十字架、懂得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那我们就自然的有主的生命。

所以在教会牧会，当然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所以在教会牧会，当然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
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明白真道、发挥恩赐、建立教会、对内造就、对外宣教…。

但是，更清楚的、更要被提到的，就是要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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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懂得把荣耀归给神的教会，里面的问题，自然就会减少许多。

保罗也提了哥林多人的经历—他们过去是怎样的人，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
由此也可印证神的智慧 跟人自以为的聪明是不一样的由此也可印证神的智慧、跟人自以为的聪明是不 样的。

2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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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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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从 林多教会信徒的背景来说 就很清楚地看 靠自 人也不能够高举自从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背景来说，就很清楚地看到靠自己、人也不能够高举自己，
甚至如果用一个比较的说法的话，其实比我们有智慧、有能力的很多，

比我们出生更好的很多 但上帝都不看这些比我们出生更好的很多，但上帝都不看这些
而哥林多的信徒，六9‐10里面有许许多多，背景是很混乱，

但是上帝还是呼召了他们，神的爱还是临到了他们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你不能高举自己，我们常说：一山还比一山高，
如果我们在世上要比较的话，比我们好的人很多，

但是我们感谢主 上帝不是看了谁的出生 谁比较能够得着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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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不是看了谁的出生、谁比较能够得着救恩，

如果以人的挑选来看，可能都挑选不到我们吧。

但是感谢主，上帝的眼光不是这样，神的呼召也不是看这些条件，
人看人是看外貌 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

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高举智慧、高举哪些老师、教师，
事实上等于高举自己，但我们仔细的看看自己，

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真的还是很卑微的。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要追本溯源，
是不是要把感恩的源头归向于神 不是高举人或者高举自己是不是要把感恩的源头归向于神、而不是高举人或者高举自己？

一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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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感谢主，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弗二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不是出于自己，
不是我们看自己好像比别人高，我们就配得救恩，

林前一30「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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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30「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的智慧来源是那大有智慧、无所不知的神。

雅一我们有缺少智慧的，就要向那赐给我们智慧而且也不斥责人的神向祂求，
祂就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祂就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神让祂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让我们在基督里因信而称义；
我们是没有圣洁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祂给我们成圣的地位，

也告诉我们要追求成圣的生活。
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但祂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祂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祂救赎了我们；

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太认识自己、不怎么认识自己，

以为自己认识自己，但是却不是如此

但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圣灵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因着认识神，就更清楚的看见自己，

看见了自己以后 我们应该更深的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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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了自己以后，我们应该更深的来感谢，
并且不自夸了，而能够夸耶稣基督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