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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与神的智慧圣灵与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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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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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传福音的方法 事实上就是在第1 4节 讲到说他不用高言大智所以他传福音的方法，事实上就是在第1、4节，讲到说他不用高言大智。
一17所谓智慧的言语，也就是用华丽的辞藻、好听的话，

然后来炫耀、来突显自己的特长、自己的学问，然后来说服别人，然 来 耀、来突 特长、 学问，然 来 别 ，

这个不是福音使者所要做的事，
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的说到他传福音的方法。

我们传福音特别注意，不是只说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
不要把信耶稣的结果当作福音的内容来传。

所以在二1 4保罗强调他传福音的方法所以在二1、4保罗强调他传福音的方法，
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用高言大智，

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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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证明这个福音的真实性、福音的可信的重要。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2「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架 」2「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架。」

所谓「别的」也就是除了福音的内容以外，保罗知道的其实是很多的，

因为他是在当时有名的老师迦玛列的门下受教，他的学问是很好、很高的

但是他在基督里被主得着之后，他不用自己所知道的或是拿自己的学问在炫耀，

他定了主意—由此可见他有一个立志，他不再说别的了

他知道的很多 但是他除了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以外 他不说别的他知道的很多，但是他除了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以外，他不说别的，
这是他传福音强调的福音的内容，

所以如果我们只传平安福音、喜乐福音，那跟所说福音的内容，实在差很多。

这边告诉我们：福音的内容是「耶稣与祂的十字架、十字架与耶稣」，
这是二而一不能分的，就好像「受难和复活」是二而一。

这个是保罗说他「定了主意」，他不知道别的—
保罗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神的托付是何等的荣耀、

是何等的神圣 是何等的严肃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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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等的神圣、是何等的严肃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要传的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以及祂的十字架。

他传福音的态度是什么呢？3「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竞。」
保罗传福音 完成福音使命的态度 在这里看到是软弱 惧怕 战竞保罗传福音、完成福音使命的态度，在这里看到是软弱、惧怕、战竞。

保罗强调自己的软弱，因为他知道离了主耶稣基督，他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他不是高举自己的智慧、也不是高举自己的才能，

他也不是认为靠自己他可以完成这样的大事。

罗七18「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看到 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他不靠圣灵 他依然没有办法为主作见证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他不靠圣灵，他依然没有办法为主作见证。

保罗的态度在这里是软弱、惧怕、战竞。不是说他很怕这个哥林多的信徒，
其实他跟哥林多的教会应该是亲密的关系，其实他跟哥林多的教会应该是亲密的关系，

因为他在他们当中有一年半的时间、而且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

但是他强调的就是他不靠自己、强调自己的软弱。

那么可以看到一个真实被更新、被改变生命的保罗：
以前他是拿着逮捕令要去抓基督徒、逮捕基督徒的

但在将近大马色的这个路上 他是被主完全的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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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将近大马色的这个路上，他是被主完全的得着

更新了的保罗，他不靠自己了，他要来完全的靠主。



那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出于神的大能的荣耀的见证…
5「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5「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最大的能力不在方法而在圣灵，然后来服事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人的信
就不是出于人的智慧，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小聪明、能力、智慧来救自己。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同样传福音的人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花招、伎俩，
或者说很会讲话，然后带人信耶稣。我们不可能用辩论把人辩信主的，

为当 辩的 想 何的 倒 也想 何来 倒对因为当跟人辩的时候，就一心想要如何的驳倒你、你也想要如何来驳倒对方，

所以辩论是无法把人带信主。彼前三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常做准备，而且还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敬畏是对神、温柔是对人的，就看到态度非常重要

传福音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

带着高姿态去传福音那个结果可想而知，

更是以做仆人的心态去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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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以做仆人的心态去传福音

保罗在罗马书就讲了，他以欠债的心态，然后来传福音。

对还不认识主的朋友，当然要传福音给他们，这就是我们欠了他们福音的债
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就不知道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不知道把荣耀归给神，

信了主以后我们也还是常常窃夺神的荣耀，

我们其实就欠了神的荣耀债，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

对弟兄姊妹，其实是欠爱心债的，

罗十三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所以我们是 个欠债的人 我们欠了不信的人 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欠了不信的人，欠他们福音的债；

欠神的荣耀债；欠弟兄姊妹爱心债，我们还能骄傲的起来吗？
我们就必须要用谦卑的态度，然后来传福音。我们就必须要用谦卑的态度，然后来传福音。

所以这样的信、对方的相信，就不是我们在做些什么，

而是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做成了这个美好的、救恩的大能结果。

所以人的信就不在乎他自己的智慧，而是在于神的大能，
也不在于传福音的人有什么聪明，有什么能力，而在乎神的大能。

这段其实非常重要 保罗传福音 在完成福音使命的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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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其实非常重要：保罗传福音，在完成福音使命的他的方法，

他传的内容，他的态度，所带出来的美好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不讲智慧了呢？其实不是，
圣灵还有神的智慧依然是彰显的 6「然而 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圣灵还有神的智慧依然是彰显的，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完全人就是指长大成熟的人，在属灵人、在长大成熟的人中讲神的智慧，

其实，对方是明白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还是讲智慧，
因为5「信是不在乎人的智慧」，但是神的智慧依然非常清楚。

在这段看到是 个明白的人 明白救恩的人 明白真理的人 生命成熟的人在这段看到是一个明白的人、明白救恩的人、明白真理的人、生命成熟的人，

他能够懂得神的智慧，他也不会靠自己的智慧。这世上有人是有权，

有人是有位，有人是有财，但是他们是将要败亡之人，智慧也不能永存。有人是有位，有人是有财，但是他们是将要败亡之人，智慧也不能永存。

属世人的智慧要败亡不能永存；但是属灵的、属神的智慧会存到永远。
人用自己的智慧来造神，用自己的好行为来积功德，这是死路一条，

只有基督把神的国显明在世人当中，可一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会看到神国。

约三耶稣对尼哥底母传重生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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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耶稣对尼哥底母传重生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神国真理非常非常重要。

耶稣在复活之后，徒一3祂有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这个所谓的奥秘就是智慧 就是属于神的国的智慧和奥秘 福音的智慧和奥秘这个所谓的奥秘就是智慧，就是属于神的国的智慧和奥秘，福音的智慧和奥秘。

耶稣才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在祂所行的事上显明了福音的奥秘，
若不借着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神奥秘的智慧就彰显在福音的里面，

7a「我们所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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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

我们在福音里面，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着荣耀，

弗三3‐4「福音的奥秘指的就是基督的奥秘，彰显在福音的里面。」弗三3 4「福音的奥秘指的就是基督的奥秘，彰显在福音的里面。」
弗三5「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
西二2‐3「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

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保罗不是不讲智慧，

但不是讲世人的智慧 将灭亡之人的智慧 但是讲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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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讲世人的智慧、将灭亡之人的智慧，但是讲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就是基督，就是福音的奥秘。



8「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 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们自己来想一套福音，就不会想出现在真正的福音内容，
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好听的、人喜欢的，

但是如果你讲救恩、讲福音，不提到罪，那人如何能知道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架、赦免我们罪，重要的救恩内容呢？

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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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内容，只有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10「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在这边让我们所看到的是：6 保罗在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他不用世人的智慧

7 他用的是神奥秘的智慧

8 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世人不知道的智慧

9 这个智慧是神所预备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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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个智慧是神所预备的智慧

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奥秘。

二10‐16我们看到圣灵在福音使命当中的功用…
二10 12「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二10‐12「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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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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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能够信耶稣，不是人用什么样的话语辩论，然后让我们可以信；
每一个人能信主，都是圣灵奇妙大能的恩典。

没有 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哪怕你是牧师的儿子 也必须要自己认罪悔改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哪怕你是牧师的儿子，也必须要自己认罪悔改，
打 心门接受耶稣。每个人，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生命见证，

所以耶稣要我们为他作见证，要从耶路撒冷一直要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耶稣要我们为他作见证，要从耶路撒冷 直要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徒一8 耶稣没有说讲我的道、查我的经，但耶稣却说做我的见证。

为主作见证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第一手的资料，做见证就是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
「见证人」这个字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

我们在一个不容许人为主作见证的地方甚至会殉道。

但这个信仰太宝贵了 这个救恩太宝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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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信仰太宝贵了、这个救恩太宝贵了，
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甚至摆上生命的见证。

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召，圣灵使人可以知道神的事，

圣灵也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圣灵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

圣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知道祂，圣灵让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明白

许多的事、许多的真理。「知道」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赛五13a「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无知会被掳，

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如果不紧紧抓住生命的道、圣经所启示为主做见证，
美好的主的教训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谨守的话美好的主的教训，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谨守的话，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的说法，就会把我们掳走。

斯托得牧师《世界正等待的门徒》说：廿一世纪的教会、基督徒，斯托得牧师《世界正等待的门徒》说：廿 世纪的教会、基督徒，
多元主义要面对；道德相对主义要面对；物质主义要面对；
自恋主义，人自以为自己可以做神。在有各种不同说法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呢？

你怎么能够说若不借着主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呢？

你怎么能够说耶稣是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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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能够说耶稣是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呢？

这些都是现代的人对基督教、对基督徒的挑战。

我们要如何的回应呢？这个我们平常就是要思想的…
面对多元的主义 多元的说法面对多元的主义、多元的说法，

我们仍然要谨守神圣的地位、追求成圣的生活

道德相对主义者不是这样说—每个人心中可以自由，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些事情。但基督徒就是要面对，
不是关起门来、或者只是在礼拜堂做礼拜，我们还要出去，

面对广大 还不信主的朋友们 如何来回应我们的信仰就非常重要了面对广大、还不信主的朋友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的信仰就非常重要了
自恋主义强调自己可以成神，我就是神，我自己可以主宰我的生命，

这样的说法，我们要如何的来帮助他，这就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面对的

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经、透过教导，来明白神 恩赐给我们的事，
无知会被掳，不明白真理会被这世界的众说纷纭的潮流、说法来带走。

但今天的这些世人的说法，今天一套明天一套，

我们到底要听谁的，如果不回到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稳脚步。

因此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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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二10‐12神借着圣灵来显明福音使命的宝贵。



二13人借着圣灵来解释属灵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
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人是借着圣灵来解释属灵的事，你不能靠了自己的聪明智慧，

属地的世人的智慧跟属天属神的智慧，就是不一样的

 13小字「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就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才知道如何可以讲出合神心意的教导。

你讲到这个人是神的儿女 那么他所讲的 在神所启示的你讲到这个人是神的儿女，那么他所讲的、在神所启示的、
主耶稣所教训的，他要讲给明白的人听

如果他还不认识主，圣灵不在他的心里，那我们讲的很多关乎信仰的事情，
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能够了解，我们就必须要传福音让他们明白，

我们当然还是可以用他能够明白的话，讲今天的世人的光景、需要，…

你能够跟一个人能够交通到心里的话、心里的事，如果他是神的儿女，

就能够让他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

就好像现在我们在查经 就是用属灵的话 然后来解释属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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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现在我们在查经，就是用属灵的话，然后来解释属灵的事，
也是这个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

我们可以好好的查圣经、可以明白这个真理的奥秘，

那是因为你我心中都有圣灵那是因为你我心中都有圣灵。

属灵的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让我们知道神 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能够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

那么我们也有基督的心来体贴神国的事，也就是以神国的事为念。
14a「属血气的人，不认识主的人，他就不能够领会圣灵的事。」
14b 15「属灵的人 才能够看透万事 却没有 人能看透了祂 」14b‐15「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祂。」
16「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属灵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带领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属灵的人，有圣灵在我们 里带领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

我们心中所思所想的，主都知道

感谢主也正是如此，我们在祂的面前没有办法隐藏，

因为祂能够看透我们所有的一切事情

我们因为有主的心、有主在我们心中，我们明白祂的心思，
我们能够从圣经 从圣灵来体会主的心肠

14

我们能够从圣经、从圣灵来体会主的心肠，
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做合祂心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