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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问题聚会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聚会问题。保罗在处理了

教会淫乱、争讼、婚娶、吃祭物、权柄与自由等问题之后，

现在面对的是教会秩序的问题现在面对的是教会秩序的问题：

十一先讲妇女蒙头的问题，再讲圣餐的问题；
十二、十四还有属灵恩赐－说方言的问题。、 还有属灵恩赐 说方言的问题

十一1-16蒙头的问题，1「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如果按着上下文意来看的话，这一节接在第十章的最后应该是更妥当，

它直接的翻译是说你们要成为我的效法者，如同我也成为基督的效法者一样。

也就是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
你们要成为我的效法者 动词「成为」 是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你们要成为我的效法者，动词「成为」，是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
意思是保罗命令信徒要不断的效法他，如同他不断的效法耶稣一样

在翻译和合本的时候没有「成为」，但是它原来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动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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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是成为一个效法者。

保罗说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因为在林前四16有讲到「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但是在十一1有后续—如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在十 1有后续 如同像我效法基督 样。

当然保罗不是在四的时候自夸，要信徒来效法他，然后到十一才想起
「我也是在效法基督」，当然不是这样。

保罗一直是谦卑，他也一直是基督的效法者，
但是在第四章他是以为父的心肠在对信徒，

真情的 恳切的来告诉他们 来教导他们真情的、恳切的来告诉他们，来教导他们。

保罗是以牧者，特别是建造教会的牧者，
他在教会带领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基督，他在教会带领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基督，

他用一个牧者的身份、为父的身份，来对他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

当然我们是来效法基督，但是感谢主，
因为祂也放了一些美好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四周，好像云彩一般，

我们看到有生命美好见证的神的儿女，

我们知道他们是以基督为榜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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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他们是以基督为榜样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们，如同他们效法基督一样。

2「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记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乍看之下和保罗前面的责备 劝诫有所出入乍看之下和保罗前面的责备、劝诫有所出入…，
如果是用为父心肠来看，我们就能够体会保罗对信徒的爱

他看见他们的软弱、需要更新、改正的地方，他是直接的来说，

但是他也从不吝惜对他们的肯定和赞美
3「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些都是在保罗书信中常出现的句子这些都是在保罗书信中常出现的句子。
「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看到一个神的定规，就是从神到基督，到男人，到女人，
讲到说基督是各人的头。

基督是各人的头是一个喻意，这个无分男女，是每一位信徒、因为是各人。

这个头我们要从源头看 从权柄看 从创造来看的话这个头我们要从源头看、从权柄看、从创造来看的话，

林前八6「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我们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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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 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
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祂有的；我们也是借着祂有的。」



4-16进入到蒙头的规范，就是男女有别…
首先是男人不需要蒙头的理由，4「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首先是男人不需要蒙头的理由，4「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7「男人不需要蒙头，因为男人是神的形像和荣耀。」
神的荣耀是不能够遮住的，所以神的荣耀不可蒙；

而且从创造的次序来看男人是先于女人被创造，
8「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所以男人不需要蒙头的理由因为：所以男人不需要蒙头的理由因为：
男人是神的形像和荣耀，神的荣耀不可遮住

从创造的次序来看，男人是先于女人被创造

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12「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在敬拜中，只有神配得祂该得荣耀。

起初女人是由男人而出，为的是帮助男人；
创世记神为亚当找一个配偶要帮助他，为的是帮助男人，

所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但之后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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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之后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12男人的存在是因着女人的存在显得更完全。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强调男女有别，但是是互补而且互相需要。…
11「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11「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

这一切都相互相辅相成，互相的依附，所以是互补的而且是互相需要的，
那一方的存在都应该带着尊贵荣耀给对方，神在男女虽然有别，

但是他们的尊贵是一样的。感谢主，神所创造的每一位都是独特的，都是唯一的。

整个的社会制度，女人的地位一直是比较低的，但是在主的恩典当中，
祂的拯救是没有分别的 地位也是一样的 男女都是一样的荣耀祂的拯救是没有分别的，地位也是一样的，男女都是一样的荣耀。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万有都是出于神，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12b「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应当向着神来全然顺服。

所以男人不需蒙头的理由，男人是神的形像和荣耀，神的荣耀不可蒙住，

而且创造的次序男人先于女人。女人也是男人的荣耀，只是不要忘记在敬拜中，
只有神该得荣耀，只有神配得全然的荣耀，我们都应当向神全然顺服，

因为万有都是出乎神。
所以男人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男人若有长头发 14「便是他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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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男人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男人若有长头发，14「便是他的羞辱」。

男人蒙头是羞辱自己的头，留长发也是这样，男人不需蒙头的理由在这里。

女人应该蒙头的理由，10「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女人蒙头显出她顺服的记号 就好像天使的顺服一样女人蒙头显出她顺服的记号，就好像天使的顺服 样，

15「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显出顺服的见证，这是神所定规的。

在林前有三处的经文跟天使有关：四9「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六3有一天圣徒要审判天使，十三1天使的话语，在这个地方是为天使的缘故。

在《新约神学辞典》当中记载着天使是宇宙秩序的监察者，
祂会在聚会当中监察信徒的行为是不是得体祂会在聚会当中监察信徒的行为是不是得体，

所以妇女必须在崇拜中蒙头，来显示她们顺服丈夫权柄、作为一个记号。

这个教导放在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当如何的来思想，来应用呢？这个教导放在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当如何的来思想，来应用呢？
保罗在写信的当时，女人蒙头也与风俗有关的，按着犹太人的惯例，

如果妇女犯了奸淫她就会被定罪，然后会被剪头发、逐出会堂，

当然就是非常羞辱的事，所以如果女人不蒙头的话，

不仅是构成对她丈夫的一个羞辱，也是羞辱了自己。

即使在希腊的社会 妇女剪短发仍然是会被视为 被看作一个不名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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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希腊的社会，妇女剪短发仍然是会被视为、被看作 个不名誉的行为，
因为只有拜偶像的妇女还有庙妓的头上是不带帕子的。

对于今天来讲我们的应用又该如何呢？
因为今天大多数的教会妇女聚会的时候并没有蒙头因为今天大多数的教会妇女聚会的时候并没有蒙头，
如果今天你在聚会当中，为着主的缘故你也蒙头，你以蒙头为顺服的记号，

那也很好的，那也无妨的，因为有少数的教会至今仍然是在奉行的。

只是若不是仔细的、详细地来解说的话，
不是所有的人看到妇女蒙头都明白这是一个顺服的记号，

因此真正的我们来应用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顺服的心志 放在我们的心里因此真正的我们来应用，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顺服的心志，放在我们的心里，
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显明，就是顺服基督，不论男女，只要是信徒，

只要是神的儿女，不论是弟兄或姊妹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应当顺服，是神 ， 是弟 或姊妹在 中，我 都应 顺服，

不只是用一个外显的帕子，一个记号，那是别人由我见耶稣。

如果在聚会中姊妹蒙头，可能一看就看到，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不能让别人一看就看到呢？

意思就是基督徒显出该有的在行事为人上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的顺服显明了在行事为人上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的一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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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顺服显明了在行事为人上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的一个记号。

这是一个论蒙头在十一1-16的聚会问题。



接下去17-34是富有的信徒羞辱贫穷的信徒，由此可见在群体中，
敬拜和尊重他人是密不可分的。敬拜和尊重他人是密不可分的。…

17-22 保罗提了一个聚会有损无益的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意外：

因为平常我们邀请人来聚会，希望大家不要停止聚会；

这里竟然讲到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聚会是有损无益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聚会是有损无益，这是非常特别的 件事，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信徒、肢体之间分门别类。

富有的信徒缺乏爱心、与贫穷的信徒分享食物，富有的信徒缺乏爱心、与贫穷的信徒分享食物，
这和第一章的分门结党，是在不同的事项当中、显出相同的教会问题，

也就是对基督身体合一的破坏。
第一章讲到我是属谁，我是属保罗、属矶法、属亚波罗，

这就是分门结党事件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富有的信徒缺乏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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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富有的信徒缺乏爱心，

与贫穷的信徒分享食物这件事情，这都是对基督身体合一的破坏

17 头有一个然而、有一个但是，在和合本上是没有看见，
意思就是教会还有一个「混乱圣餐」的问题 处理不当意思就是教会还有 个「混乱圣餐」的问题，处理不当，

一样会使教会的聚会混乱、会使信徒的灵里受亏损，所以我们凡事都要注意。

这个思想或者说保罗的这个提醒，
提后三6有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人，这些妇女们就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提后三7「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意思就是在灵里有罪 灵里与神隔绝意思就是在灵里有罪，灵里与神隔绝，
有一些动机的、私欲的搅扰，

以至于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所以从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知道聚会是有益的，
我们也知道学习是有益的，但是有提醒要告诉我们：

我们灵里如果得罪神、得罪人，灵里有一些私欲的扰乱，

在聚会当中，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常常学习，你也不能明白。

这个是要从正面来看 不是说那就不要聚会 不要学习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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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要从正面来看，不是说那就不要聚会、不要学习，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提醒我们在聚会当中、在学习当中，仍然要注意自己在生命当中的景况。

十一18保罗讲了「第一」，后面没有看到第二，意思就是很重要的首先。
「我听说 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 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这个「听说」跟林前五1「风闻」是一样的动词，意思不是说这是不确定的，
如果是不确定、如何进入下面直接的教导，所以听说、风闻，就是听见了。

听见什么呢？听见彼此分门别类，分门别类的事情在他们中间，
19「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也就是可以经过验证 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也就是可以经过验证，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
这是一个正面的看法，就是神允许一些分门结党的事情发生，

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信徒所表现的行为，有分门结党的事发生，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信徒所表现的行为，有分门结党的事发生，

其实为的也是让那些真正有生命的、敬虔的人，那些信徒可以显明出来，

从正面看法是经得起验证、经得起考验。

但如果从负面的看法就是神允许分门结党的事情发生，来显出有些人是自高自大；
所以不论从正面显出真正敬虔的，从负面显出那些自高自大的，

都是把真相表明出来 所以人是看外貌但是神是看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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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把真相表明出来。所以人是看外貌但是神是看内心，

我们里面的其实你也藏不了多久啊，里面的依然还是会在外面显出来。

20「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主的晚餐
是主耶稣和门徒立新约的时候 是先吃逾越节的筵席也就是晚餐 然后再立新约是主耶稣和门徒立新约的时候，是先吃逾越节的筵席也就是晚餐，然后再立新约。

所以当时纪念主的圣餐聚会就是模仿主耶稣的样式，
当时他教会里面先聚餐、有爱宴，然后再来擘饼、再来分杯来纪念主

渐渐的就演变成我们现在教会的模式，就是单独的圣餐礼拜
混乱的聚会的情况，就是富有的信徒没有和贫穷的信徒彼此相通、彼此顾念，

来显出真实的爱心 21「这个饥饿 那个酒醉 」来显出真实的爱心，21「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富有的信徒没有顾念到贫穷的信徒也没有等候，真实的爱心完全不见，

这个聚会当中失序了，也就混淆了圣餐。

因为这个聚会主要不是爱宴，主要是领圣餐来纪念主。
但在聚会之前已经把合一破坏了，爱心没有了，聚会混乱了，

完全失去了主的晚餐的意义，彷佛就是一个平常的饭局，
而这个饭局本身也看不见和睦，只有轻看，22你们如果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

你就在家里吃了 那你来到教会 你没有顾念没有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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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在家里吃了，那你来到教会，你没有顾念没有爱心，

让那个没有的羞愧是藐视神的教会，让神的名也蒙羞…



23-26接下去看到圣餐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平日教会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会念这段，
23「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这一段清楚看到保罗从主领受23「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 段清楚看到保罗从主领受，

因为这是主亲自的一个启示，那当然带出的就是保罗使徒的权柄。

圣餐的意义就是纪念主的舍身。23「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24「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这个舍，小字也就是擘开，思想到彼前二24「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

24、25告诉我们应当如此行。这个它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的动词，24、25告诉我们应当如此行。这个它是 个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的动词，

表示基督徒你要不断的如此行，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容不得你来讨价还价，

容不得你来商量，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它是一个现在时态意思就是

从主那时候一直到主再来，基督徒有必要不断的如此行。
就好像在最后晚餐当中主耶稣也应许说：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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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太廿六29、可十四25

圣餐的意义是主亲自对保罗的启示，是要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为我们擘开，
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主。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纪念当然就是一种感恩、感谢、思念，我们可以看到擘饼聚会的神圣、圣洁，
在擘饼聚会不是来做查经，或者只是专门的祷告，

虽然这些在教会的安排当中，有其他的时段可以来聚会，

但是擘饼聚会其实更强烈的、更重要的它是激发我们要更感谢，
我们对主的爱慕 我们对主的思念 我们对主的感恩我们对主的爱慕，我们对主的思念，我们对主的感恩；

擘饼聚会把我们带到我们信主的开头，福音的起头，让我们思想到我们的得救，

让我们思念到主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恩典，因为主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

所以不但是我们要纪念主的舍身、也纪念主的流血，
这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旧约是用牛羊的血来立约，它不能够永远的来除罪、赎罪

新约就是以耶稣的血来立约，祂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

也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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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

特别在来九、十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美好的恩典

不单是要来纪念主为我们舍身、纪念主为我们流血，
擘饼聚会 圣餐礼拜 它有个非常积极的意义 那就是等候主的再来擘饼聚会、圣餐礼拜，它有个非常积极的意义，那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不但是感恩、回到得救的起初，我们更是仰望、向前、等候主的再来，

这是信徒的末世观，非常非常重要。

27-28守圣餐要按理，意思就是不能够没有合适的态度、心态，随意、任性，
按照自己的意思，都是非常不好，也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守圣餐就要按理。

我们要懂得分辨 既然要记念 那纪念什么呢？为什么要纪念？这就要分辨我们要懂得分辨，既然要记念，那纪念什么呢？为什么要纪念？这就要分辨，

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爱宴，我们来到的是主的晚餐的桌前，

纪念的就是祂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既然回到福音的起头，我们就要省察，
所以不单是分辨，分辨我们来到什么样的聚会当中。也要懂得来自己的省察：
28「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我们省察、就回到我们得救的 始，领受福音的起头，

然后我们从在信主之后或者说来省察我们，从我们在擘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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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 在信主 后或者说来省察我们， 我们在擘饼的时候，

我们目前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我们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与人有分门结党，还有什么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心里放不过他的，

我们还跟他树立高墙 而事实上这个高墙耶稣在十架上就已经把它废去我们还跟他树立高墙，而事实上这个高墙耶稣在十架上就已经把它废去。

所以既然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同领基督的血，那我们就不许合一的破坏，
十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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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 个饼 」我们会看到合一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会看到合一的重要。
擘饼聚会里面有非常多的属灵含意，

不光我们是与人的关系的一个和睦
我们与神的关系清楚的一个交通，没有隔绝

那我们合一有没有破坏，我们有没有疏于对还不认识主的人与他分享福音的美好，
我们有没有疏于跟主有亲密的灵交，我们有没有忘掉、

或者说轻看了等候主再来的事实、这样的一个真理，
那只顾现今 忘记永世 这些其实都是要恳求主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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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顾现今、忘记永世，这些其实都是要恳求主的赦免，

这些也都是所谓合适的态度，也就是那个理。



那如果不在这个理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些思想，
只不过行礼如仪 那就危险 29-34看到不按理来守圣餐的结果只不过行礼如仪，那就危险，29-34看到不按理来守圣餐的结果。
我们有的时候在聚会、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会读经，

从 23 读到 29，其实这一段是蛮严厉的，

但是我们不提醒信徒，不提醒弟兄姊妹的话，其实也是亏欠。

如果不按理守圣餐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就是干犯主的身 主的血 这个部分是蛮危险 蛮重要事实上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这个部分是蛮危险、蛮重要，

27「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就是你没有分辨：你没有分辨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意义，就是得罪基督。就是你没有分辨：你没有分辨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意义，就是得罪基督。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省察就吃饼、就喝杯的话，
28「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吃喝自己的罪，就是在自己身上定了自己的罪，
保罗不是在吓弟兄姊妹，不是这样，

而是在非常清楚的提醒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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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非常清楚的提醒信徒：

你要小心，你要警惕在这个结果当中。

30「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我们会看到软弱 患病 死亡我们会看到软弱、患病、死亡。

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敬畏神，不能轻慢神。我们要敬畏神，不能轻慢神。

但是感谢主祂的恩典仍然在，
32a「我们受审的时候是被主惩治。」

我们不是被世人，神没有把我们交在世人的手里，
我们还在主的手中，我们是被祂惩治，

32b「免得我们和世人 同定罪 」32b「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会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轻忽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也会为我们担心。我 要轻忽圣灵微 声音，圣灵 会为我 。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参加擘饼聚会、我们在守圣餐礼拜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非常清楚这个真理，我们要在真理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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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在这段经文当中解说的十分的清楚。

简单思想一下有关圣餐神学的理论。…
天主教有一个所谓的「化质说」或者「变质说」天主教有 个所谓的「化质说」或者「变质说」，

就是饼跟酒经过祝圣以后就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血，

凭着信心口中吃的和饮的都是真实的肉和血。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看到的是马丁路德的「同质说」，
同质说就是说在祝圣、祷告、感恩之后，

基督的身体和血就与圣餐的杯跟饼来共存，这叫同质说。

马丁路德就以火跟铁来做比喻：
铁在火中烧到通红的时候 火与铁是共存于一体铁在火中烧到通红的时候，火与铁是共存于一体

但是火没有改变铁，铁也没有改变火，二者是不能分开

那圣坛上放着的仍然是饼和酒，
但却是有基督真实的寓居在其内。

基督是以真实的身体寓居在饼与酒之内，这是一个奥秘，

所以有马丁路德的「同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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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马丁路德的「同质说」。

3.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的神学家慈运理的纪念说或者是象征说，
圣餐的饼和杯只代表着基督的身体和血圣餐的饼和杯只代表着基督的身体和血，

所以是一个纪念，这是一个象征。

4.加尔文的属灵同在说，圣餐是一个白白领受神恩典的表征，
但也是一个具体纪念神恩典的行动，

除了有纪念的意义以外，我们也是在灵里
来领受饼跟杯所指向的实体 也就是主自己来领受饼跟杯所指向的实体，也就是主自己。

换句话说除了我们纪念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之外，
我们也享受主在这个恩约当中与我们的亲密团契，我们也享受主在这个恩约当中与我们的亲密团契，

让属灵的生命可以更新，可以成长，可以蒙祝福，
所以这是属灵同在说，就是在纪念的同时与主关系更亲密。

那这是简单的，我们来分享圣餐神学的理论。
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聚会问题、教会出问题，

不论在蒙头的问题 或者是在圣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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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蒙头的问题，或者是在圣餐的问题，

保罗都做了非常清楚属灵意义的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