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林多前書 1:18-2:16 

智慧 
 

本段承接前面所說的『1:17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

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1. 神智慧的表現（1:18-25） 

1:18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1:19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1:20智慧人在那裡．文士在那裡．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

拙麼。 

1:21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

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1:22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1:23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1:24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1:25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18『道理』（英文 word, 希臘文 logos） 

即福音的原則，邏輯，裡面反映了神的智慧。包括神的計劃，神的救贖。這福音是

神的啟示，以十字架為中心。 

 

『愚拙』 

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能理解（通不過理性），就將它當作愚拙。他們既不接受福音，

就注定了滅亡的命運，因此稱他們為滅亡的人。 

 

『神的大能』這福音能讓一個完全無能為力的罪人得蒙救贖，勝過罪惡與死亡，充

分彰顯出了神的大能。 

 

19『就如經上所記』參賽 29:24。 

人類一直想認識真理，因此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學說出現。沒有一個哲學家或宗教家

藉著自己的研究或修行找到神。因為人的驕傲自大，神就定規了救恩的計劃。這個

計劃就是要完全廢棄人的智慧，使人降服在神的主權之下。既然人看福音是一件愚

拙事，因此就無法找到救恩。神用人絕對想不到的方法來拯救人，顯出神的智慧。 

 

20『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神的智慧遠遠超過人的智慧，在福音上表現的非常清楚。福音的真理不是憑著人的

智慧能夠理解的，就如道成肉身，釘死代贖，復活升天…等，因此那些所謂的聰明

人無法接受。他們想要憑著自己的聰明能力賺得救恩，因此注定要失敗，他們的智

慧反而變成了他們的愚拙。 

 



21『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福音對兩種人來說是愚拙﹕外邦人和猶太人。外邦人主要是以希臘人為代表。當時

的教會除了猶太地以外，大多數都是以外邦人為主。保羅也是外邦人的使徒，因此

他所建立的教會也是以外邦人為主。羅馬政府大力推動希臘化的結果，希臘哲學思

想滲透到每一個層面。希臘人不一定是有希臘血統，通常指說希臘話的人。他們

不能接受道成肉身或是死裡復活的事實，因為不合邏輯。參徒 17:32『眾人聽見從

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罷。』 

 

猶太人又是另一種極端。他們相信神蹟，死人復活，可是不接受基督的代贖。他們

極力的遵行摩西的律法，想要藉著行為稱義。福音卻是要你先承認自己的無能，接

受耶穌的救贖。一個不靠行為只靠信心的宗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 

 

對我們信的人又是完全不同的景況。福音雖然有不合邏輯的地方，但我們用信心接

受，不靠智慧。一旦接受相信基督，我們的生命就起了極大的轉變。軟弱的變剛

強，憂傷的變喜樂，絕望的生盼望，愚拙的變聰明。神的大能在人所認為愚拙的福

音上彰顯出來。參羅 1:16『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

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22『猶太人是要神蹟』 

一般的猶太人喜歡神蹟，因為他們的歷史中充滿了神蹟。耶穌在世的時候猶太人就

經常向耶穌求神跡。參太 12:38『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

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他們以為只要有神蹟顯示出來，人就會相信。那

個在陰間火焰裡受苦的財主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對亞伯拉罕說『路 16:30我祖亞伯

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死裏 復活的，到他們那裏去的，他們必要悔改。』

亞伯拉罕怎麼回答的呢？他說：『路 16:31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

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福音的根基是神的話，就如保羅所說的：『羅

10:17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猶太人不追求福音，

卻追求神蹟，因此就無法得救。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古希臘人熱愛哲學，哲學成為他們文化的基礎。哲學（Philosophy）在原文是由 

『Phileo』 和 『Sophia』 兩字根組成。Phileo = love; Sophia = wisdom。 所以哲學

就是愛智慧的意思。據傳說希臘人約有 50個哲學派別，各各爭取被接納和有影響

力。每一派都有獨特對人的來源，人生意義，結局，和與眾神的關係的見解。 

 

希臘的哲學家想要用人的理性去尋求真理。亞里斯多德發展出邏輯學，更鼓勵了哲

學上的探討。當年保羅在雅典的時候就曾經與希臘的哲學家辯論。參徒 17:16-18。

不幸地，許多哥林多信徒帶了這種哲學的精神進入教會。有的甚至仍然堅持過去所

領受的異教的哲學思想。雖然人可以從哲學中學到一些作人的道理，但基督徒並不

需要這些。有時甚至被誤導了。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要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23『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包括祂的道成肉身，受死，復活，與再來。參羅 1:1-4。 

 

『在猶太人為絆腳石』 

參羅 9:32-33『這是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

正跌在那絆腳石上。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他們一踫到因信稱義的道理就跌倒了。 

 

『在外邦人為愚拙』 

參 18節和 21節。 

 

24『但在那蒙召的』 

就是我們這些得救的人，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 

 

『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不信的人可能會譏笑我們愚拙，也有人譏笑信徒都是軟弱的人，因為要靠別人來拯

救。但我們相信基督，依靠神的人，卻是清楚明白神的能力和智慧藉著基督在我們

身上彰顯出來。 

 

25『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參羅 11:33『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

尋！ 』我們人自以為有智慧有能力，其實在神面前連空氣都不如。參詩 62:9『下

流人真是虛空；上流人也是虛假；放在天平裏就必浮起；他們一共比空氣還

輕。 』 

 

你怎麼定義智慧和愚拙？你覺得什麼樣的人是智慧人？愚拙人？ 

聖經怎麼定義智慧和愚拙？保羅認為什麼樣的人是智慧人？愚拙人？ 

為什麼福音對猶太人是絆腳石，對希臘人是愚拙？ 

如果有人說我只要看見神蹟就相信，你怎麼回答？ 

你是否在福音中看見神的智慧？看見神的能力？ 

 

2. 傳福音的方法（2:1-5） 

2:1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 

2:2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2:3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2:4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2:5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1『不用高言大智』（eloquence or superior wisdom） 

就是華麗的辭藻，動聽的話語，或是高深的哲學，嚴密的邏輯等。保羅不是不會說

話，但是這些不能叫人得救。事實上保羅是非常會說話的人，他和巴拿巴旅行佈道



時通常是他先發言。參徒 14:12『於是稱巴拿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因為他

說話領首。』但他決定把這些都放棄，免得別人信他的言詞智慧，而不是基督。 

 

2『只知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所以他決定只傳講基督，好像其他的什麼都不懂。他只用單純的話語，直接了當的

傳講福音。事實上保羅不但會說話，他也大有學問。他曾在當時猶太教最有名的拉

比門下受教，有文士的資格。參徒 22:3『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

大數、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

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所以他對舊約的律法和聖經甚有研究，他的書信裡面經常

引用舊約的經文。他甚至在君王面前證道，使君王戰兢。參徒 26:24『保羅這樣分

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罷．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 

 

3『軟弱、懼怕、戰競』 

有人認為他所說的軟弱乃是指身體上的軟弱（身體上的刺）。參林後 12:7『又恐

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剌加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

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更可能是說他發現自己的愚拙無知，對搶救靈

魂的無能為力。至於懼怕戰兢並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全，雖然他時刻都在冒死，而是

對於一件重責大任的反應。他可能更害怕自己取代了基督—屬保羅的（林前

1:12）。我們今天傳福音和講道的態度也應該如此：鄭重、謙卑、軟弱。 

 

4-5『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wisdom and persuasive words） 

智慧指保羅自己的智慧，從人看很偉大。委婉的言語就是具有說服力的詞句。希臘

人很重視演講的技巧和邏輯的辯證。保羅說他不用這種方法引人歸主，因為他知道

這樣作無法使人真正相信。 

 

『聖靈和大能的明證』（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他說只有聖靈可以真正改變人心。從使徒行傳可知他行了許多神跡奇事，以此證實

所傳的道。參來 2:3-4『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

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

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最大的神跡就是人心的改變—江山易

改，本性難移。他在帖前裡也有同樣的見證。參帖前 1:5『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

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 

 

有誰是因為辯論贏了而領人真正歸主的呢？生活的見證可以吸引人來尋求神，但唯

有神的道可以使人得救。 

 

既然如此，是否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傻瓜、笨蛋呢？是否基督教是愚民的宗教呢？保

羅其實並非藐視智慧，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反智的信仰。舊約的詩歌書（特別是箴

言）提到許多關於智慧的教導，例如我們都很熟悉的『箴言 9:10敬畏耶和華是智

慧的開端』。因此保羅為了避免有人誤會起見，特別花了一大段篇幅來討論『智

慧』。 

 



我通常怎麼和別人傳福音？有沒有辯論？辯論的結果如何？ 

我曾帶領人信主嗎？我是因為辯論贏了而使對方信主嗎？ 

我傳些什麼？我是否只傳耶穌並祂釘十字架？ 

保羅為什麼說他軟弱、懼怕、戰競？不是應該滿有信心和喜樂嗎？ 

我在傳福音的時候心裡覺得如何？是否也是懼怕戰兢？ 

我所傳的福音是否帶著聖靈的大能？是否能夠改變人心？ 

 

3. 神奧秘的智慧（2:6-16） 

2: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

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2:7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豫定使我們得榮耀

的。 

2:8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

上了。 

2:9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

曾想到的。』 

2:10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2:11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2:12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

事。 

2:13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

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2:14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

屬靈的人纔能看透。 

2:15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2:16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 

基督徒也講智慧，但不是向所有的人講，只向完全人講，就是屬靈上成熟的信徒。 

完全人不是指完全不犯罪的人，只有天上才有這樣的人，而是指屬靈上的成熟。參

來 6:1-2『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

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

各等教訓。』 

 

所以對完全人所講的智慧，就是指神的道。那些做牧養和教導工作的人有責任要教

導信徒關於聖經的真理。人得救是靠聖靈的工作，得救以後自己卻需要學習成長。

耶穌在世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傳道、教訓。參太 11:1『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

門徒、就離開那裡、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傳道就是宣告真理，教訓就是闡釋真

理。 

 



『世上』（age） 

這智慧和世界流行的智慧無關，例如如何賺錢，長壽等。 

 

『有權有位』（rulers） 

這智慧和統治者的智慧也無關，例如如何往上爬，獲取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權

力等。 

 

7『神智慧的奧秘』 

奧秘並不是深奧難明的道理，好像相對論等深奧的科學知識，只有少數人能了解。

它原來的意思乃是『遮掩』，就像一個東西被布幔遮蓋起來，人不能看見一樣。一

旦這個幔子被揭開了，裡面的東西就顯明出來了。所以這個奧秘，未進之人不懂，

已入之人清楚。這奧秘現在藉著聖靈的啟示向信徒們顯明了。 

 

『隱藏的』 

這奧秘有幾個特點，第一就是它是隱藏不為人知的。就像所有神的啟示一樣，只有

透過聖靈的光照我們才能明白。參弗 3:3-5『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

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

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因為是隱藏的，所

以無法憑人的智慧了解。 

 

『預定…萬世以前』 

第二就是它是神早就預定的。參弗 1:4『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

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萬世以前就是在宇宙還沒有形成之

前，神還沒有創造萬物之初。神的愛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為我們預備了。 

 

『得榮耀』 

第三就是這智慧是大有榮耀的。神的榮光、大能、豐盛都在這智慧中彰顯出來。我

們也是在他的預定中要得享這樣的榮耀。 

 

8『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猶太人因為不明白這個智慧，就把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我們蒙神的憐憫能夠學習

這智慧，就越學越明白神的偉大聖潔而敬畏祂。我們要謹慎，恐怕我們無意之中犯

了同樣的錯誤，羞辱了基督。 

 

9『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這智慧是超越我們頭腦所能領會的。神太豐富，太偉大，而且是這樣的愛我們，願

意將最好的給我們，可惜我們的智慧有限，沒有辦法完全理解。神所給我們的往往

比我們所求所想的更好。 

 

10『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 

事實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沒有人能夠明白神的事情。我們是藉著聖靈的教導才能

明白神的事情。 



 

『聖靈參透萬事』（searches all things） 

就是查究萬事的意思。祂知道所有的事，包括神的奧秘。為什麼呢？因為祂就是

神。 

 

11『人的靈與神的靈』 

保羅用人的類比來解釋聖靈。人的靈和人的關係就類似於神的靈和神的關係。正如

我的靈是我的本質（我之為我），神的靈就是神的本質。 

 

12『神開恩賜給我們』（freely given to us） 

我們能明白神的事完全是神的恩典，因為前面已經說過，人的智慧極其有限，在神

看來就是愚拙。神現在開恩將祂的事情啟示給我們，也就是說我們對神的認識就是

神所啟示的範圍。因為人永遠沒有辦法完全明白神的事。 

 

13『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就如世上的哲學、主義、邏輯等；而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就是

聖經的話語。屬靈的話不是指人聽不懂的方言，而是按照聖經解釋真理的話語。 

 

14『屬血氣的人』 

就是被血氣（情慾）所控制的人。人與生俱來的罪性控制了我們，所以屬血氣的人

就是還沒有得救的人。 

 

『並且不能知道』 

屬血氣的人不但不理解神的事情，而且根本沒有理解的能力。許多很有學問的人在

信主之前看不懂聖經，但當他們願意將生命交給神掌管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明白神

的事情。許多本來覺得聖經荒謬的人，信主後覺得聖經極其寶貴。 

 

『屬靈的人』 

就是被聖靈所控制的人。當我們重生得救之後，我們就得到了聖靈的內住。在經過

不斷的操練與學習之後，我們願意完全降伏在聖靈的權柄之下，做一個被聖靈掌管

的人，這就是屬靈的人，就是前面說的靈命成熟的人。按理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

是一個屬靈的人，神也盼望祂的兒女都是被聖靈掌管的人。 

 

15『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 

一個屬靈的人不但在屬靈的事上能領會，甚至在其他的事上也和世人不同。他們能

看透萬事，就是對事情能夠判斷，做出正確的抉擇。一個屬靈的人也許沒有什麼學

問，但卻有待人處世的智慧，知道在什麼情況做什麼事情，而且能夠討神喜悅。而

許多有學問的人或是不通人情世故，或是為非作歹。 

 

16『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有基督的心就是明白基督的心意。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與基督聯合，明白基督

的心意的人。 



 

你覺得基督徒都是軟弱愚拙的人嗎？ 

有人說基督教是反智的宗教，你怎麼回答？ 

你覺得十字架的道理簡單還是深奧？為什麼有人不相信呢？ 

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出福音的奧秘？試一一說明。 

你覺得福音可貴嗎？可貴在哪裡？ 

你覺得它什麼地方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嗎？我應如何成熟？ 



1:18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1:19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1:20智慧人在那裡．文士在那裡．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1:21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所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

慧了。 

1:22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1:23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1:24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1:25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1:26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1:27神卻揀

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1:28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1:29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1:30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1:31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2:1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 

2:2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2:3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2:4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2:5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2: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

慧． 

2:7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豫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2:8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2:9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2:10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2:11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2:12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2:13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

靈的事。 

2:14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

透。 

2:15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2:16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NIV NASB 

1:18 For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is foolishness to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but to us who are being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  

19 For it is written: "I will destroy the wisdom of the wise;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intelligent I will frustrate." 

20 Where is the wise man? Where is the scholar? Where is 

the philosopher of this age? Has not God made foolish the 

wisdom of the world?  

21 For since in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through its 

wisdom did not know him, God was pleased through the 

foolishness of what was preached to save those who 

believe.  

22 Jews demand miraculous signs and Greeks look for 

wisdom,  

23 but we preach Christ crucified: a stumbling block to 

1:18 For the word of the cross is foolishness to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but to us who are being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  

19 For it is written, "I will destroy the wisdom of the wise, 

and the cleverness of the clever I will set aside." 

20 Where is the wise man? Where is the scribe? Where is the 

debater of this age? Has not God made foolish the wisdom of 

the world?  

21 For since in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through its 

wisdom did not come to know God, God was well-pleased 

through the foolishness of the message preached to save 

those who believe.  

22 For indeed Jews ask for signs and Greeks search for 

wisdom;  

23 but we preach Christ crucified, to Jews a stumbling block 



Jews and foolishness to Gentiles,  

24 but to those whom God has called, both Jews and 

Greeks,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25 For the foolishness of God is wiser than man's wisdom, 

and the weakness of God is stronger than man's strength.  

26 Brothers, think of what you were when you were called. 

Not many of you were wise by human standards; not many 

were influential; not many were of noble birth.  

27 But God chose the foolish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wise; God chose the weak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strong.  

28 He chose the lowly things of this world and the 

despised things - and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 to nullify the 

things that are,  

29 so that no one may boast before him.  

30 It is because of him that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has become for us wisdom from God--that is, our 

righteousness, holiness and redemption.  

31 Therefore, as it is written: "Let him who boasts boast in 

the Lord." 

2:1 When I came to you, brothers, I did not come with 

eloquence or superior wisdom as I proclaimed to you the 

testimony about God. 

2 For I resolved to know nothing while I was with you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3 I came to you in weakness and fear, and with much 

trembling.  

4 My message and my preaching were not with wise and 

persuasive words, but with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s 

power,  

5 so that your faith might not rest on men's wisdom, but on 

God's power.  

6 We do, however, speak a message of wisdom among the 

mature, but not the wisdom of this age or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who are coming to nothing.  

7 No, we speak of God's secret wisdom, a wisdom that has 

been hidden and that God destined for our glory before 

time began.  

8 None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understood it, for if they 

had, they would not have crucified the Lord of glory. 

 

9 However, as it is written: "No eye has seen, no ear has 

heard, no mind has conceived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10 but God has revealed it to us by his Spirit. The Spirit 

searches all things, even the deep things of God. 

11 For who among men knows the thoughts of a man 

except the man's spirit within him? In the same way no one 

knows the thoughts of God except the Spirit of God.  

12 We have not received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who is from God, that we may understand what God 

has freely given us.  

13 This is what we speak, not in words taught us by human 

wisdom but in words taught by the Spirit, expressing 

spiritual truths in spiritual words. 

14 The man without the Spirit does not accept the things 

and to Gentiles foolishness, 

24 but to those who are the called, both Jews and Greeks,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25 Because the foolishness of God is wiser than men, and the 

weakness of God is stronger than men.  

26 For consider your calling, brethren, that there were not 

many wis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not many mighty, not 

many noble;  

27 but God has chosen the foolish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wise, and God has chosen the weak things of the 

world to shame the things which are strong,  

28 and the bas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 despised God has 

chosen,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so that He may nullify the 

things that are,  

29 so that no man may boast before God.  

30 But by His doing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became to 

us wisdom from God, and righteousness and sanctification, 

and redemption,  

31 so that, just as it is written, "Let him who boasts, boasts in 

the Lord." 

2:1 And when I came to you, brethren, I did not come with 

superiority of speech or of wisdom, proclaiming to you the 

testimony of God.  

2 For I determined to know nothing among you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3 I was with you in weakness and in fear and in much 

trembling,  

4 and my message and my preaching were not in persuasive 

words of wisdom, but in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5 so that your faith would not rest on the wisdom of men, but 

on the power of God.  

6 Yet we do speak wisdom among those who are mature; a 

wisdom, however, not of this age nor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who are passing away;  

7 but we speak God's wisdom in a mystery, the hidden 

wisdom which God predestined before the ages to our glory; 

 

8 the wisdom which none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has 

understood; for if they had understood it they would not have 

crucified the Lord of glory;  

9 but just as it is written, " Things which eye has not seen 

and ear has not heard, and which have not entered the heart 

of man, all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10 For to us God revealed them through the Spirit; for the 

Spirit searches all things, even the depths of God.  

11 For who among men knows the thoughts of a man except 

the spirit of the man which is in him? Even so the thoughts 

of God no one knows except the Spirit of God.  

12 Now we have received, not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who is from God, so that 

we may know the things freely given to us by God,  

13 which things we also speak, not in words taught by 

human wisdom, but in those taught by the Spirit, combining 

spiritual thoughts with spiritual words.  

14 But a natural man does not accep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that come from the Spirit of God, for they are foolishness 

to him, and he cannot understand them,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15 The spiritual man makes judgments about all things, but 

he himself is not subject to any man's judgment:  

16 "For who has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that he may 

instruct him?" Bu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of God, for they are foolishness to him; and he cannot 

understand them,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appraised. 

 

15 But he who is spiritual appraises all things, yet he himself 

is appraised by no one.  

16 For "Who has known the mind of the Lord, that he will 

instruct him?" Bu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