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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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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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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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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是個極殘酷的刑罰,把一個眾人所唾棄的罪人鞭打之後,活活地釘在木頭上,豎立在烈日之下,任他流汗,

流血,受盡折磨,耗盡體力而死.本來為的是藉此酷刑來警誡眾人不要犯罪,受刑的人和他的所作所為,都成為

極端負面的教導. 

可是十字架的道裡卻是完全相反,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不是因為祂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而是為了承擔所有罪

人的罪,成了我們的贖價,讓我們靠著祂的流血捨生,罪得赦免,與神和好,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在不信神的

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可是對於得救的人來說,真是神的大愛和大能啊! 

以賽亞書 53: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彼得前書 2:24,”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對於不相信耶穌,不接受救恩的人,就是走向滅亡的人,用人的邏輯和世上的智慧是無法了解十字架的道裡的, 

就像馬太福音 27:42,” 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

我們就信他。” 

以賽亞書 29:14 ” 所以，我在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們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滅，聰明人的聰明必然隱藏。”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 ,不認識神 ,不敬畏神 ,反而遠離神 ,失去了救恩 ,在永恆裡

滅亡 ,那麼這世上的智慧不是反成了愚拙了嗎?  

世人看我們為愚拙,在神裡面卻得到永遠的生命,這才是屬神的大智慧呢. 

討論問題: 

 主耶穌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摩西在

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主耶穌為了救贖我們,他能有其他的死法,不受十字架的酷刑嗎? 

 保羅說:”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

要得著基督”,我們有過為了得著耶穌而放棄世界上利益的經驗嗎? 如果有的話,請分享這是智慧還是愚拙呢? 

 

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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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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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沒有行神蹟救自己,要神蹟的猶太人看他不可能是來救所有猶太人的彌賽亞. 

 求智慧的希臘人也無法了解耶穌為罪人而死是智慧的行為,耶穌不過是個完全失敗的人而已.羅馬書 5:6-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 

 耶穌死後第三天復活,40 天後升天,都是大神蹟,仍然不能讓猶太人相信.神蹟和智慧都不足以讓我們謙卑地回

到神的面前.只有耶穌的犧牲,回應了神的大愛,才是神的大能,人所不能及的大智慧. 

 以賽亞書 55: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神的愚拙高過我們的智慧,我們只須謙卑地信靠神,堅定信心,就能討神的喜悅. 

討論問題: 

 我們原本不認識神,不相信神,是誰向我們傳福音?是誰開我們的耳朵?是誰打開我們的心接受主? 從不信到相信,

是一個神蹟嗎? 



 主耶穌說:” 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拿去。”,在靈裡這

是軟弱還是強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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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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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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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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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我們蒙召的時候,大部分不是有大智慧,也不是有大能力,也不是特別尊貴的,可見神不以這些條件來揀選人,因為

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意一人沉淪.只有謙卑悔改,相信神的人,才會被揀選成為神的兒女,得到永生的大福氣. 

 神如何叫有智慧的羞愧?如何叫強壯的羞愧?如何廢掉那有的? 那些屬世的好處,並不能帶來屬靈的祝福,如果

為了世界的榮耀,而不顧永恆裡的祝福,就得不償失了.想要靠著自己得到一切,卻失去了那上好的福分,難怪

要羞愧了. 

 世上的榮華富貴都沒有永恆的價值,馬太福音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

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再說我們在世上所擁有的,也是神所賜的,又怎能在神面前誇耀呢? 

 耶利米書 9:23-24, “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

的財物誇口。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此

誇口。這是耶和華說的。”.我們沒有任何可以誇口的,唯一可誇的,就是創造我們生命,供應我們生活需要,賜我

們屬靈恩賜,並帶領我們做見證的主. 

討論問題: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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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但不以福音為恥,更可因屬於神而誇口,那麼就要”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我們應該如何在

親戚朋友,鄰居同事間有見證(喜樂,助人,正直,公平…), 榮耀主名呢? 

 

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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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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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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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雖然希臘人求智慧,保羅卻不用高言大智對他們宣傳神的奧秘和救恩,因為我們的神是宇宙的創造者,單靠被

造者的思想,觀察,分析,和哲學是永遠無法認識神的,惟有靠著神自己的啟示,我們才可能認識祂.以弗所書 

1: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

他.” 

 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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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傳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求智慧的希臘人在言語裡面打轉,真正主耶穌釘十字

架的恩典反而被忽略了. 

 “智慧委婉的言語”的英文(NIV)是”wise and persuasive words”,傳福音的目的不在於言語的辯論,乃在心裡的

相信,所以保羅要用聖靈大能的明證”a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s power”, 叫我們真知道祂. 

 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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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哥林多的環境裡講十字架的救恩,不用高言大智,可能被人認為愚拙,被人嗤笑,或者被人辱罵,

難免會軟弱,懼怕和戰兢,唯有靠著聖靈,才能叫相信的人不是因為人的智慧,完全是因為神的大能. 

 去年,2017 是馬丁路德改教 500 週年紀念,我們被提醒”唯獨聖經”的堅持,聖經的真理時常被當代的思潮認

為愚拙,陳腐,或是高調,理想,而加上一些當代的解釋,如果不慎引喻失義,就成為異端,我們不可不慎啊! 

討論問題: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用智慧的言語去”說服”未信者是我們的目的嗎? 還是用生命的見證來感動人,撒下福音

的種子,甚至收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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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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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以弗所書 3:3-6”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

深知基督的奧祕。這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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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福音的奧祕就是外邦人在耶穌裡,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保羅對成熟通達的人,也講神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揀選外邦人的奧秘.可惜這個奧秘的智慧沒有一

個有權位的人知道,他們若知道神的大能,神掌管一切,神的愛,和神的計畫,必會相信這位真神,就不會把主耶

穌釘在十字架上了. 

 以賽亞書 64:4 ”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曾耳聞、未曾眼見在你以外有什麼神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

為我們每一位預備的人生是我們未曾看見,未曾聽見,也未曾想到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豐盛的人生. 

討論問題: 

 我們是否相信神為每一個人的計畫都是最好的?是我們未曾看見,未曾聽見,也未曾想到的? 有這樣的經驗和

弟兄姐妹們分享,榮耀主名嗎? 或者想到過去坎坷的人生,盼望神的恩惠早日來到? 希伯來書 11:1”信是所

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有信心的分享嗎?  求神堅定我們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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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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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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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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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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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能看透。 

15.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16. 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惟有靠著聖靈才能了解神的奧秘,屬靈的人才有可能看透屬靈的事. 

 世上的事千奇百怪,最偉大的科學家,哲學家,聖賢之士也只能悟出其中一二,我們凡夫俗子只有相信或不相信

的選擇而已.但是神的應許,我們先相信創造世界的神,也相信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並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聖

靈就進入我們的心裡,就能參透萬事了. 

 以賽亞書 40:13“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或譯：誰曾指示耶和華的靈），或作他的謀士指教他呢﹖”我們永

遠無法測度神的心,但是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 

討論問題: 

 許多人有”眼見為信”和”實事求是”的觀念,這些表面的觀察未能進一步探討事物的起源,成為信仰的攔阻,

羅馬書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

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我們若謙卑地探討”眼見之物”的源由 ,必能看見造物主的榮光 .  

我們看到產房裡新生命的開始 ,也看到病房裡生命的結束 ,如果沒有屬靈的眼睛 ,會參透生命的奇妙嗎 ? 

 

新譯本 ESV 

哥林多前書 1:18–2:16 

18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對走向滅亡的人來說是

愚笨的，但對我們這些得救的人，卻是 神的

大能。 19 因為經上記著說：“我要滅絕智慧

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20 智慧人

在哪裡？經學家在哪裡？今世的辯士在哪裡？ 

1 Corinthians 1:18-2:16 
18For the word of the cross is folly to those who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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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19For it is written, 

“I will destroy the wisdom of the wise, 

and the discernment of the discerning I will thwart.” 
20Where is the one who is wise? Where is the scribe? 

https://www.biblesociety.org.uk/explore-the-bible/read/eng/ESV/1Cor/1/#1Cor.1.19!x.1


神不是使屬世的智慧變成了愚笨嗎？ 21 因為

在 神的智慧裡，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然不

能認識 神， 神就樂意藉著所傳的愚笨的道

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22 猶太人要求神

蹟，希臘人尋找智慧， 23 我們卻傳揚釘十字

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看來是絆腳石，在外族人

看來是愚笨的， 24 但對那些蒙召的人，不論

是猶太人或希臘人，基督是 神的能力， 神

的智慧。 25 因為 神的愚笨總比人智慧， 

神的軟弱總比人剛強。 26 弟兄們，你們想

想，你們這些蒙召的，按人來看有智慧的不

多，有權勢的不多，出身尊貴的也不

多。 27 但是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笨的，使那

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揀選了世上軟弱的，使

那些剛強的羞愧。 28 他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

和被人輕視的，以及算不得甚麼的，為了要廢

棄那些自以為是的， 29 使所有的人在 神面

前都不能自誇。 30 你們因著 神得以在基督

耶穌裡，他使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就是公

義、聖潔和救贖， 31 正如經上所說的：“誇

口的應當靠著主誇口。” 

哥林多前書 2 

1 弟兄們，我從前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

大智向你們傳講 神的奧祕。 2 因為我曾立定

主意，在你們中間甚麼都不想知道，只知道耶

穌基督和他釘十字架的事。 3 我在你們那裡的

時候，又軟弱又懼怕，而且戰戰兢兢； 4 我說

的話、講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話去說服人，

而是用聖靈和能力來證明， 5 使你們的信不是

憑著人的智慧，而是憑著 神的能力。 6 然而

在信心成熟的人中間，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

這世代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代將要滅亡的執政

者的智慧。 7 我們所講的，是從前隱藏的、 

神奧祕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為我們

的榮耀所預定的； 8 這智慧，這世代執政的人

沒有一個知道，如果他們知道，就不會把榮耀

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9 正如經上所記：

“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見

過，耳朵未曾聽過，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 10 但 神卻藉著聖靈把這些向我們顯

明了，因為聖靈測透萬事，連 神深奧的事也

測透了。 11 除了在人裡面的靈，誰能知道人

的事呢？同樣，除了 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 

神的事。 12 我們所領受的，不是這世界的

靈，而是從 神來的靈，使我們能知道 神開

恩賜給我們的事。 13 我們也講這些事，不是

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語，而是用聖靈所教的言

語，向屬靈的人解釋屬靈的事（“向屬靈的人

解釋屬靈的事”或譯：“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

的事”）。 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接受 神的

Where is the debater of this age? Has not God made 

foolish the wisdom of the world? 21For since, in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did not know God through 

wisdom, it pleased God through the folly of what we 

preach to save those who believe. 22For Jews demand 

signs and Greeks seek wisdom, 23but we preach Christ 

crucified, a stumbling block to Jews and folly to 

Gentiles, 24but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both Jews and 

Greeks,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25For the foolishness of God is wiser than men, and 

the weakness of God is stronger than men. 
26For consider your calling, brothers: not many of you 

were wise according to worldly standards, not many were 

powerful, not many were of noble birth. 27But God chose 

what is foolish in the world to shame the wise; God chose 

what is weak in the world to shame the strong; 28God 

chose what is low and despised in the world, even things 

that are not, to bring to nothing things that are, 29so that 

no human being might boast in the presence of 

God. 30And because of him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who 

became to us wisdom from God, righteousness and 

sanctification and redemption, 31so that, as it is written, 

“Let the one who boasts, boast in the Lord.” 

 

2 Corinthians 2 

1And I, when I came to you, brothers, did not come 

proclaiming to you the testimony of God with lofty 

speech or wisdom. 2For I decided to know nothing 

among you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3And I 

was with you in weakness and in fear and much 

trembling, 4and my speech and my message were not in 

plausible words of wisdom, but in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5so that your faith might not rest in 

the wisdom of men but in the power of God. 

6Yet among the mature we do impart wisdom, although 

it is not a wisdom of this age or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who are doomed to pass away. 7But we impart a secret 

and hidden wisdom of God, which God decreed before 

the ages for our glory. 8None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understood this, for if they had, they would not have 

crucified the Lord of glory. 9But, as it is written, 

“What no eye has seen, nor ear heard, 

nor the heart of man imagined,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10these things God has revealed to us through the Spirit. 

For the Spirit searches everything, even the depths of 

God. 11For who knows a person's thoughts except the 

spirit of that person, which is in him? So also no one 

comprehends the thoughts of God except the Spirit of 

God. 12Now we have received not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but the Spirit who is from God, that we might understand 

the things freely given us by God. 13And we impart this 

in words not taught by human wisdom but taught by the 

Spirit, interpreting spiritual truths to those who are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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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事，因為他以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

夠明白，因為這些事，要有屬靈的眼光才能領

悟。 15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人能看

透他， 16 如經上所記：“誰曾知道主的心

意，能夠指教他呢？”但我們已經得著基督的

心意了。 

14The natural person does not accep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of God, for they are folly to him, and he is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m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15The spiritual person judges all things, but is 

himself to be judged by no one. 16 “For who has 

understood the mind of the Lord so as to instruct him?” 

But we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