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書 
古人的鑑戒（林前 10:1-22） 

 

1. 列祖的蒙恩（1-4） 

1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2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 

3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4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1『雲下』 

這裡講到當年以色列人（我們的祖宗）出埃及的事。哥林多教會中以外邦信徒為

主，但也有以色列人。這裡保羅針對這些以色列信徒講論。以色列先祖是蒙恩的一

群人，他們日夜都有神引領他們。參出出出出 13:21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的路的路的路、、、、夜夜夜夜

間在火柱間在火柱間在火柱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中光照他們中光照他們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走走走．．．．14:19在以色列營前行走在以色列營前行走在以色列營前行走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神的使神的使神的使神的使

者者者者、、、、轉到他們後邊去轉到他們後邊去轉到他們後邊去轉到他們後邊去、、、、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 

 

『海中經過』 

就是過紅海的事蹟。參出出出出 14:21-22摩西摩西摩西摩西向海伸杖向海伸杖向海伸杖向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耶和華便用大東風耶和華便用大東風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使海水一夜使海水一夜使海水一夜

退去退去退去退去，，，，水便分開水便分開水便分開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海就成了乾地海就成了乾地海就成了乾地。。。。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人下海中走乾地人下海中走乾地人下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

垣垣垣垣。。。。 

 

2『受洗』 

受洗的意義就是認同並加入一個新的團體。所以我們受洗歸入基督就是認同基督並

加入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我們在教會裡面事奉神並服事人，領受學習神的話

語，使靈命得以成長。 

 

『歸入摩西』 

當時還沒有洗禮。保羅在此乃是用一種屬靈的象徵，表明以色列的先祖們在雲柱的帶領下

過紅海的時候，就已經和摩西成為一個整體。注意他們在雲裡海裡受洗的時候沒有沾到一

點水，可見受洗的重點在於其精意，而不在於儀式本身。 

 

3-4『靈食，靈水，靈磐石』 

靈食指每天從天降下的嗎哪，靈水指從磐石湧出的水。參出 16和 17章。這裡的重點不在

食物，而在食物的來源—基督。當以色列人在曠野時，基督就與他們同在，隨時供應他們

的需要。而保羅這裡用『靈』來形容這些飲食，表示這些嗎哪和水乃是預表屬靈話語的供

應，就是神的道與神的靈。保羅甚至直接指出那出水的磐石是靈磐石，就是基督。而基督

正是我們屬靈糧食的供應者。參約約約約 6:48-50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

哪哪哪哪，，，，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還是死了。。。。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叫人吃了就不死叫人吃了就不死叫人吃了就不死。。。。6:63叫人活叫人活叫人活叫人活著著著著的乃是靈的乃是靈的乃是靈的乃是靈，，，，肉肉肉肉

體是無益的體是無益的體是無益的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約約約約 7:37-38節期的末日節期的末日節期的末日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就是最大之就是最大之就是最大之



日日日日，，，，耶穌站耶穌站耶穌站耶穌站著著著著高聲說高聲說高聲說高聲說：「：「：「：「人若渴了人若渴了人若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從從從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雲下、海中是什麼意思？受洗是什麼意思？ 

他們受洗歸入摩西是什麼意思？他們受洗的時候有沾到水嗎？ 

你覺得受洗的儀式重要嗎？我真的受洗歸入基督了嗎？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飲食是如何解決的？保羅為什麼說是靈食和靈水？ 

當時的水是從哪裡出來的？保羅為什麼稱之為靈磐石？ 

基督和我們屬靈的飲食有什麼關係？我每天都在享用嗎？ 

 

2. 列祖的失敗（5-10） 

5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6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7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喫喝、起來玩耍。』 

8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9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10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5『曠野倒斃』 

這些列祖雖然有各樣的福氣，但是卻不討神的喜歡。他們犯了許多的錯誤，以致倒斃在曠

野。所有從埃及出來的成年人最後都死在曠野，不得進入迦南地（除了迦勒和約書亞以及

利未人）。他們貪戀許多的惡事，招致神的忿怒。 

 

6『我們的鑑戒』 

他們的遭遇不但是哥林多人的鑒戒，也是我們的鑒戒，目的就是要我們『不要貪戀惡事、

像他們那樣貪戀的』，就如下面兩節所說的拜偶像，行姦淫等事。今天我們仍然有意無意

中在拜各樣的偶像，如金錢，名譽，地位等。 

 

7『拜偶像』 

任何在我們心中取代了神的地位的事物就是偶像，甚至連我們的家人有時也會取代神成為

我們的偶像。當時亞倫為以色列人鑄了金牛犢，讓他們敬拜，招惹了神的憤怒。參出出出出

32:4-6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鑄了一隻牛犢鑄了一隻牛犢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作成用雕刻的器具作成用雕刻的器具作成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們就說他們就說他們就說他們就說、、、、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阿阿阿阿、、、、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亞倫亞倫亞倫亞倫看見看見看見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壇就在牛犢面前築壇就在牛犢面前築壇就在牛犢面前築壇，，，，且宣告說且宣告說且宣告說且宣告說：「：「：「：「明日要向耶明日要向耶明日要向耶明日要向耶

和華守節和華守節和華守節和華守節。。。。」」」」次日清早次日清早次日清早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就坐下吃喝就坐下吃喝就坐下吃喝，，，，起來玩耍起來玩耍起來玩耍起來玩耍。。。。 

 

後來百姓又與摩押女子行淫亂，祭拜他們的神。參民民民民 25:1-2以色以色以色以色列列列列人住人住人住人住在在在在什什什什亭亭亭亭，，，，百姓百姓百姓百姓與與與與

摩摩摩摩押押押押女子行女子行女子行女子行起淫亂起淫亂起淫亂起淫亂。。。。因為這女因為這女因為這女因為這女子叫百姓子叫百姓子叫百姓子叫百姓來來來來、、、、一同給他們的神獻一同給他們的神獻一同給他們的神獻一同給他們的神獻祭祭祭祭、、、、百百百百姓就喫他們的祭姓就喫他們的祭姓就喫他們的祭姓就喫他們的祭

物物物物、、、、跪拜他們的神跪拜他們的神跪拜他們的神跪拜他們的神。。。。 

 

8『行姦淫』 



民民民民 25:1以色列人住在什亭以色列人住在什亭以色列人住在什亭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後來神施行懲罰，25:9那時遭瘟那時遭瘟那時遭瘟那時遭瘟

疫死的疫死的疫死的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有二萬四千人有二萬四千人有二萬四千人。。。。聖經裡面的姦淫不但指肉體上的淫行，更指屬靈上的淫行。我

們乃是屬於主的人，教會更是基督的新婦，因此離棄神去追隨其他的事物就是屬靈上的姦

淫了。 

 

『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民數記 25:9說死亡的人數是 24000人，這裡則說一天倒斃了 23000人，所以有 1000人是

死在其他的日子。 

 

9『試探主』 

就是故意把自己放在危險的處境中，或是埋怨神，要求更好的待遇。參民民民民 21:5就怨讟神就怨讟神就怨讟神就怨讟神

和摩西和摩西和摩西和摩西、、、、說說說說、、、、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使我們死在曠野呢使我們死在曠野呢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這裡沒有糧這裡沒有糧這裡沒有糧、、、、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水水水水、、、、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 

 

『被蛇所滅』 

試探神的結果有時候很可怕。參民民民民 21:6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入百姓中間入百姓中間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蛇就咬他們蛇就咬他們蛇就咬他們、、、、

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10『發怨言』 

基督徒認為我們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是對我們有益的，因為『萬事萬事萬事萬事都都都都互互互互

相相相相效力效力效力效力，，，，叫叫叫叫愛神愛神愛神愛神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得得得得益處益處益處益處』（羅 8:28）。而發怨言就是不滿意現在的狀況，也就是直

接或間接的不滿意神的帶領。參民民民民 16:1-3利利利利未的曾孫未的曾孫未的曾孫未的曾孫、、、、哥轄的哥轄的哥轄的哥轄的孫子孫子孫子孫子、、、、以斯哈的兒子可以斯哈的兒子可以斯哈的兒子可以斯哈的兒子可

拉拉拉拉、、、、和和和和流便子孫中以利押的流便子孫中以利押的流便子孫中以利押的流便子孫中以利押的兒子大坍兒子大坍兒子大坍兒子大坍、、、、亞比蘭亞比蘭亞比蘭亞比蘭、、、、與比勒的兒子安與比勒的兒子安與比勒的兒子安與比勒的兒子安，，，，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並以色列會中的二百

五十個首領五十個首領五十個首領五十個首領、、、、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在摩西面前一同起來。。。。聚集聚集聚集聚集攻擊攻擊攻擊攻擊摩西摩西摩西摩西、、、、亞倫亞倫亞倫亞倫、、、、

說說說說、、、、你們你們你們你們擅自專權擅自專權擅自專權擅自專權、、、、全全全全會會會會眾眾眾眾個個個個個個個個既既既既是是是是聖潔聖潔聖潔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甚麼你們為甚麼你們為甚麼你們為甚麼自自自自高高高高超超超超過過過過

耶和華的會耶和華的會耶和華的會耶和華的會眾眾眾眾呢呢呢呢。。。。摩西回答他們說：民民民民 16:11你和你一你和你一你和你一你和你一黨黨黨黨的人聚集的人聚集的人聚集的人聚集、、、、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攻擊攻擊攻擊攻擊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亞亞亞亞

倫倫倫倫算算算算甚麼甚麼甚麼甚麼。。。。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竟竟竟竟向他向他向他向他發發發發怨怨怨怨言言言言呢呢呢呢。。。。結果就是神發怒，民民民民 16:31-32摩西摩西摩西摩西剛剛剛剛說說說說完完完完了這一了這一了這一了這一切切切切

話話話話、、、、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腳腳腳腳下的地就開了下的地就開了下的地就開了下的地就開了口口口口、、、、把他們和他們的把他們和他們的把他們和他們的把他們和他們的家眷家眷家眷家眷、、、、並一並一並一並一切屬切屬切屬切屬可拉的人可拉的人可拉的人可拉的人丁丁丁丁、、、、財財財財物物物物、、、、都都都都吞吞吞吞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其實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最常見的事就是發怨言。他們後來在快要進迦南的時候，

派探子去偵察迦南地，結果探子回來報惡信，以色列人又大發怨言。參民民民民 14:2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眾眾眾眾

人向摩西亞倫人向摩西亞倫人向摩西亞倫人向摩西亞倫發發發發怨怨怨怨言言言言、、、、全全全全會會會會眾眾眾眾對他們說對他們說對他們說對他們說、、、、巴巴巴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或或或是死在這曠野是死在這曠野是死在這曠野是死在這曠野。。。。

結果又惹動神發怒。這一次神的懲罰非常嚴厲：民民民民 14:22-23這這這這些些些些人人人人雖雖雖雖看見我的看見我的看見我的看見我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和和和和

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蹟蹟蹟、、、、仍然試探仍然試探仍然試探仍然試探我這十次我這十次我這十次我這十次、、、、不不不不聽聽聽聽從我的話從我的話從我的話從我的話。。。。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斷斷斷斷不得看見我向不得看見我向不得看見我向不得看見我向

他們的祖宗所起他們的祖宗所起他們的祖宗所起他們的祖宗所起誓應誓應誓應誓應許之地許之地許之地許之地、、、、凡藐視凡藐視凡藐視凡藐視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一個也不得看見一個也不得看見一個也不得看見一個也不得看見。。。。 

 

我們今天也是一樣。迦南地預表在神裡面的安息（參來 4）。神應許我們會在基督裡面得

安息，但如果我們經常發怨言，不滿意神的帶領，我們也會像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失去

在神裡面的安息。 

 

當年倒斃在曠野的是那些人？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他們貪戀哪些惡事？保羅舉了哪些例子？？？？ 

偶像是什麼？我們今天生活裡面有偶像嗎？有哪些？ 

我會試探神嗎？試探神和發怨言有什麼關係？ 

發怨言代表什麼？我們為什麼會發怨言？ 

當年以色列人發怨言的結果是什麼？對我有什麼警戒嗎？ 

我是否常常在基督的安息中？我什麼時候會失去這個安息？ 
 

3. 列祖的教訓（11-13） 

11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12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13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

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11『鑑戒 example，警戒 warning』 

從以色列人的祖先身上我們應該知所警惕。這些以色列人蒙受了這麼大的恩典，以為自己

是神的子民就為所欲為，他們的結局就是我們的鑑戒。 

 

『寫在經上』 

這經就是舊約聖經。舊約聖經其中一個作用就是讓我們從古人身上學教訓。 

 

12『自以為站得穩的』 

就是認為自己不會失敗跌倒的人。以色列人的遭遇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跌倒，特別是自

以為站得穩的人，尤其是教會中的領袖們。過分自信就會少依靠神的話和靈，在生活裏不

小心，落入試探中。例如有些哥林多教會的人以為自己有知識，可以放膽吃祭偶像的物。

可是在不小心的時候他們就有可能會跌倒，就如下面 14-22節所說的。我們如果覺得自己

不錯的時候就危險了。 

 

13『試探』 

保羅在警戒後，也鼓勵信徒神能助我們勝過試探。我們遇見試探並不是神喜歡虐待我們，

乃是磨練我們。只要專心尋求神，仰望神，神必開路救我們，如同被圍的軍隊逃生一樣

（『開一條出路』的原意）。如果我們靠神的能力來抵擋試探，就證明了我們的信心。若

我們不抵擋，就會犯罪。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這句話暗示有些試探是我們承受不起的。有這種試探來到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跌倒。就如大

衛這麼屬靈的一位偉人也是在女色上面跌倒，何況是我們呢？我們今天如果在試探當中能

夠站立得穩的話，不是因為我們堅強，乃是神的恩典，沒有叫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想到這點，我們除了感謝以外，更要警惕，免得跌倒。 

 

『經上』是什麼經？現在是新約時代我們為什麼還要讀舊約聖經？ 



自以為站得穩是什麼意思？什麼人會自以為站得穩？這些人有什麼特徵？ 

試探的來源是什麼？我最近一次受試探是什麼時候？ 

我受試探的時候有求神幫助嗎？結果如何？ 
 

4. 儀式與實際（14-22） 

14我所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15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你們要審察我的話。 

16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

麼。 

17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18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喫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分麼。 

19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得甚麼呢。 

20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21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喫主的筵席、又喫鬼的筵席。 

22我們可惹主的憤恨麼．我們比他還有能力麼。 

 
從以色列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拜偶像的可怕。當年哥林多教會中這些過分自信的人也

有可能犯了拜偶像的罪。保羅這裡又回到吃祭物的問題上。 

 

14『逃避拜偶像的事』 

從下面的經文來看，保羅這裡也許不是叫他們不要拜偶像，而是要他們小心不要參與到拜

偶像的事情中去。他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偶像林立的地方，他們自己以前也拜偶像。當時

的誘惑和試煉甚大，例如朋友的邀請，社會的壓力，環境的逼迫等。所以保羅先告訴他們

應當以以色列人為鑒戒：他們有恩典，神跡，律法，卻仍然跌倒。這些哥林多信徒以為既

然沒有其他的神（林前 8:4），他們就可以放膽的去參加這些廟裏的筵席。他們很可能不

知不覺中就跟著其他人一起拜偶像了。 

 

我們今天也要小心。前面提過，任何在我們心中取代了神的地位的事物就是偶像。我們有

聖經的知識，有神的恩典，就更要小心，免得不小心就陷入金錢，地位，權勢，成就等的

偶像崇拜中。 

 

15『明白人（wise men），審察（judge）』 

保羅將他們當成有智慧的人，要他們判斷保羅說的對不對。參徒徒徒徒 17:11 這地這地這地這地方方方方（（（（庇哩庇哩庇哩庇哩亞亞亞亞））））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賢賢賢賢於於於於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甘甘甘甘心領心領心領心領受受受受這這這這道道道道，，，，天天天天天天天天考查聖考查聖考查聖考查聖經經經經，，，，要要要要曉曉曉曉得這得這得這得這道道道道是與不是是與不是是與不是是與不是。。。。我們

今天也是如此，要作智慧人，對於所聽到的講章要能夠判斷，知道對不對，不可一概接

受，才不會被異端邪說迷惑。 

 

16-17『同領（share）基督的血，同領基督的身體』 

保羅要他們特別小心在廟裡坐席的事。領聖餐時，我們分受同一個餅，一個杯，因為基督

只有一個身體。同領：共同，參與，伙伴。同一個字用在林前 1:9「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原原原原是是是是被被被被他所他所他所他所召召召召、、、、

好好好好與他兒子與他兒子與他兒子與他兒子、、、、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主主主主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一同得分一同得分一同得分一同得分（（（（share））））。。。。」我們領聖餐時就好像與主在靈



裡相交。既然基督只有一個身體，我們就不應該分裂祂。因此分門別類，分黨結派都不應

該，都是得罪了基督的身體。。。。 

 

18,20『祭壇上有分…祭鬼，祭神』 

我們領聖餐和以色列人吃祭物類似。祭物先在祭壇上獻過，因此吃祭物就與祭壇（所代表

的神）有份。這點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一樣，都是獻祭：以色列人獻給神，外邦人獻給鬼

（邪靈）。 

 

20『與鬼相交』 

『與主相交』相對『與（偶像背後的）鬼相交』。我們既然與主同席，就不應該與鬼同

席。不可赴鬼筵的原則，就是一切敬拜鬼神的儀式信徒都不可參加。 

 

21-22『筵席』 

主基督是我們逾越節的羔羊，祂就是我們贖罪祭的祭物。聖餐時我們分受羔羊基督的身

體，就相對於當時（獻祭後的）筵席，對以色列人或外邦人都一樣。同樣的餅和杯就相對

於當時的祭物，吃餅喝杯就相對於吃祭物。如果我們參加祭鬼的筵席就是和鬼相交，我們

參加聖餐的筵席就是和基督相交。所以我們不能又和鬼相交，又和基督相交。我們這樣做

的話就會招致主的憤怒。所以保羅最後警戒說：我們可惹主的憤恨麼？我們不怕主的能力

嗎？ 

 

逃避拜偶像的事是什麼意思？今天的社會有什麼情況會讓我們陷入拜偶像的

陷阱中？ 

保羅將他們當成怎樣的人？智慧人的一個特點是什麼？ 

我今天聽道時會不會判斷？要如何判斷？ 

我們領聖餐時為什麼是分享一個餅，一個杯？領聖餐的意義是什麼？ 

分門別類，分黨結派與基督的身體有什麼不合？我們要如何保持靈裡的合

一？ 

以色列人吃祭物和我們領聖餐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吃祭物就與祭壇有份？ 

我們有可能會與鬼（邪靈）同席嗎？要如何才能不與鬼同席？ 

基督徒是否可以參觀異教徒的禮拜儀式或寺廟？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是否也有時候有分於不能榮耀神的事？ 



 

NIV NASB 

1 For I do not want you to be ignorant of the fact, brothers, that 

our forefathers were all under the cloud and that they all passed 

through the sea.  

2 They were all baptized into Moses in the cloud and in the sea.  

3 They all ate the same spiritual food  

4 and drank the same spiritual drink; for they drank from the 

spiritual rock that accompanied them, and that rock was Christ.  

5 Nevertheless, God was not pleased with most of them; their 

bodie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desert.  

6 Now these things occurred as examples to keep us from setting 

our hearts on evil things as they did.  

7 Do not be idolaters, as some of them were; as it is written: "The 

people sat down to eat and drink and got up to indulge in pagan 

revelry."  

8 We should not commit sexual immorality, as some of them did-

-and in one day twenty-three thousand of them died.  

9 We should not test the Lord, as some of them did--and were 

killed by snakes.  

10 And do not grumble, as some of them did--and were killed by 

the destroying angel.  

11 These things happened to them as examples and were written 

down as warnings for us, on whom the fulfillment of the ages has 

come.  

12 So, if you think you are standing firm, be careful that you 

don't fall!  

13 No temptation has seized you except what is common to man. 

And God is faithful; he will not let you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But when you are tempted, he will also provide a 

way out so that you can stand up under it.  

14 Therefore, my dear friends, flee from idolatry.  

15 I speak to sensible people; judge for yourselves what I say.  

16 Is not the cup of thanksgiving for which we give thanks a 

participation in the blood of Christ? And is not the bread that we 

break a particip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  

17 Because there is one loaf, we, who are many, are one body, 

for we all partake of the one loaf.  

18 Consider the people of Israel: Do not those who eat the 

sacrifices participate in the altar?  

19 Do I mean then that a sacrifice offered to an idol is anything, 

or that an idol is anything?  

20 No, but the sacrifices of pagans are offered to demons, not to 

God, and I do not want you to be participants with demons.  

21 You cannot drink the cup of the Lord and the cup of demons 

too; you cannot have a part in both the Lord's table and the table 

of demons.  

22 Are we trying to arouse the Lord's jealousy? Are we stronger 

than he?  

1 For I do not want you to be unaware, brethren, that our fathers 

were all under the cloud and all passed through the sea;  

2 and all were baptized into Moses in the cloud and in the sea;  

3 and all ate the same spiritual food;  

4 and all drank the same spiritual drink, for they were drinking from 

a spiritual rock which followed them; and the rock was Christ.  

5 Nevertheless, with most of them God was not well-pleased; for 

they were laid low in the wilderness.  

6 Now these things happened as examples for us, so that we would 

not crave evil things as they also craved.  

7 Do not be idolaters, as some of them were; as it is written, "THE 

PEOPLE SAT DOWN TO EAT AND DRINK, AND STOOD UP 

TO PLAY."  

8 Nor let us act immorally, as some of them did, and twenty-three 

thousand fell in one day.  

9 Nor let us try the Lord, as some of them did, and were destroyed 

by the serpents.  

10 Nor grumble, as some of them did, and were destroyed by the 

destroyer.  

11 Now these things happened to them as an example, and they 

were written for our instruction, upon whom the ends of the ages 

have come.  

12 Therefore let him who thinks he stands take heed that he does 

not fall.  

13 No temptation has overtaken you but such as is common to man; 

and God is faithful, who will not allow you to be tempted beyond 

what you are able, but with the temptation will provide the way of 

escape also,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endure it.  

14 Therefore, my beloved, flee from idolatry.  

15 I speak as to wise men; you judge what I say.  

16 Is not the cup of blessing which we bless a sharing in the blood 

of Christ? Is not the bread which we break a sharing in the body of 

Christ?  

17 Since there is one bread, we who are many are one body; for we 

all partake of the one bread.  

18 Look at the nation Israel; are not those who eat the sacrifices 

sharers in the altar?  

19 What do I mean then? That a thing sacrificed to idols is 

anything, or that an idol is anything?  

20 No, but I say that the things which the Gentiles sacrifice, they 

sacrifice to demons and not to God; and I do not want you to 

become sharers in demons.  

21 You cannot drink the cup of the Lord and the cup of demons; 

you cannot partake of the table of the Lord and the table of demons.  

22 Or do we provoke the Lord to jealousy? We are not stronger 

than He, are 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