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选择 

（哥林多前书 8-10 章） 
 

 

 

 在第 8 到第 10 章里，保罗继续回应和伦理问题相

关的事宜。现在，讨论转移到了信徒吃喝祭偶像之物

的自由上。从根本而言，圣经对一些事情的立场是黑

白分明的，另外的则一些是良心的问题。保罗对哥林

多圣徒的建议是，关于良心的问题，对于自己行为可

能给他人——尤其是较软弱的信徒造成的不良影响，

我们一定要敏感，不应让自己的个人自由冒犯或打击

其他的人。我们的基本动机一定要出于爱。 

 

3.1 基督徒的自由和献祭给偶像的肉（8-9 章） 

目标： 

3.1.1 描述关于祭偶像的肉的问题。 

3.1.2 解释基督徒当如何用知识来约束自己的自由。 

 

3.2 以色列的例子（10： 1-11： 1）  

目标： 

3.2.1 明确导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因素，举例说明信徒不应当做哪些事情。 

3.2.2 解释保罗为什么会严重警告信徒不可参与异教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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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基督徒的自由和献祭给偶像的肉 

（8-9 章） 

 

 

在保罗所生活的时代，献祭给偶像是希腊—罗马

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对异教徒而言，这些祭物象征

着对神灵的敬意，被视为与这位神灵建立属灵关系的

渠道。事实上，献给神灵的祭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都给了执行这件

事的祭司和朝拜者。这些肉通常会出现在筵席上，或者如果举行公祭的话，

落入市场的肉店里（Barclay 1975, 72）。 

 

问题 1 旧约里的献祭和保罗时代异教徒的献祭有什么不同？ 

 

基督里的自由 

 

 现在，保罗把话题转入了一个无疑会令哥林多信

徒苦恼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祭过异教偶像的肉

呢？保罗最终会回答大家：信徒有这么做的自由。但

是，他首先温和地谴责了那些因为有此等知识就行使

自己的自由，而不从爱心的角度考虑的人。从保罗对

“知识/认识”一词的反复使用可以看出，有的哥林多信徒在夸耀自己对这

个问题具有真知灼见。保罗告诉他们，光有知识却没有爱，只会让人骄傲，

这是毁灭性的。而另一方面，爱不仅能建立我们的弟兄或姐妹，同时还能促

使我们更亲密地认识神。 

 

 当然，保罗并不否认这种知识的重要性，他只是希望信徒了解异教偶像

崇拜的几件事——其中包括偶像背后的虚无。或许，保罗的字里行间回荡着

以赛亚关于拜偶像之愚昧的看法（赛 2：8；40： 18-20； 41： 7；44： 9-20；

46：1-2），目的是希望基督的信徒认识到偶像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是没有生

命的，既不能说，也不能动（Horton 1999, 79）。尽管异教徒敬拜许多所谓

的“神”和“主”，但基督徒必须知道，“只有一位神”（林前 8：4），他是

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创造者。另外，也只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

他和父神一起创造了万物并赐生命给万物（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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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吃进人嘴里的不会污秽人（可 7：15-19）。保罗在后面也指出，

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对神而言并不重要（林

前 8：8）。由于这方面的无知，一些哥林多信徒在吃市面上的肉或和不信的

人同桌吃饭的问题上，良心被击垮了。因此，保罗教导那些有知识、认为可

以这样吃喝的人：在使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自由令软弱

的弟兄姐妹跌倒、犯罪。如果软弱的信徒触犯他们的良心或对神的个人认识，

去吃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所禁止的东西（12 节），那么就是犯罪了。因为，

目标  3.1.2 
解 释 基 督 徒 当 如

何 用 知 识 来 约 束

自己的自由。 

 

课程 3.1 

 

目标  3.1.1 

描 述 关 于 祭 偶 像

的肉的问题。 

 



软弱的信徒此时所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 14：23）。

因此，保罗建议不要毁坏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林前 8：11），正好回

应了罗马书 14： 20 里的话：“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问题 2 为什么软弱的弟兄会因保罗认为并非罪、在神眼里也不重要的事而

“沉沦”（8 节和 11 节）？ 

 

和个人权利的关系 

 

 保罗以自己为例，继续说明基督徒自由的主题。他的使徒身份当然赋予

他某些权利，然而，不论是在哥林多还是在加拉太，
2 
保罗都面临从不接受

他的使徒地位的人而来的挑战。但是尽管如此，保罗对自身作为使徒的呼召

是有信心的，因为那来源于神的启示。因为复活的基督亲自向他显现（林前

9：1），因此他的使徒地位并不比起初的使徒们低（2-6 节）。另外，他还因

带领哥林多人相信福音，而成了他们属灵的父亲（4： 14-15）。他们就是他

使徒身份的印证和标记（9：2）。 

 

 作为使徒，保罗有权利靠传福音养生（4-11 节），他也以几个常识为例，

同时引用旧约里的话，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

可笼住它的嘴”（申 25：4）。然而，基督徒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有能力拒绝

用尽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正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做的。因为向他们传福音

的缘故，保罗本来完全有权利得到他们的经济支持。他还指出，事实上这是

主所命定的（希腊语 diatassō，命令。林前 9：14）。然而，保罗选择了不

因传福音的缘故而接受别人对他生活上的支持。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么

做，只是声称，这样会使“基督的福音被阻隔”（12 节）。另外，他的决定

是基于神呼召他传福音，而他也渴望为基督赢得失丧的灵魂。有鉴于此，他

决定不做任何会拦阻这一目标的事，竭尽全力成就神的呼召。 

 

 保罗传福音不是为了获得钱财，反而视能够不计回报地传福音为自己的

特权和荣幸。在哥林多后书 11：11-12 里，他将这一做法称为他“可夸的事”。

保罗用反讽的方式指出，他的“赏赐”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林前 9：

18）。他不但愿意，同时还有种神圣的、不可抑制的冲动要这么做。“若不传

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 9：16） 

 

 为了传福音，保罗要求自己“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以便“无

论如何，总要救些人”(20-22 节 )。保罗酌情而论，即按受众的文化和语境

所能理解的方式来展示圣经的信息和真理（Hernando 2005， 17， 81）。 

 

问题 3 酌情而论如何有助于福音的传播？ 

 

 为了进一步解释其动机，保罗把自己的工作喻为一场赛跑（24-27）。为

了获得胜利的冠冕，他严格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付出必要的牺牲。在希腊的

赛场上，得胜的运动员所获得的花冠最终会凋谢、枯萎，然而，那等候保罗



去摘取的冠冕不但永远不会枯萎，还伴随着永生的应许和神的荣耀（林后 4：

17）。因此，他意识到，通过辛勤地传福音，把救恩带给外邦人，他已经和

他们一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了（林前 9：23）。 

 

以色列的例子（10：1-11：1） 

 

不可效法的榜样 

 

 在第 9 章的末尾，保罗用否定的形式，指出了在

追求永恒的奖赏时，不该有的错误动机。他不希望

自己失去领取奖赏的“资格”（9：27）。保罗此处讲

的并非失去基督徒服事的奖赏，而是使用了希腊语

adokimos 一词，意指堕落的罪人（罗 1：28）和假

教师（多 1：15-16），这些人定然是无法得着永生的。换言之，保罗是在明

确地警告哥林多信徒：因为无视道德，他们有可能无法得着永恒救恩的末世

奖赏。有的人之所以拒绝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是因为本身先前的神学取向，

而不是因为这段经文究竟是怎么说的（Fee1987， 440）。 

 

 在第 10 章里，保罗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例，指出他们因滥用自由而“失

去了资格”。保罗强调了导致以色列民因为偶像崇拜，从而无法进入应许之

地的三个要素：不感恩、沉溺罪恶、曲解神的真理。尽管神曾在旷野中施恩

保护并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他们仍反复地试探神（民 14：22）。保罗还特别

提到，为了保全他们，神令磐石流出水来，用神迹供应他们水喝。保罗称基

督为磐石（林前 10： 4），把神作为以色列人的磐石在物质上对他们的供应

（申 32： 4， 31），和基督在灵里为哥林多人所做的工作，进行了类比。在

这两个例子中，神都用超自然的供应拯救了他们。以色列人因为不感恩和悖

逆，失去了神的恩宠，以致神被迫对整代人进行管教，令他们最终死于旷野。 

 

问题 4 偶像崇拜为什么会大大地触犯神？ 

 

 从闪现在保罗脑海里的三个例子（出 32；民 11 和 25 章）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出，以色列人是先有了不感恩和抱怨，才开始拜偶像的。这是向肉体欲

望让步的结果。对食物和酒的欲望导致他们贪恋邪恶之事和性的淫乱（林前

10：6-8），对肉体的放纵（普遍存在于异教崇拜中）导致以色列人的妥协和

堕落，不再敬拜独一的真神。 

 

 

保罗的劝告和榜样 

 

 保罗曾两次（10： 6， 11）指出，圣经记叙希伯

来历史是为了告诫和教导神的子民不要效法以色列

课程 3.2 

 

目标  3.2.1 

明 确 导 致 以 色 列

人拜偶像的因素，

举 例 说 明 信 徒 不

应当做哪些事情。 

 

目标  3.2.2 

解 释 保 罗 为 什 么

会 严 重 警 告 信 徒

不 可 参 与 异 教 敬

拜。 

 



人的道路。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对基督保持忠贞，因此警告他们要远离偶像崇

拜（14 节），因为参与异教的偶像崇拜无异于敬拜魔鬼，是与基督的相交和

团契无法兼容的（16-21 节）。 

 

 这一话题再次引出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林前 8 章）。保罗希望哥林多人

明白，他并非要限制大家吃这些东西，而是要告诉他们，即便他们知道自己

有此自由，也不能出于自私的目的使用它（10： 24）。他们要敏感，要考虑

到其他信徒——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的良心的感受。我们当以建造，而

不是彼此在良心里定罪为目的（23-29 节）。在服侍他人的过程中，这种无

私的自由会给神带来荣耀。保罗寻求的是“凡事都叫众人喜欢”，只为一个

目的使用自己的自由，那就是“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33 节）。

这是他希望哥林多人效法的样式，主也是这样给我们以身作则的（11： 1）。 

 

问题 5 拜偶像的罪仅限于在异教的庙宇中敬拜假神吗？ 

 

 

 

第 3 章注释 

 

1.  根据三位一体的教义，独一的神以三种位格存在。此处我们看到了圣父

和圣子之间在行动上的神圣合一。保罗声称，独一的神给耶稣分配了神

圣的工作，这是一点也不矛盾的。 

 

2.  保罗在加拉太书 1：11-2： 10 和哥林多后书 10-13 章中特别为自己的使

徒身份做了辩护。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以下哪个选项最恰当地反映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8 章里论及的问题？ 

a)  吃祭偶像之肉的基督徒是否犯了拜偶像的罪？ 

b)  由于大多数的肉都来自于异教庙宇，基督徒是否该吃肉？ 

c)  基督徒在吃来自异教庙宇的肉时，是否无需考虑较软弱的信徒？ 

d)  基督徒是否可以在出售庙宇祭肉的市场买东西？ 

 

2. 保罗并没有教导，基督徒的自由                。  

a)  当根植于爱 

b)  来源于知识 

c)  当考虑到良心软弱的人 

d)  是个人的选择 

 

3. 忽视保罗关于基督徒之自由的教导，                 。  

a)  就会产生骄傲 

b)  就会侵犯其他基督徒的良心，导致他们犯罪 

c)  信徒就得不到造就 

d)  上述一切都会出现 

 

4. 在本章中，“软弱的（弟兄）”指的是                 。  

a)  那些不成熟、没有知识的基督徒 

b)  那些传统的或保守的基督徒 

c)  最近才得救的新基督徒 

d)  外邦基督徒 

 

5. 证明保罗使徒身份的标记是                  。  

a)  哥林多人 

b)  哥林多基督徒 

c)  哥林多成熟的基督徒 

d)  哥林多那些行在基督徒之自由里的人 

 

6. 出于基督徒的自由，保罗放弃了他的什么权利？ 

a)  吃祭过偶像之肉。 

b)  传福音要收钱。 

c)  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 

d)  像外邦人那样生活。 

 

7. 如保罗所实践的那样，以下哪一个选项是酌情而论的最佳写照？ 

a)  “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9：22）  

b)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9：16） 



c)  “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9：20） 

d)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9：22）  

 

8. 保罗所说的“失去够格”指的是失去什么？ 

a)  他的使徒身份。 

b)  救恩和永生。 

c)  他事奉的天上的赏赐。 

d)  他作为犹太信徒的身份。 

 

9. 导致以色列人失去进入应许之地资格的其中一个因素是        。  

a)  不感恩 

b)  否定自己肉体的欲望 

c)  想从磐石里找水 

d)  吃祭过偶像的肉 

 

10. 保罗警告哥林多信徒要逃避偶像崇拜，因为他             。  

a)  对他们感到生气 

b)  对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 

c)  希望他们对基督保持忠贞 

d)  希望他们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敬拜和信仰指南 

（哥林多前书 11-16 章） 
 

 

 

 在哥林多书 4：15 里，我们了解到保罗建立了哥

林多教会。尽管使徒行传并未对保罗和哥林多信徒之

间的通信有任何记载，但保罗的书信里却指出，他曾

多次写信给他们（Hernando1999， 916-917）。使徒行

传里记载保罗曾两次到访哥林多（徒 18：1；20：2），

而哥林多后书 13： 1 里提到了第三次到访。其中至少

有一次（徒 18： 11），保罗在那里服事了一年半的时

间。这是使徒非常熟悉并深爱的教会。另外，尽管这

个教会有许多的争议和问题，但她承认保罗为其“属

灵的父亲”并在许多问题上听取保罗的劝告。 

 

第 4 章  基督徒的敬拜（哥林多前书 11： 2-12： 11）  

 

4.1 关于敬拜的指示（11： 2-16）  

4.2 关于主的晚餐的指示（11： 17-34）  

4.3 关于属灵恩赐的指示（12： 1-11）  

 

第 5 章  基督徒的关系和属灵恩赐（哥林多前书 11：

2-12： 11）  

 

5.1 属灵恩赐和基督的身体（12： 12-13： 13）  

5.2 预言和说方言的恩赐（14： 1-40）  

 

第 6 章  基督徒的教义（哥林多前书 15-16 章） 

 

6.1 复活的真理（15： 1-58）  

6.2 总结和指示（1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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