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敬拜 

（哥林多前书 11：2-12：11） 
 

 

 

 哥林多前书 11 章所处的环境令今天的读者很难理

解保罗对妇女的尊重和欣赏。然而，大多数的解经家

都认为，使徒保罗此处的大多数教导都和当地一段时

期的社会习俗有关。明白这些习俗和属灵原则的关系，

对当代的读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曾经有人向保罗汇报，主的晚餐已经沦落为贪婪

和自我放纵的可悲炫耀。关于这一点，保罗在本章的

稍后之处做了回应。接着，他开始教导属灵的恩赐。

保罗的信息进一步发扬了一个真理，就是“圣灵的彰显既有合一，又有多样

性”（Carlson， Hamar 及 Wisehart 1989， 413）。这种多样性的合一彰显，

是哥林多信徒需要明白的基本概念。 

 

4.1 关于敬拜的指示（11： 2-16）  

目标： 

4.1.1 描述促使保罗教导“头（领）”一题的有关敬拜的问题。 

4.1.2 明确保罗用来说明“头领”一词的三种关系。 

 

4.2 关于主的晚餐的指示（11： 17-34）  

目标： 

4.2.1 明确信徒同领主的晚餐，当以什么为管理原则。 

 

4.3 关于属灵恩赐的指示（12： 1-11）  

目标： 

4.3.1 描述基督教教义如何能成为判断预言的标准。 

4.3.2 总结保罗所教导的关于属灵恩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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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敬拜的指示（11：2-16） 

 

 

从哥林多前书 11：2 起，保罗开始论及和敬拜有

关的不同话题。他吩咐哥林多信徒要记住他所教导的

传统，并劝勉他们持守下去。在新约教会里，“传统”

一词（希腊语 paradosis）指的是使徒所教导并传下

来的，跟基督徒的行为和敬拜有关的事宜，侧重点在

实践，而不是信仰。 

 

然而，问题出现了。保罗处理问题的典型方法，是教导基础真理。这次

的问题和敬拜时的适当行为有关，尤其涉及到女人在敬拜和说预言时是否要

蒙头。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保罗教导了三重“头领”关系：神、基督和人。 

 

整段经文的关键在第 3 节里“头”（希腊语 kephalē）的意思。在这段经

文里，“头”一词既有字面用法，即身体的一部分——头（4-7 节），也有比

喻的用法（3 节），引发讨论的是后者。就是说，大家就如何理解古希腊世

界里的“头”一词，引发了论战。两个相左但并不互斥的解释是：1）源头，

指的是起源（Gill 和 Caveness 2004，87-92；Kroeger 1993，375-377）；2）

头或权柄，意指在上的权柄（Grudem 1985，38-59；1990，3-72；2001，25-65）。

信徒们因为妇女或作妻子的是否从属于男人或其丈夫，起了纷争。由于相信

圣经的基督徒希望忠于圣经，因此明白保罗此处所使用的这一词的意思就极

其重要了。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第 3 节中“头”一词的意思必须在三个

方面的使用中都保持一致。 

 

关于蒙头的问题，是十分明确的：哥林多的某些妇女选择在公开敬拜的

时候不蒙头。在中东文化中，妇女不用面纱或蒙头就去见人是件羞耻的、不

合体统的事（Barclay 1975， 97-98； Keener 1993， 475）。保罗对文化非常

敏感，也强调这种行为是羞耻的。然而，他坚持蒙头的理由更多是出于创造

的次序及夫妻在这个次序中的关系。男人在祷告和发预言的时候，不当蒙着

头，“因为他是神的形像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林前 11： 7），因

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8 节），也是“为男人造的”（9 节）。保罗将女

人不蒙头视为不尊重其丈夫作为她的“头”。 

 

在这段经文中，“头”显然不是“源头”的意思。

历史正教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向来拒绝圣子是被造者

或依靠圣父而存在的任何说法。教会在第三和第四世

纪的时候，曾就基督的神性及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

系，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在明确基督完全的神性及人

性的同时，早期的正教拒绝以下的任何看法：1）视神

子为被造之物；2）在本质上将基督视为衍生的、现世

的（Gonzalez 1970，344-362）。因而，子“从父出来”

（约 16： 28）这句话的唯一解释就是，它指的是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父差

目标  4.1.2 
明 确 保 罗 用 来 说

明“头领”一词的

三种关系。 

 

课程 4.1 

 

目标  4.1.1 

描 述 促 使 保 罗 教

导“头（领）”一

题 的 有 关 敬 拜 的

问题。 



遣他来完成救赎计划。因此，在神的“家里”，子从属、服从于父就指证了

“头”的意思是“权柄”，因为从属的关系所要求的。 

 

问题 1 保罗用了哪两个概念来说明“头”的比喻？ 

 

 在创造中，基督是神的媒介（约 1：1、3）。耶稣是每个人的源头这一事

实，可以为“基督是各人的头”（林前 11： 3）这一宣告提供参考。但是，

基督是主的身份及其创造者的角色是不可分割的。在其他的书信里，保罗把

基督的主权跟他的创造之工（西 1：16-18； 3： 1-10；弗 2： 10）以及他被

高举、得尊荣，“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弗 1：22）联系了起来。基督被

高举为首，拥有宇宙间至高的权柄，神已经“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 1：

20-22）。 

 

 由于保罗清楚的了解创造背景（林前 11：7-9），因此第 3 节里的男人和

女人似乎应该指的是“丈夫”和“妻子”，而不是指“男性”和“女性”（在

哥林多前书 14：35 里，保罗建议女人“若要学什么（教会的道理），可以在

家里问自己的丈夫”）。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也就是说，从属于头的意思，

必须理解为妻子在功用上自愿地顺服自己的丈夫（弗 5：24；西 3： 18；多

2： 5；彼前 3： 1）（Horton 1999， 99）。 

 

 必须注意的是，顺服并不等同于次等的。耶稣尊崇他的父并甘愿顺服父

的旨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不如父尊贵或比父次等。他的顺服是他在救赎

中的角色所要求的。同样，我们也必须视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自愿的、平等

的。妻子顺服并尊重丈夫为自己的头，承认丈夫的责任和角色不单是要带领

和引导她，而且还效法基督的榜样，舍己地爱她、呵护她、保护她（弗 5：

24-29）。 

 

问题 2 为什么说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女人比男人次等？请解释。 

 

 

 关于主的晚餐的指示（11：17-34） 

 

 

 在哥林多前书 11 章的后半部，保罗转向了和敬拜

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信徒在领主的晚餐时的举止。

显然，有的信徒视主的晚餐为一场盛宴，极似希腊宗

教节日的庆典。初代教会开创了团契聚餐的习俗，称

为爱筵。吃爱筵的时候，信徒们似乎还要掰饼领受主

的晚餐（徒 2： 46）——有的教会称之为圣餐或圣餐

礼。路加在使徒行传 2：42-47 里描绘爱宴的起源，或

许是为了强调信徒们的合一和敬虔。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哥林多信徒的行为

却体现了他们的自私和分门别派（林前 11： 18-19）。他们带着自己的食物

来参加爱筵，既不和别人分享，也不等大家一起吃。 

课程 4.2 

 

目标  4.2.1 

明 确 信 徒 同 领 主

的晚餐，当以什么

为管理原则。 

 



 

问题 3 圣餐礼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怎么起源的？ 

 

 这种作法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主的晚餐本意是要庆贺，象征众信徒的合

一并共享基督之死所带来的救赎益处。然而，如今却见证了他们的不合以及

缺乏真正的团契。保罗没有按捺自己的不悦，而是严厉地斥责了他们（ 22

节）。他们自私的行为是可耻的，体现了他们穷人的漠视，这无异于对神之

教会的轻视。 

 

 为了纠正这种局面，保罗提醒他们他从主所领受，随后又传给他们的教

导，强调了主的晚餐背后的严肃真理。不错，这是一种庆贺，但同时也是记

念并见证耶稣的死。正是借着耶稣的死，才立下了一个新的约，信徒也才可

以借着这新约进入这种活的、与基督共享的团契中。因此，每当我们吃喝主

的晚餐，就是在宣告他为我们而死。 

 

 在本章的末尾，保罗告诫哥林多信徒，在参加这个筵席的时候，不可“不

按理”吃喝（27 节）。这么说的时候，保罗的脑海里浮现的或许是他所描绘

的那些自私、轻率的行为（20-22， 33-34 节）——这是对主的晚餐之意义

的嘲讽，是非常冒险的。保罗用肯定的语气，指出这种干犯行为会招致神的

管教和审判（28-32 节）。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点，信徒当审慎地检查自己，

看看是否有需要改正和悔改的地方。 

 

问题 4 保罗说有的人不按理吃喝主的晚餐，具体是指信徒做错了什么？ 

 

 

关于属灵恩赐的指示（12：1-11） 

 

属灵恩赐和耶稣的教导 

 

第 12 章开始了对属灵恩赐的讨论——哥林多信徒

在这个领域的操练遇到了问题。在第 1 节里，保罗所

使用的是一个表示广义的词——pneumatika（属灵里

的事）——来介绍属灵的现象或和灵里的生命相关的

事情这一课题。然而很快，他就改变了用词。在 12：

4 里，他使用了 charismata 来指代神借着圣灵恩赐给教会的礼物。在本课

程的第 1 章，我们就指出，charismata 是从 charis 派生而来的，意思是“恩

典”。这些恩赐的来源和本质都是超自然的，使信徒的事工不论是在教会里

还是在世界上，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哥林多人并非不知道属灵的现象，事实上，希腊—罗马宗教还特别包括

了异教神龛，人们会在那里寻求先知神灵超自然的带领。 

 

课程 4.3 

 

目标  4.3.1 

描 述 基 督 教 教 义

如 何 能 成 为 判 断

预言的标准。 

 



想到他们曾经拜偶像的背景（2 节），保罗接着教导他们如何判断预言。

圣灵来是要为基督作见证的（约 15：26），因此，在判断预言的时候，必须

看先知是如何论据耶稣其人的。毕竟，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预言中的灵

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启 19：10）。真正的预言不会降低基督的救赎工作

或否认他的主权（约一 2：18-23； 4： 1-6）。 

 

另外，根据保罗对救恩的看法，基督的教义和圣灵的教义是不可分割的。

事实上，保罗的基督论和圣灵论经常是互相交织的。例如，保罗曾告诉罗马

信徒，如果神的灵住在他们心里，那么他们就是“属圣灵的”。他还进一步

就指出，这圣灵就是基督的灵（罗 8：9）。接着，他还补充说明，“基督若

在你们心里⋯⋯”（10 节）。其他的章节也是一样，要么把圣灵的工作跟教

会对基督的传扬联系在一起（9： 1； 15： 19），要么就跟耶稣和信徒的复活

（8： 11）、从罪和死亡的律中得释放（8：2）、成圣和称义之工（林前 6：

11）等联系在一起。我们提醒大家这一切，是为了强调，基督的救赎之工给

基督徒的生命所带来的一切，都是以圣灵为媒介、借着圣灵而产生的。 

 

属灵的恩赐和圣灵 

 

 一直以来，属灵恩赐的运用在哥林多教会都充满

了疑惑，大家各执一词。为了纠正这一局面，保罗

强调了所有恩赐都源于神。不论一个人拥有多少属

灵的恩赐，也不论这些恩赐有多么大的差异，都是

那独一的、三位一体之神的工作。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圣灵的恩赐，借着父

神超自然的作为，使主耶稣的事工成为可能。只是，在三位一体的体系中，

主要是由圣灵承担了给基督的身体分赐恩赐的工作。因此，每一种恩赐都被

称为“圣灵的彰显”（林前 12：7）。保罗直接指出，尽管有多种多样的恩赐，

但它们都是“同一位圣灵”的工作，“随己意分给各人的”（11 节）。另外，

保罗也强调了圣灵恩赐在目的上的合一，即“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

益处”（7 节）——是要祝福整个身体，使整个身体得益处。 

 

问题 5 圣灵为什么要在作为个体的信徒身上彰显？ 

 

 

 

 

 

 

 

 

 

 

 

目标  4.3.2 

总 结 保 罗 所 教 导

的 关 于 属 灵 恩 赐

的原则。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在保罗所处的希腊—罗马文化中，女人如果不蒙头的话，就是 

a)  已婚者。 

b)  未婚者。 

c)  不得体的。 

d)  时髦的。 

 

2. 在哥林多前书 11 里，“头”一词的意思是什么？ 

a)  源头。 

b)  权柄。 

c)  合一。 

d)  尊荣。 

 

3. 伴随领受主的晚餐的团契聚餐叫什么？ 

a)  圣餐。 

b)  圣餐礼。 

c)  爱筵。 

d)  逾越节。 

 

4. 关于主的晚餐，保罗为什么斥责哥林多的信徒？ 

a)  把它当成一场宴会。 

b)  将偶像带到筵席上。 

c)  争辩什么东西能吃。 

d)  不等所有人来到就开始吃了。 

 

5. 保罗教导大家当如何领受主的晚餐？ 

a)  要有个人的省察。 

b)  要根据耶稣的教导。 

c)  要合一。 

d)  上述一切。 

 

6. 保罗所说的“不按理”吃主的晚餐（11： 27），是什么意思？ 

a)  像个暴食者一样。 

b)  以一种自私的、不顾及他人的方式来吃。 

c)  不考虑食物是否洁净。 

d)  吃之前不事先悔改。 

 

7. 我们当按照什么教义来判断预言的真伪？ 

a)  末世论。 

b)  教会论。 



c)  救世论。 

d)  基督论。 

 

8. charismata（属灵恩赐）一词的字根是什么意思？ 

a)  恩典。 

b)  能力。 

c)  灵。 

d)  属神的。 

 

9. 为了纠正哥林多信徒在属灵恩赐上的问题，保罗着重讲了什么？ 

a)  预言优于其他的恩赐。 

b)  耶稣承担了分赐恩赐的主要责任。 

c)  恩赐的源头是合一的，即三位一体的神。 

d)  不同的恩赐有多大的区别。 

 

10. 有关属灵的恩赐，下面哪一个选项是保罗没有教导的？ 

a)  尽管恩赐各不一样，但它们都有同一个源头——神。 

b)  圣灵承担了分赐恩赐的主要责任。 

c)  属灵恩赐是为让整个身体得益处。 

d)  属灵恩赐是为让信徒个人得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