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林多前书研读  林前 2:6-16 CambridgeBS14081Cor-   

(请到我的网页下载需用材料：http://www.ekcwei.co.uk   /resource/Cambridge OS BS) 

带领小组查经预备： 

1. 先把经文看几遍。（可一连几天每天读一次。） 

2. 读了几遍后，可深入一点来研读。 

＊ 经文中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参看释经书 commentary。以下的 link 可找到一些比较上可靠的释经书： 

 http://www.edzx.com/chajing/  

＊ 大部份释经书都会解释经文，尤其是经文中难明白或需要知道历史背景的经文。这方面是使用释经书的主要原因。

有些释经书也包括作者对经文应用的看法，这方面是非个人性，可用来参考，但不一定要接纳，尽信书不如无书。 

＊ 若经文有些可能是翻译不清楚，可参看其他译本。http://bible.kuanye.net/  

＊ 有疑问可与我 ekcwei@yahoo.com  微信：weimushi  +44-(0)7766 017950 

3. 从经文总结小组查经时该注意的重点。＊ ｢研讨目标｣。 

4. 预备小组时讨论的问题。（多预备几条，因为讨论时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原定计划。） 

5. 注意：小组查经不是学术研讨，主要目标不是解答经文中的难题。因此，聚会时该注目在能够明白的道理；这些道

理是真理，很可能跟我们个人以前的看法、或世俗文化的观点不一样。我们一起让圣经真理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

化」(罗 12:1-2)，「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

洁。」( 弗 4:23-4) 

 
林前 2: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

的智慧．  

林前 2:7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 神在万世以前、豫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林前 2:8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林前 2:9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豫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 2:10  只有 神藉著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林前 2: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林前 2: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林前 2: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

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  

林前 2: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纔

能看透。  

林前 2:15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林前 2:16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1. 温习：保罗分享他是怎样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时候要留意避免那些错误的方法? 

2. 神的智慧和世俗的智慧有什么不同? 

 誰是「完全的人」?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林前 2:8) 可參约 11:47-50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

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蹟、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著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

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

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世俗的智慧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属灵的人」是怎样的?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属灵的人」，而不是「属血气的人」? 

 「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有什么分别?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4. 应用：试列举一个例子，在最近的生活中，你如何以表现你是一个属灵的人。 

  

http://www.edzx.com/chajing/
http://bible.kuanye.net/
mailto:ekcwei@yahoo.com


 

《丁道尔圣经注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Ｃ 显明的信息（二 6～16） 

１ 福音不是人的智慧（二 6～9） 

  至此保罗一直在强调，福音没有半点借助於人的智慧。福音的讯息和传讯的人，都被今世「聪明的」和

「有位」的人所蔑视。这裏他强调福音就是真智慧，是神的智慧，这是千真万确的。He*ring 及其他人认为，

保罗在这裏比较一些单纯的信徒，知道十字架的故事的信徒，和那些较「成熟」的信徒，追求更深奥的智慧。

不过，文句中就看不出这个意思。他在说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行动，是神的智慧，也是真的智慧，而且

这智慧与哥林多人热爱的属世智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6. 然而（de）引出对照来。保罗弃绝「人的智慧」，但不是所有智慧。其实希腊文中，智慧一字在前

面，表示强调：「智慧，我们也讲。」──虽然世人看不出来！（希腊文中没有 NIV 的 a message of 相等的

字）。这裏用複数我们，在 1、3 节强有力的「我」之後，实有很重要的意思。不应把它当作「我」一样看

（如 NEB），「我们」把保罗与其他信徒教师连在一起，对智慧有共同的理解与宣扬。他们在完全的人中

（mature，成熟）（teleioi，指那些已达成目标 telos 的人），就讲这种智慧。保罗也许在运用一点轻微的讽

刺，嘲弄哥林多人对自己属灵景况的高估。不过，保罗也许是一本正经说的，这可能性较高。接受十字架讯

息的，确是成熟的人，而思想世俗，拒绝十字架讯息的人，并不成熟。康哲民认为保罗心目中「有一班程度

高的信徒」，那高一等的智慧，就只有这些更成熟的人才接受得来。不过其实保罗所对比的，是那些肯接受

神的智慧（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的人，与不肯接受的人（参 Bornkamm, TDNT, iv, p.819）。保罗稍後也

论及「在基督裏作婴孩的人」（叁 1），但这裏不是针对这一点。他论到这些「婴孩」时，是批评他们爱心

不足，不是知识缺乏（参布鲁斯）。新约作者从不把信徒分「等级」，每个信徒都当进到成长的阶段（来六

1）。後来的诺斯底主义把人分成固定的等级，是根据他们属灵的潜能而定的。他们认为有些人是「完全的」，

有些人却永无法达到那境界。保罗并不作这样的分界，他只是把信徒（接受十字架智慧的），和外面的人

（不接受的）作对比。接受神智慧的预备，就是成熟，纵使世人视作愚拙。 

  保罗不厌其烦地一再指出，他所说的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这一点他已经说过不少了，这裏再加上

世上有权有位。古时俄利根认为这是指世上执政者背後的邪恶势力，屈梭多模否定这看法。历代以来，这两

种观点就一直对立著。现代解经家中，以康哲民为例，就认为这句是指邪灵，而 Orr 和 Walther 则认为是世

上的统治者。「邪灵」的看法，就是基督与邪恶势力，在肉眼看不见的领域，进行猛烈的鬥争；这看法在保

罗的著作中明明的提及（罗八 38～39；西二 15；参林後四 4）。不过，他在这裏的意思是否指这方面，也

就不能肯定了。有叁重点要考虑的：一、这段经文一直在论及神在福音裏的智慧，和世上的智慧的对比。这

时牵涉邪灵的势力和智慧，引进了与本题无关的论点，与 9 节也不协调，那裏明明是指著人说的。保罗绝不

会毫不解释，就想读者领会所指的是甚麽。其次，世上执政的，正是指钉死基督的人所用的字眼，而且执政

的，archontes，叁番四次地用来指犹太及罗马的首领（徒叁 17，四 5、8、26；罗十叁 3 等）。第叁，经文

明明说他们钉死耶稣是出於无知（徒叁 17；十叁 27；参约十六 3），相反地，圣经经常说邪灵知道耶稣是谁，

人却不知道（可一 24、34 等）。保罗一向视邪灵是有能力的，并非无知。邪灵与神的大能争鬥，这观念就

已明明看出邪灵是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的。保罗用世上（this age），可能表示这等统治者身分暂时性质，与

永恒不变的福音，正好相对照。这暂时性在下一句将要败亡（动词是 katargeo{；见一 28），也显然可见。

有权有位的也完全无效力，他们浮誇的权力与智慧，全被废弃。 

  7. 不（英文译本）是用很强的反义字 alla。我们所讲的智慧，绝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乃是神的智

慧，神字用的是个强调的形式。奥秘是译自 en myste{rio{ 一字，意思是「在一个奥秘裏」，而这「奥秘」并

不是指很难解答的悬疑，乃是根本无法参透的奥秘，如今神将它显示出来了：「神永世以前的计划，不为世

人所知的，只向属灵的人显露」（Bornkamm, TDNT, iv, p.820）。这儿指出，我们永无法知晓神的奥秘，但

同时又因神的爱，把这奥秘向我们揭露了。从前所隐藏的（用现在完成式分词，表示连续不断的景况），对

不信的人，这奥秘仍然是隐藏的，他们一无所知。信徒得知这奥秘，却不是全人类共通的知识。 

  保罗继续强调说，福音真理不是神中途想出来的办法，而是神在万世以前所起的意念（参弗叁 2～12）。

预定译自动词 proorizo{，是「预先注定」（to foreordain）之意，强调神的计划和神的主权。使我们得荣耀，

倍见神的柔情，和我们超然的天命（参罗八 18）。在万世以先，神就已为我们的幸福设想，祂计划了福音，

好使我们进入荣耀裏去。 

  8. 神的奥秘只有循启示可知，此外别无他途。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尽管权势万千，也无法得知，从他们

把耶稣钉死可见（参徒叁 17；四 25～28，还有耶稣说：「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叁 34）。他

们若知道耶稣是谁，又知道弃绝祂的严重後果，就不会这样行了。荣耀的主（据 Ellicott，意思是「那以荣耀

为本性的主」），是个超卓非凡的称号，只有在这裏用在基督身上（虽然雅二 1 也相似）。荣耀这颂词是用

在父神身上的（徒七 2；弗一 17），伪经《以诺书》裏，荣耀的主多次用在神身上（二十二 14，二十五 3；



二十七 3～4；六十叁 2；七十五 3）。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保罗给基督最高的称号。与前面经文中，原是指雅

巍的话（一 31），正好呼应配合。两处都表示保罗把基督放在最高位，已是惯常的事。 

  9. 这句引用经文的来源，很难确定。如经上所记（Katho{s gegraptai）这句法，是保罗引用经文时惯

用的。可是旧约没有一处经文是完全一样的，也许最接近的是以赛亚书六十四 4，也有人觉得有部分出自诗

篇叁十一 20；以赛亚书五十二 15，六十五 17（留意这裏用的「心」与七十士译本同，英文作 mind）。从俄

利根时代起，已有人认为保罗在引用《Elias 启示书》（The Apocalypse of Elias）一本已失传的伪经，或

《以赛亚升天记》（Ascension of Isaiah），不过到底当时这两本伪经是否已存在，却绝不肯定（参 TDNT, 

iii pp.988～989; v, p.557）。另一见解则认为，这是耶稣说的话，没有在福音书记载的。这一类话的存在，

是不容置疑的（参徒二十 35），但保罗是否会这样引用，则是另一回事。这话到底出自何处？总括来说，也

许是作者自由随意地引用以赛亚书六十四 4，同时又想起了其他经文，这是最妥贴的推断了。 

  Kardia 译作心（Mind），「heart」（AV）。但不是我们一般把「心」当作情感的意思，但希腊人把情

感放在「肠子」裏（参「bowels of compassion」），而思想则位於半身，就是横隔膜的地方。「心」代表

整个内在生命，包括思想、意志，情感，虽然有时会侧重某一方面，在这裏可能最侧重的是心思（TDNT, iii 

p.612 把这段列入「悟性的座位，思想反省的来源」）。保罗说我们没有任何理解的途径（包括眼、耳、心

思），能明白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美事（罗八 28）。「信徒的成熟与属灵品质，不在智慧用 gno{sis，而

是爱，爱是试金石」（巴勒特）。豫备这动词，对 7 节神成就祂的计划，有加强的作用。信徒所得的荣耀绝

非偶然，乃是依照神远古以来的计划成就的。 

２ 「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二 10～13） 

  保罗强调圣灵的角色，以说明这讯息是从神而来的。 

  10. 希腊文把向我们放在前头，有强调的意思，神把真理显明，不是向学养高超的哲学家，而是谦卑的

基督徒。既然是显明的，也就除掉了任何优越感；一切既全出於神，就没有誇耀的馀地了。信徒不能自称有

甚麽独特的真知灼见，是神把真理向人显露出来。 

  保罗继续强调圣灵的活动。到此为止，他只提及圣灵一次，但由 10 节至 14 节，却提及六次，圣灵是那

启示者，而圣灵参透万事，意思不是祂要搜寻资料，而是祂透察一切，没有甚麽是祂不能知晓的。保罗特别

指出神深奥的事，深（deep）往往指大海的深渊，因此有「深不可测」之意。被造之物绝不可能知道神的奥

秘，「神深奥的事」，但圣灵却知道。保罗所说的真理，正是圣灵所显示的。 

  11. 保罗用人的本质作比喻，说明圣灵怎样参透神的意念。人的心思意志，没有人真正可以明瞭的，除

了那人自己的灵。外人只能臆测。那人裏面的灵却不用臆测，祂知道。保罗推论说，同样，在神以外，没有

人能知道神的心意，只有神的灵知道，祂是从裏面知道的。这表示圣灵有十足的神性，更表示保罗所说的启

示，是真确无伪的。由於启示的灵本身是真神，祂所启示的，也就是神的真理了。 

  12. 我们是个强调的字眼，把信徒与「聪明」的外教人对照，不管人家怎样，我们是被圣灵引导的。世

上的灵，有人说是指撒但，意思也十分合理。不过，撒但似乎不是这样称呼的，（虽然「这世界的王」，约

十二 31，与这很接近，参弗二 2）。再者，上文下理所说的，似乎不止这样。保罗在整段中，一直反对一种

「智慧」，不是撒但的，而是从人来的。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人为智慧的灵」，「这世界的风气」

（Lenski 说「使世界变成『世界』的东西」）。信徒所受的，不是属世智慧的灵。顺道一提的，这裏的世界

是 Kosmos，「有次序的宇宙」，不是 aio{n，「世代」（如 7～8 节），指短暂的世界。 

  我们信徒接受了从神来的灵（参加叁 2），使我们确信所得的是真知识。信徒的确据，是凭信心的，但

并不等於不是确据，我们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 

  13. 我们接受的，就传出去；启示的真理由信徒向别人传讲，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世俗智慧的

方法，不是传扬神真理的方法。相反的，我们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圣灵的工作不限於供应概念（参可十

叁 11），更提供所用的正确字眼。正如 Moule 说，这句话「用的主词所有格，大胆而毫不含糊」（IBNTG, 

p.40）；圣灵指教当用的言语。 

  下面一句相当艰涩的话，也许藉此有了点线索。synkrinontes 这分词很明显该译作 combining，合併。

这字可解作「比较」（林後十 12），但并不常用，除非文理上清楚显示该这样解，这裏却不适用。很奇怪，

不少人把它解作「解释」（中文便是）（例如 RSV, NEB，莫法特），但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根据。这个意思

只在七十士译本出现，且只用来解梦。这个字的意思在每一处的上下文裏都能一目了然。但却不是这动词的

一般含义，所以这裏最好保留它基本的意思，就是「配合」。 

  「属灵的事要与属灵配合（pneumatikois pneumatika）」，「属灵的事」没有疑问（NIV 作属灵真理），

因为 pneumatika 是中性的。可是 pneumatikois 却可作中性，也可作阳性。中性则解作「属灵的事配合属灵

的事」，意思也许是把属灵的真理与属灵的言语连在一起。若是阳性的话，就是把属灵的真理与「属灵的人」

或「属灵的言语」（「言语」在希腊文是阳性的），连在一起。若说属灵的人，似乎没有足够理由，因此保

罗的意思大概说，信徒把「属灵的事」配合「属灵的言语」，也就是说，他们用的言语，是圣灵所指教的。 

３ 属灵的分辨力（二 14～16） 



  有圣灵同在，万事就改观了。没有圣灵，人没有辨别力；有了圣灵，人就得知事情的根底。 

  14. 没有圣灵的人（属血气的人，AV 作「天然人」the natural man），有他的限制。Psychikos，「天

然」，指属动物的生命，本质上并非「邪恶的」，也并不等於「有罪」，但却表示缺乏了属灵的判断力，表

示视野只困在今生的人（BAGD，「只活在物质生活，未被神的灵触摸的人」）。这又是那有属世智慧的人

出现了。这段经文中，经常盘旋在保罗心目中的，就是这种人。这人不领受圣灵的事。这动词（dechomai）

有种欢迎的意味，是迎接客人时常用的字眼。「属血气的人」并不欢迎属灵的事，反而拒绝排斥。他没有能

力分辨神的灵的工作，反看为愚拙（参一 18、21、23）。保罗这一番话，总意是说他们根本没法明白这些

事（参约八 47），原因是这些事是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的。anakrino{ 这动词（在林前出现十次，保罗其他书

信也没有），「是在法庭查询时用的，特别是在正式开审前的侦查。」（TDNT, iii, p.943；徒二十五 26 的初

审，就是这字的名词）。它意思是「细察」，「查考」，「断定」，「估计」。这裏用一个初审的动词，可

能是提醒我们，人的一切判断都只是初步而已，最後的判决乃在神。人若只有今生的装备，没有接受圣灵，

就不能评估属灵的事。「不属灵的人，无以上宗教的法庭作裁判，正如聋者评音乐一般」（Findlay）。 

  15. 相反地，属灵的人却可以判断万事。保罗当然不是说有某种人天资超乎常人，拫本不是天资的问题，

而是神的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圣灵进入人的生命，一切就都改变了。其中出现一件新事，就是他能作正确的

判断。这不是说这人已登峰造极，乃是有神灵引导他。他裏面有了标準，因此可以在凡事上作判断。万事的

广远，不容忽视。属灵的原则，在所谓世俗与神圣事务上，同样是判断的基础。 

  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指「任何属血气的人」。保罗笔下的一贯语气，看出他对那些心中有神的灵的人，

必须负责交帐（参十四 29），无可推卸。这书信大部分是对属灵人的评估，在爱裏在灵裏的评估。他的重点

是说，属血气的人不能判断属灵的人，理由是属灵的人能判断万事。他有神的灵，而属血气的人没有，他也

就成了属血气的人的谜。属血气的人对属灵的事，怎能知晓呢？他既不明白属灵的事（14 节），就无法判断

属灵的人了。 

  16. 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四十 13的问话，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前面已说过不可能「明白神的事」（11

节）。接著祂指出圣灵完全参透「神奥秘的事」，正与这一节关连。既然没有人参透这等奥秘，那麽，属血

气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心中有圣灵的人，这些人在某方面来说，分享了神的本性。（参彼後一 4）。正因如

此，保罗胆敢宣称，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在此是强调式）。他不是说所有基督徒都完全明白基督

所有的心意，他的意思是说圣灵在人心中启示基督自己。属灵的人看事物，就不按属世的观点，乃按基督的

观点。 

  留意以赛亚书四十 13 的问话是指雅巍的心，保罗随即把它变作基督的心，两者相连如一。 

--------------------------------------------------------------------------------------------------------------------------------------------- 
 《基督徒文摘解经系列》 

 

【林前二 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

败亡之人的智慧。」 

  〔原文字义〕「完全」全备，成熟。 

  〔背景註解〕「完全的人，」这个字的原文，常常用在当时的一种密仪宗教，以表示申请入会者接受了该教

的密仪训练，而成为完全的会员。 

  〔文意註解〕「然而，在完全的人中，」『然而』表示下面的话与前节『不在乎人的智慧』有关係；『完全

的人』乃指灵性和心智成熟的人。 

     「我们也讲智慧，」本节的话指明有叁种『智慧』，第一种就是灵性成熟的人所讲究的智慧，亦即神奥秘

的智慧(参 7 节)，它出於神的启示(参 10 节)。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第二种智慧就是『这世上的智慧』，亦即根据眼睛所能看见，耳朵所能听见，

人心所能想到(参 9 节)的智慧；换句话说，它是根据人观察各种现象而得来的智慧，例如科学。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也不是』表示这种智慧不同於第二种，而是另一种

的智慧；这第叁种的智慧称为『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它的特点是『知道』(参 8节)，故

是根据人思想的推理而得来的智慧，例如哲学。 

        『这世上』原文是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原文是複数，故不是指撒但，也不是指天上执政的、掌权

的(弗叁 10)，乃是指在上有权柄的(罗十叁 1)；『将要败亡』意指将要归於无有，或将要灭亡。 

  〔话中之光〕(一)我们所要追求的智慧，乃是永远常存的；而属人的智慧，乃是暂时的，迟早即将过去，归

於无有(参林前十叁 8~10)。 

     (二)属灵的智慧是叫人敬畏神、认识神、生命长进；而属人的智慧是叫人败亡的。 

     (叁)基督徒的智慧存在於教会中；教会是它的託管者，也有责任将它宣讲给世人知道。 

     (四)今世的科学本为增进人类在物质方面的生活，叫人的身体得到更高的享受，但结果却使人更加醉心物

质方面的追寻，而轻忽灵魂的价值。 



     (五)世上的权位对於属灵的事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许多人有一种崇拜名人的心理，以为有名望、有地位的

人说的话必定是对的。基督徒应该作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却不要因世上有地位之人的言论，影响我们信服

神话语的态度。 

     (六)这世上的智慧是人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从有限的思想所产生的结果。它受到世代的束縳，被时间所

限制。那是世上的智慧。 

     (七)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不受世代的束縳，它超越各世代的限制。它是属於一切世代的。 

  
【林前二 7】「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祕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文意註解〕「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祕的智慧，」『从前所隐藏』按原文是现在完成式分词，表示其情况

仍然是继续不断的；这意思是说，对不信的世人从前是隐藏的，现在仍旧是隐藏的。 

        『奥秘』意思是被遮住、还没有掀开来被人看见的事物。 

        『神奥秘的智慧』表示这智慧源於神自己，但它却是个隐藏的奥秘，只让相信的人知道。世人用自己的

智慧，无法明白神在人想像之外为人所预备的救恩。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万世以前』即指在已过的永远裏；『预定』意指预先注定，

它强调神的计划和主权；『得荣耀』具体地说，就是得著基督，因为祂是荣耀的主(参 8 节)。 

        基督今天是我们的生命(西叁 4)，将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西一 27)。神在基督裏召我们，使我们得享祂

永远的荣耀(彼前五 10)，并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来二 10)。这是神在万世以前所定的计划。 

  〔话中之光〕(一)神对於我们的恩典，并非临时的施捨，乃是远在万世以前，就豫定好的；所以直到万世之

後，仍不致改变。 

     (二)信徒今天所得著的福分和将来的归宿，都是极其荣耀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而把时间和生命浪

费在那即将朽坏的事物上。 

  
【林前二 8】「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了。」 

  〔文意註解〕「这智慧，」指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参 7 节)。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当然是指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按照本句经

文，指的是当时的罗马政府官长和犹太公会的领袖，但保罗有意把他们视作一切有权有位之人的代表。我们

也可以将『他们』加以引申，概括所有不认识神救赎的旨意而抗拒福音的人。 

  〔话中之光〕(一)这奥祕最惊人之处在於十字架，它显明了有权有位之人的黑暗，并成为人类光明的中心。

神的智慧在十字架上向人启示出来了。 

     (二)时代虽然不同，属世的知识、学问、哲理，虽然会因时代的分别而日新月异。但世人对属灵的事之不

能领悟，不会因时代之进展有改进。人对於福音真理之敌视，虽然在各不同时代中会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但

其敌视之程度，绝不会真正减轻。 

     (叁)人越有属地、属世的权位(不论是社会上的，或是宗教圈的)，就越难有属灵的智慧、圣灵的启示，结

果就会作出杀死基督的事，成为荣耀主的死敌。 

  

【林前二 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 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 

  〔文意註解〕「如经上所记，」下面的经文按大意引自赛六十四 4。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这话并不意味著『爱神』才能享受神的救恩。保罗在此强调人与神发生关係

的根基，乃是神的爱，而不是世上的智慧。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壹四 19)；神的爱摸著了我们的心，

叫我们愿意放下心思中的推理，而简单地爱上了祂。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 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句话的总意是：神为人所预备十字架的救恩

和其中的福份，完全不是人间的思想所能设计出来的一种道理。 

  〔话中之光〕(一)神为信祂的人所豫备的是永生，神为爱祂的人所豫备的，是将来的。这将来的福，惟独爱

神的人能知道。换句话说，一个爱主的人，能在今天就享受人所未曾看见、未曾听见、未曾想到的好处。 

     (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八 1)。 

     (叁)信徒的成熟与属灵品质，不在智慧，而是爱，爱是试金石。 

  
【林前二 10】「只有神藉 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原文字义〕「参透」追究，追寻，察看，考察；「深奥」深的。 

  〔文意註解〕「只有神藉 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本节原文开头有『但是』，中文漏译；『圣灵』是我们能

明瞭并接受福音真理的原因；乃是圣灵作工在人的心裏，消极方面叫人知罪，积极方面引导人进入真理，并

使人认识基督(约十六 8，13~14)。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意指圣灵彻底明白一切的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深奥的事』指深不可测的事。『神深奥的事』就是属灵的事(参 13 节)，

也就是『神的事』(11节)、『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2 节)、『神圣灵的事』(14 节)；这类的事是人凭自己

的心智所不能明白的，故觉得深奥。 

        圣灵是神本体中的一位，有无限智慧，通晓神一切的真理，并能将真理传授给人。 

  〔话中之光〕(一)神把真理显明，不是向学养高超的哲学家，而是向谦卑的基督徒。既然是显明的，也就除

掉了任何优越感；一切既全出於神，就没有誇耀的馀地了。信徒不能自称有甚麽独特的真知灼见，是神把真

理向人显露出来。 

     (二)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裏，所以我们若要明白神深奥的事，就须少动脑筋，多用祷告摸灵裏的感觉。 

  
【林前二 11】「除了在人裏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文意註解〕「除了在人裏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灵犀相通』似乎接近这个意思。 

     「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属人的事，只有人的灵知道；属神的事，只有神的灵知道。 

  〔话中之光〕(一)只有神才能瞭解神自己；我们只能靠著圣灵的启示，来认识神。 

     (二)人休想凭自己的聪明，来明白神属灵的奥秘；然而我们一得救，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裏面(罗八 9)，在

凡事上指教我们，叫我们能懂得神的事(约十六 13)。 

  
【林前二 12】「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文意註解〕「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我们』指信徒；『世上』在原文不是世代(aion，参

6~8 节)，而是世界，就是使事物有次序的一种系统(kosmos)；『世上的灵』就是指使世界变成世界的东西，

亦即运行在不信者心中的灵(参弗二 2)。这种灵虽然能够叫人在世上聪明，但它对人领悟神的事，却是毫无作

用的。 

     「乃是从神来的灵，」指神的灵(参 14 节)，就是圣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原指圣经的作者，可以扩大指所有已领受圣灵的信徒；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属灵的事(参 13 节)。 

  〔话中之光〕(一)属灵的智慧不像属世的智慧，单凭人的努力、殷勤、学习，就可以得到，而是要藉圣灵的

启示才能得著。 

     (二)我们能以明白属灵的事，乃是神的恩典，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 

  

【林前二 13】「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或译：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 

  〔原文字义〕「解释」比较，配合，调和，放在一起。 

  〔文意註解〕「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这些事』就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参 12 节)，也就是神的事和

属灵的事。 

     「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意指经过人的智慧判断後所产生的话。 

     「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圣灵的感动下所说出来的话；圣经正是由此产生(参提後叁 16；彼後一 21)。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的启示早在两千年前已经完成，此後没有人可以藉口是由『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而将他们的话或著作列入圣经(参启廿二 18)。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句话可以有如下不同的解释： 

        (1)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阐明属灵的真理。 

        (2)将属灵的真理传授给属灵的人(参太七 6)。 

        (3)将一处属灵的真理与另一处属灵的真理作比较，就是以经解经。 

        以上叁种，按上下文来看，第一种解法最为恰当。 

  〔话中之光〕(一)如果我们真是基督徒，就已领受了圣灵。我们若被召作圣徒，圣灵就是我们的，其结果是

产生见證；我们被召去作见證，我们就向人讲说『这些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二)我们接受的，就传出去；启示的真理由信徒向别人传讲，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世俗智慧的方

法，不是传扬神真理的方法。 

     (叁)圣灵的指教，不限於供应一种说话的概念(参可十叁 11)，更提供所用的正确字眼。 

     (四)只有出於灵感的言语，才能叫人明白真道，得著生命。 

     (五)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就能看清何者是圣灵所印證的，而确保真理的平衡。这在今日

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有些基督徒，他们的虔诚是无庸置疑的，但他们太执著於真理的一面，而对其它一面

视而不见，结果那个观点最後不但对他一无助益，反而成了妨碍。 

  



【林前二 14】「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

的人才能看透。」 

  〔原文直译〕「…因为这些事的审察是属乎灵的。」 

  〔原文字义〕「领会」接待，领受；「看透」察验清楚，调查明白。 

  〔文意註解〕「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属血气的人』指属魂的人；许多英文版译作天然

的人。属魂的人受魂的管理与支配，其视野被困在魂的境界裏，缺乏属灵的判断力。『领会』按原文含有欢

迎的意味。属魂的人不欢迎属灵的事，反而拒绝排斥。 

     「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些事』就是神圣灵的事，也就是属灵的事；『属灵的人』原

文并无此词；照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些事是要按属灵的原则或方法才能看透的；『看透』意指清楚明白。 

  〔话中之光〕(一)属魂的人，他的生活好似除了肉体的生命以外，别无其他；他的需要只是物质的需要；他

的价值完全是肉体的和物质的。像这样的人不能明白属灵的事。 

     (二)一个以满足性的衝动为至要的人，不会懂得贞洁的意义；一个以物质享受为至上的人，不会懂得博施

的意义；一个人的思想，只是囿於这一个世界的人，不会懂得神的事。 

     (叁)神不但藉著圣灵向我们启示、显明福音的奥秘，也藉著圣灵使我们能够欢迎、接受福音。 

     (四)有圣灵同在，万事就改观了。没有圣灵，人没有辨别力；有了圣灵，人就得知事情的根底。 

  
【林前二 15】「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文意註解〕「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指全人被圣灵所充满并占有，随从灵生活行动的人

(参罗八 4)，主耶稣在世时，便是这一种人的典型；『万事』指一切的事，包括属魂的事和属灵的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一人』指任何一个属魂的人；属魂的人对於属灵的事既无看见，又无所知

(参 14 节)，当然对属灵的人更无法瞭解，因他们的表现不同於一般世人。 

  〔话中之光〕(一)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个人有了灵，他还可能不认识神，因为他不活在灵裏

面，顺著灵而行。 

     (二)『看透』在原文是一个初审的动词，指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评估属灵的事。这可能是在提醒我们，

人的一切判断都只是初步而已，最後的判决乃在神。 

  

【林前二 16】「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祂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原文字义〕「心」心思，悟性；「教导」联络，證明，献策。 

  〔文意註解〕「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祂呢？」这句话按大意引自赛四十 13。全句意指世人都不明白神心

裏所筹算的是甚麽，更不用说要向祂提供意见了。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是指信徒；『基督的心』指基督的心思或悟性。信徒一旦重生得救，

裏面就有了基督的生命，也就有了属灵生命的感觉和知能，对於属灵的事物能够领悟；这种对属灵事物的领

悟力，也就是基督的心思或悟性。 

        世人和属魂的人对於神的事和属灵的事，如同动物对於人的事一样，由於生命的不同，根本就没有具备

领悟的起码条件，所以无从瞭解。但信徒既有了属灵的生命，对於神的事和属灵的事，已经没有了生命的差

距，当然就具有了领悟的资格，可以去瞭解神心裏所筹算的事了。 

  〔话中之光〕(一)神的旨意是客观的，是在宝座上的，基督的悟性是主观的，是在我们裏面的；神的旨意是

在我们之外的，基督的悟性是在我们裏面一直继续不断的给我们明白祂自己的意思的。 

     (二)基督徒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基督所有的心意，但至少已经具备了瞭解基督心意的属灵本能，要紧的是我

们应当经常运用并发展这种本能，以便越过越明白基督的心意。 

     (叁)属灵的人看事物，就不按属世的观点，乃按基督的观点。 

     (四)受圣灵管理的基督徒，会研究、查问、细察圣经，并能够领会和明白箇中内容的意义。 

 
 

《陈终道新约书信讲义》 

参．责备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智慧（二 6-16） 

读经提示 

1. 什么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属灵的智慧﹖它在属世的智慧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2. 第八节的他们」是谁﹖钉死主耶稣的是哥林多的官员吗﹖  

3. 「参透」原文是什么意思﹖参考英文圣经译法和中文和合本的译法（约五 39，七 52；罗八 27；



彼前一 11；启二 23 及本节）。  

4. 世上真有完全属灵，没有人能看透他的人吗﹖十五至十六节的属灵人究竟是谁﹖  

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

之人的智慧。7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

荣耀的。8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

上了。9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10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12 我们所领

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3 并且我们讲

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

的人才能看透。15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祂。16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祂

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在这一段经文里，保罗特别详细讲到属灵的智慧。他的目的是要哥林多人知道，属灵的智慧比世

界的智慧更高超。保罗虽不用高言大智和世界的哲理来传十字架，这不是说他没有智慧，不过他不是

讲人间的智慧，却是讲神超然启示的智慧。从本书一章至三章，保罗反复提醒信徒：不要以世界的智

慧夸口。无论他们是夸自己的智慧，或是夸他们所崇拜之人的智慧，都是愚拙的。  

一．属灵的智慧如何超越（二 6-9） 

１．属灵的智慧与属世智慧的不同（二 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

亡之人的智慧。」（二 6）  

  保罗只对「完全的人」讲属灵的智慧。这完全的人原文是 tileiois , 是指生命的成长，而不是指品

德上的完全。林前十四章二十节：「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此处「大人」原文与这里「完全的人」

同一个字，即完全长大成人的意思。来五章十四节则译作「长大成人」。所以保罗向灵性已经成熟的

人也讲智慧。但那些属肉体、灵性幼稚的信徒既以世界的智慧为夸口，不能领会属灵的智慧，保罗当

然就无法向他们讲属灵的智慧了。  

  这属灵的智慧与属世的智慧最大的分别，是属灵的智慧是叫人敬畏神、认识神、生命长进；而世

界的智慧是叫人败亡的，是那些将要败亡的人所夸耀的。这种智慧是从世界的灵而来的，也就是雅三

章十五节所说：「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今天许多人间的理学为人编造出可以放纵情

欲的理论，叫人更加不理会良心的控告，放胆犯罪，远离真神，趋向败亡。  

  今世的科学本为增进人类在物质方面的生活，叫人的身体得到更高的享受，但结果却使人更加醉

心物质方面的追寻，而轻忽灵魂的价值。至于世界上那种人间创造的宗教，只把人引到一个更高度的

虚伪和自是的地步。就像亚当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一样，并不能遮盖他的羞耻。最终还是

难免受神的审判。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乃是叫人认识神，高举神的智慧。是雅三章十七节所说，

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智慧。  



２．属灵的智慧是隐藏在神里面的（二 7）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豫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二 7）  

  这上半节所说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下半节所解释的「神在万世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我

们今天能得救，是神在万世以前所预定的，然而神这旨意是从前所隐藏的，所以称为神的奥秘。这就

是说，神要借着福音使许多人在基督里得称为神的儿女，这旨意在以前是隐藏的，到使徒时代才显露

出来。使徒保罗在弗三章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

一体、同蒙应许。」神按照祂所定的时间和步骤，实现祂的旨意，使万人可以因祂所预备的救恩得救，

这是神奥秘的智慧。  

  保罗这段话，似乎是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神哲主义而发。他们以为只有他们中间的少数人才有得

救的「知识」，而保罗则强调，基督的救恩就是自古以来最大的奥秘知识。神已经藉使徒们把这奥秘

的旨意讲明，宣扬于万邦，为众信徒所领受。所以今天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的人，都有了属灵的

智慧。因此，我们应当以这能引我们进入荣耀的智慧为夸耀；却不当追寻今世虚渺无凭、使人灭亡的

智慧。  

３．属灵的智慧是世人所不知道的（二 8）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二 8）  

  这里所说的「这智慧」，指上节所说神在万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救恩的计划，是世界上有权有位

的人所不能了解的。这「有权有位的人」也就是在世界上站在领导地位的人。这些人当然在属世方面

是比别人更有智慧，但是对神的事却一无所知。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国家

或者社会各方面，所知道的可能都比基督徒多，对于一些国家机密的事，他们也知道得比普通人多。

可是他们对于属灵之事的领会，却不因属世的权位而比别人优越。保罗在这里似乎故意强调：世上的

权位对于属灵的事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是要改正哥林多人崇拜世界名人的观念。许多人有一种崇拜

名人的心理，以为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说的话必定是对的。基督徒应该作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却不

要因世上有地位之人的言论，影响我们信服神话语的态度。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在这里是个重要的代名词，是解释

本节的重要关键。按上下文来说，这「他们」当是指世界上有权位有学问的人。按本节经文的历史事

实来说，钉耶稣在十字架的，是罗马的官长，和当时犹太公会的领袖。但是保罗在这里，把钉耶稣在

十字架上那些犹太人、罗马人、和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那些有权有位的人，看作是同一类的人。

所以「他们」可以概括所有不认识神救赎的旨意而抗拒福音的人。  

  时代虽然不同，属世的知识、学问、哲理，虽然会因时代的分别而日新月异。但世人对属灵的事

之不能领悟，不会因时代之进展有所改进。人对于福音真理之敌视，虽然在各不同时代中会有不同形

式的表现，但其敌视之程度，绝不会真正减轻。  

４．属灵的智慧是人心所没有想到的（二 9）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二 9）  



  这节经文是引用赛五十二章十五节、六十四章四节的话。不过不是逐字引用，而是按大意引用

（参赛六十六 8）。总意就是：神为人所预备十字架的救恩和其中的福份，完全不是人间的思想所设

计出来的一种道理。人所能创设的学说，不外乎人的观感所能接触得到，心思所能推构出来的。人的

思想有其界限，不可能想出超乎人思想范围的东西。人不止在物质方面受限制，就是精神或思想方面，

也受才智所限。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完全出于神的智慧，所以它远超人间的学说。按人来说，眼看、耳

听、心想，凭这三方面来观察一件事情，已经是很可靠的方法。但是人凭着自己，就算用尽这些方法，

还是不能了解十字架的真理。  

二．怎样得着属灵的智慧（二 10-12） 

１．只能藉圣灵得着（二 10-12） 

  这几节经文，保罗讲明属灵的智慧不像属世的智慧，单凭人的努力、殷勤、学习，就可以得到，

而是要藉圣灵的启示才能得着。  

  Ａ．原因（二 10）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二 10)  

  为什么只有藉圣灵的启示，才能得属灵的智慧呢﹖因为只有圣灵参透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万事。   

  「万事」普通的指所有世界上的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祂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世界的万物原都

是神借着圣灵的运行而成功的；所以圣灵也参透世界上各种天然界的定律和自然的现象。  

  「神深奥的事」就是属灵的事。这里所说的「深奥」是按人方面来说。属物质的人对属灵的事感

觉难明白，故觉得深奥；但是按圣灵来说，祂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本来就是属灵界的，当

然能参透灵界的事了。「参透」的意思，就是彻底明白，只有既参透属物质的事，又参透属神深奥之

事的圣灵，才能够教导我们这些活在肉身里的人，使我们得着属灵的智慧。  

  「参透」，原文 ereuna（i）的意思是「追究」或「考察」，英文圣经  N.A.S.译本译作 

searches。这字新约用过六次：约五章三十九节，七章五十二节译作「查考」；罗八章二十七节译作

「鉴察」；彼前一章十一节译作「考察」；启二章二十三节译作「察看」。只有本节译作「参透」。

英文钦定本，这六节都译作 search。  

  本节是有力的证据，说明圣灵是有位格、有思想的。祂不只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感觉；祂不

但自己明白神的事，而且能够教导人明白。  

  Ｂ．例证（二 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二 11）  

  这一节是保罗举的一个例子，进一步解明为什么只有圣灵能够参透神深奥的事。正如人无法知道

别人心里所想的，只有那个人自己才知道。照样，关于神的旨意，也只有神知道。人对于他的同类尚

且无法知道对方心灵中的事，怎能够超过人间的界限而知道神的事呢﹖所以，除非那本来与神同一体

的圣灵来教导人明白神的事，否则人就无法明白属灵的事。  



２．只有已领受圣灵的人可以得着（二 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二 12）  

  既然人只能借着圣灵得着属灵的智慧，那么，信徒是否可以得着圣灵的教导﹖在此保罗指明：信

徒已经受了圣灵。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

「我们」是指使徒和所有的信徒；「世上的灵」指运行在不信者心中的灵（参弗二 2）。这种灵虽然

能够叫人在世上聪明，但它对人领悟神的事，却是毫无作用的。「从神来的灵」指圣灵（参约壹四 1-

6，约十四 16-17），「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属灵的事。我们能以明白属灵的事，乃是神的恩

典，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也可以指上文使徒一直讲解的十字架的道理，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所预定救赎的大计划。既然我们能够明白这样伟大属灵的事，何必去羡慕世界的智

慧，以那种叫人败亡的智慧为夸口呢﹖  

三．属灵的智慧如何传讲（二 13-16） 

１．按圣灵的教导传讲（二 13）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二 13）  

  这一节解释了使徒为什么不用高言大智传讲神的福音，因为他要照着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讲解。

只有出于灵感的言语，才能叫人明白真道，得着生命。世人所以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并不是没有聪

明、没有学问，乃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保罗要顺着圣灵的指教来讲述属灵的事。这样，那些接受

圣灵感动的，就可以得着生命。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也表明使徒们的教训带有圣灵的权威。因为他们不是照自己的意

思讲说，乃是照圣灵所教导的讲说（参帖前二 3-4；彼后三 2，15-16；提后一 13-14）。  

２．是属血气的人所不能明（二 14-15）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

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祂。」（二 14-15）  

  「属血气的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谓「以为愚拙」

就是以为不合理，没有价值，不值得相信，存着轻看的成份。保罗本身是有属世学问的，他为什么不

用世界的学问来讲解属灵的事，免得人看他为愚拙呢﹖可见保罗必定认为，好些属灵的事是无法用属

世的学问来讲解的，必须用属灵的话讲解，否则可能损害其属灵的价值和正意。  

  「属灵的人」与「属血气的人」成对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比较，非基督徒是属血气的人。所谓

「属血气」不是血气方刚的意思，而是属乎血肉之生命。基督徒是属灵的，因已经有了神的圣灵住在

心中。  

  既然圣灵能参透万事，完全属灵的人自然也能够看透万事了。「却没有一人能看透祂」，这「一

人」是指任何一个属世的人。世人对于属灵的事既无看见，又无所知；属灵的人因为看透属灵的奥秘，

人生观与行事为人，也就有所改变，以致世上的人对他觉得更难了解。  

  本节「属灵的人」隐约地指耶稣基督。因为事实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是完全属灵而能看

透万事的（参约二 24-25），并且也只有耶稣基督一位是没有一个人能看透的。  



  「看透」anakrino 有识辨、考验、判别之意。与上文之「参透」不同字（见本章第十节批注）。  

３．小结（二 16）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祂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二 16）  

  这一节原文开头有「因为」两字（英文圣经有 for 字），新旧库译本加上「因为」──「因为谁曾

知道主的心去教导祂呢﹖」这句话跟十五节比较起来看，似乎更进一步的暗示，十五节那个能看透万

事的属灵人是指主耶稣。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祂呢」，意即谁有资格论断神的作为呢﹖谁能看透神心中的筹算呢﹖谁

有资格批评神对于万有的计划有不完全之处，而可以向神提供意见呢﹖没有。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心」是指心意或心思而言。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主的心，但

是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为优越；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有了可以去了解主心的属灵本能。   

  这段话有比较的意味，使徒把我们与世界上的人作比较。世界上的人对于神的事，就像动物对于人的事

一样，还没有具备可以了解、领会的起码条件。但是我们对于神的事，已经没有生命上不同的距离，是已经

有基督的心，有可以领悟的资格了。 

----------------------------------------------------------------------------------------------------------------------------------------------
---- 
《函授课程》 

哥林多前书 2:1-16 

第一段（1-5） 

这一段虽然简短，却格外具有价值和意义。保罗继续在对付分争的问题，但他为了说明起见，开始由一般的

事物转向个人方面。在这几节经文里，他一共用了四次「我」，和两次「我的」。他心中想到两件重要的事，

一是教会的信息，一是教会传达信息的方法。此处他用一种极有趣的方式说明这两件事。 

他替真与假之间，画下一道明显的分界线。世上的智慧和争辩代表假的事物；使徒和教会蒙召去传扬的十字

架之道理代表真的事物。他对假的事只一笔带过，却用较多的笔墨来描述真的事物，就是信息和传信息的方

法。使徒心中想到的虚假之事，是智慧的言语和一般的哲学，这一切都是从物质世界的观点产生的。一切的

争辩和讨论都是虚假的，所有的哲学都是由人的想法互相接触而产生，哲学也在哥林多造成各种不同的学派，

他们互相争鸣，企图将他们的所见所得教导人。这整段经文中，保罗就在指明，这种对付生命的方法是何等

虚假，无用。 

有趣的部分在，使徒启示了真信息是甚么，这信息已托付给他和教会了。他也关心如何使别人知道这信息。 

首先谈到基督徒的信息。头两节显示，保罗感觉这信息已托付给他和教会了。使徒将信息给他们，好使教会

也能传达这信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谈到教会的恩赐时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

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而非「为了主的事工」，不是说神赐下恩赐是要使这些有恩赐的人得以作他的

事工，而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整个教会都包括在这事工里。整个教会都受托，去启示这美妙的

信息。 

我们特别被两个子句所吸引。第一个是，「神的奥秘。」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钦定本译

作「神的见证」，修正译本改为「神的奥秘」。究竟手抄本原作「见证」（marturion）呢？还是「奥秘」

（musterion）呢？我们没有肯定的依据。毕竟这不重要，因为二者的意思相近。我个人是倾向於相信保罗写

的是「奥秘」。我们若采用「见证」，就必须用 1:6「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来解释。这样我

们就看见它是指完备的福音，就是教会被召去为基督作的见证。 

如果保罗用的是「musterion」（奥秘），那么我们解释时必须根据他的作品中这个字在其它处的用法，以期

前后一致。他写给提摩太的信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

被传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是敬虔的奥秘。不管「见证」也好，「奥秘」也好，保罗指

的都是真理的内容，教会有责任将这真理向世界宣明。再看这段提摩太书的上下文。「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提前 3:14-16）。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向这世界传达真理的机构，她的责任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理。 



不论保罗是用「见证」或「奥秘」，他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信息。「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

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他从雅典到哥林多，去宣讲神的奥佖，即指基督徒的信

息。 

留意保罗接下去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句话素来受到最多的误解和误用。我个人相信，保罗的重点是放在「你们」一词上，就是哥林多人。这是

给哥林多的信息，因为这城的腐化已蔓延至教会。不论是当时或现代，对任何世俗化的城市而言，基督徒所

能给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给哥林多的信息，是伟大信息的基础，但不是最终的内容。

敬虔奥秘最终的一点不是十字架。让我们引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话「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基督徒信息最终

的要点是复活。或许那时人们还末预备好接受这一个积极、荣耀的说法。可能亚波罗曾向他们提起，我们无

从知道。但保罗来了，他说我无法给你们整个信息。「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的「奥秘」是整个基督徒的信息，但因考虑到哥林多人的光景，保罗只能向他们

传讲最基本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但在释经家中间流行的一种解释是，保罗因为在雅典的事工失败了，所以他离开雅典到哥林多之后，就决定

不再采用他在雅典所用的方法。但是，保罗的雅典之行真是失败的吗？为甚么人们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读

保罗在雅典的那篇伟大讲论，其显露的滔滔辩才真是无与伦比；不仅是辩才，另外论理，晰学，宗教，神学

各方面都相当出色。他失败了吗？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以矫正人们这种只看重统计数字的心态。这种态度使

神的教会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使徒行传记载，「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

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那就是我们仅有的名单，有少数几个人，和丢尼修，

一个妇人，和其他几人，如此而已；他们不过是一个没没无闻的小团体。但翻开教会历史，我们发现甚么？

接下去的一世纪里，雅典的教会产生了 Publius, Quadratus, Artislides 和 Athanagorus 这些大有灵力的人。

到了第三世纪，雅典的教会则以和平与纯洁著称。至於第四世纪，雅典教会又产生了巴西流（Basil）和贵格

利（Gregory）等圣徒。反观哥林多教会如何呢？保罗定意对他们除了耶稣钉十字架不传别的，这教会现况

如何？她已消失，毁灭，丧失了她的见证，迄今找不出任何信仰伟人的姓名是和哥林多教会有关的。神的整

个奥秘之信息，无法在这一个被世俗污染的哥林多传开。保罗来到那里说，不，我还不能传讲基督徒信息的

全部事实。「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是针对异教世

界最基本的信息。人心的情欲必须面对十字架的信息。 

现在来看使徒如何提到传扬这信息的方法。他否定两种方法，注意他两度用「不」这个字。「弟兄们，从前

我到你们那里去，并不是（中文圣经作「没有」）用高言大智。」第 4 节又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

智慧委婉的言语。」他来到这大城，却末用高言大智传讲他的信息。这一点必须用当时的情景来解释。哥林

多以它的辩才，美丽，文学和哲学名闻当世。有一句流行的俗语一直传到后代。如果一个人说起话来词藻华

美，风格卓绝，人们就会说他在使用「哥林多的字眼」。那正是言辞出众的象徵。使徒说，我弃绝这些。我

到你们中间，不是用无碍的辩才和生动的词句来传讲信息。 

这是至关紧要的。几年前一位广受敬重的学者，对我谈起另一位传道人时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讲员，可

惜他牺牲了先知的角色，而宁愿去作艺术家。」-个传道人都当慎思此话。我们可能因太过看重言辞的优美动

听，而丧失了真理的影响力，变成了艺术家，而不是这世代的先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弃绝这方法。他

不是带著高言大智到他们中间。 

另一种方法是甚么？「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即使在朝向他主要的目标──传达信息──的过程中，他也

不采用这方法。他弃绝它。但是，不要以为保罗欠缺说服、辩论的能力。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参考使徒行传

17:17 记载，他在会堂里与人「辩论」。另外以弗所书中我们读到他「劝」他们。保罗是长於辩论的，他有

雄辩之才。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但他在传信息时，却不信靠自己的口才和本领。他弃绝

「智慧委婉的言语」。 

那么他作了甚么呢？有两个词足以描述他的方法。第 2 节，「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第 4 节，「我说的话，

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的方法是，「宣传」和「讲道」。或者说，用讲道来宣传。宣传就是宣

告──「kataggelo」，充分的宣告，不是含含糊糊的带过。他很谨慎地在言词中清楚宣告神的奥佖，神的话

语。然后是讲道──「kerusso」，这字和传福音「euaggeliso」不同，是指像先锋一样宣讲。这是王的使者

用的语言和方法。他前往哥林多，藉著讲道来宣讲神的话；他所宣告的事，带著无可辩驳的权柄。他给哥林

多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这是保罗的方法。 

接著是他那惊人的双重告白。首先留意他个人的自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话从保罗的笔端流露出来，看

实令人吃惊。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那不是指他的信息，而是指他自已。

软弱，是指心灵或身体的力量。那是他对自已的感觉。他这种软弱、惧怕的感觉深到一个地步，他缺乏自信

到一个地步，以致於战兢发抖。这是他讲道时得力的秘诀。 

然而，他另外还有一种连带的自觉，这是他很确定的。不论他感到多软弱，多惧怕，多战兢，有一件事他清

楚知道，就是他所作的乃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明证就是显明出来。他宣讲神的奥秘，圣灵就来与他的



软弱，惧怕，战竞合作。圣灵与他同工，用大能将他信息中的真理向听见的人显明出来。-一个传道人都应该

记住这事。如果我认为传福音是全凭自己的口才和能力，我早就不干了，因为我无法胜任。使徒就是这个意

思。但我知道，我若顺服圣灵，当我出去宣讲这福音时，圣灵就与这信息同在，证明这信息；那不是我的工

作，乃是他的。我的责任只是宣传，讲道。 

-一件事总结起来，都在说明他的信息和方法，因此他们的信心当建立在神里面，而不是人的智慧上。这就是

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企图把信心建立在他，或者亚波罗，矶法身上。不！让我们脱离环绕在四周的智慧言

语，将信心植根在神里面。 

第二段（6-16） 

这一段篇幅虽短，却寓意深刻，特别对身负传讲神奥秘重任的传道人和教师，更是意义重大。 

第一个词很醒目，「然而」。它指明一个事实：保罗现在要另起一个话题，但并非与他先前说的毫不相关，

或完全相对。这只是表明地接续前面说的；他还有一些事要提。使徒似乎这么说：我已经写了一些话，但是

别急，那还不是所有的真理，「然而」。他唤起他们的注意力，要他们暂时停顿一下。他没有用高言大智向

他们讲道，没有带著辩论的方法到他们那里去。这些都是真实的，「然而……」 

因此，他将要说一些至关繁要的事。他前面讲的都对，然而基督徒的信息并非没有智慧。他们住在一个百家

争鸣，哲学派别林立的城市中，结果他们在教会里也效法哥林多人的样子，分裂成许多小派，各自拥护保罗，

或亚波罗，或矶法，甚至基督。保罗反对这整件事，但是他也不要他们争辩说，基督徒的信息毫无智慧。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乃是……神奥秘的智慧。」不要认为基督教是与哲学，智慧脱节，完全逸出人理智范围的。它有自

己的智慧，自己的哲学。确实，保罗在这里指出，基督徒的哲学是最终极的哲学。它不能被别的哲学所试验。

「我们也讲智慧。」一切在智慧和哲学领域里的讨论，争辩，都不能将我们带到任何地方；然而我们也不缺

少智慧，「我们也讲智慧。」这是整个真理。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各世代的教会，以及人类一切的哲学说，

他们不能试验基督徒，但基督徒可以用最中心的哲学──神的哲学──来试验他们的哲学。 

这整段（6-16 节）是在替那种智慧或哲学下定义。它很自然的分成几个小段。 

１．保罗指出基督徒的哲学不是这世上的哲学（6-9 节）。 

２．然后他说明基督徒的哲学就是圣灵（10-11 节）。 

３．最后他指明辨别这一切事的原则（12-16节）。 

基督徒的智慧存在於教会中；教会是它的托管者，也有责任将它宣讲给世人知道。这是保罗说的第一件事。

这智慧从何处而来？它的本源是甚么？是圣灵。这些事如何区别？我们所根据的真正原则是甚么？ 

基督徒的哲学不是这世上的哲学（6-9） 

先看第 6,7,8 节，我们读到「世上」一词──「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神在

万世以前。」然后是第 12 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这些「世上」是有

区别的。第 6,7,8 节里用的是「aion」，指世代；但第 12 节用的是「cosmos」，指的是世界。这两个希腊

字意义迥异。第一个字「aion」，是指一段时间。第二个字「cosmos」，指事物的物质次序。记住这个区别，

我们就能明白保罗所说的。他说这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这世上的智慧是人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从有限的

思想所产生的结果。它受到世代的束縳，被时间所限制。那是世上的智慧。保罗说那不是我们的智慧。 

当然，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不受世代的束縳，它超越各世代的限制。它是属於一切世代的。我们想

到哥林多，它盛极一时的哲学如今已由衰微而消失。我们观察人类哲学的诞生，人们如何企图用自己的智慧

去发现宇宙的真理。几千年以来，各类哲学纷繁林立，蔚为大观。但我们不得不说，哲学已经衰微了。今日

哲学领域中已无任何新的东西。但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人们一直在研究哲学，-一学派都试著替一个问题找答

案。这问题是甚么？就是彼拉多问耶稣的，「真理是甚么呢？」培根的真理论集一开头就说，「真理是甚么

呢？彼拉多嘲弄地提出这问题，却未等著要答案。」我不认为那天彼拉多带有嘲弄的意味。我相信彼拉多发

现自己正面对看一个令他吃惊的人物，当他听到这人说，他来是为给真理作见证时，就不自禁从内心涌出这

个当代哲学最基本的课题：「真理是甚么？」 

试观哲学发展的历史，-一个新兴的系统，都是在开创一个新世代，同时也受到那世代的限制。这就是所有人

类哲学的特质。保罗说，我们的哲学不受世代的束缚，也不属这世代。他不是单指他所生存的那世代，并且

指被时间局限住的一切人类思想。「然而……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如果那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世上有权有位、自认为能代表一代思潮之人的智慧，不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那又是甚么呢？「乃是神奥秘的智慧。」那是基督徒的哲学，是神的智慧。我们如何知道呢？正如琐法问约

伯，「你考察，就能测透神么？」这正是人类哲学破灭的原因。人一直在探索，企图去找答案。但使徒说，

这乃是「神奥秘的智慧」。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词──「奥秘」，那是甚么？-一个人都可以理智地回答这问题。我们拿起报纸，读到一些

事情是人无法解释的，我们就会说，这真是奥秘！我们无法明白！但是新约圣经里的「奥秘」一词绝非此意。

希腊文这字是「musterion」，它在新约出现了二十七次。有三次是分别出现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是我



们的主亲口说出的。三位福音书作者不约而同地记载了主如何将「奥秘」与他的比喻相连结。他向众人说了

比喻之后，就对门徒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太 13:11,13）。此后

奥秘一词未再出现於福音书。保罗是惟一在书信中使用这词的，他前后用了至少二十次。约翰也在启示录里

使用了四次。因此，这词是保罗特别喜欢用的。它是从希腊哲学派别出来的，说到神秘的事，或科学，称之

为奥秘。保罗紧抓住这字，他说，「我们讲的乃是……神奥秘的智慧。」但他赋予这词一个崭新的含义。

「奥秘」的希腊字是从一个与嘴有关的字演变来的，原意是闭上嘴。但保罗从末这样用它。那原先沉默的，

变成有声的。原先不被人知晓的，如今已为人所知。新约里的奥秘总是指原先无法被人类知识所发现的事物，

因著启示，而使人的理智得以明白。奥秘就是指那被启示出来，叫人的心意、智识能了解的事物。 

我们有一智慧，有一哲学，是不属这世代的。它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因世代结束而消失。它属於所有世代，

因它属於神。但这是一个奥秘，已经被彰显出来。他说这世上有权有势的不能明白。他们若明白，就不会把

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但这奥秘最惊人之处在於十字架，它显明了有权有位之人的黑暗，并成为人类光明的

中心。神的智慧在十字架上向人启示出来了。 

保罗又说到这大奥秘的目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

在十字架上了。」留意他接下去引用的话，「神为爱他的人所豫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段话引自以赛亚的预言。若翻开以赛亚书，我们会发现那里是在指明一个事实：神为

等候他的人作工。以赛亚说，那些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到的事，乃是神为等候他的人所预

备的。保罗沿用了这说法。人的眼睛从观察中未能见到的事，已经启示出来；耳朵从周遭声音里听不见的字

句，已经带出这真理。它们末进入人的心中；感觉和情感的天性永远无法识透这深奥的真理。这是神的奥秘，

如今这智慧已彰显出来。 

基督徒的哲学就是圣灵（10-11） 

请特别注意另一个字。第 10 节开头，「但是……」（中文圣经无此二字）。我常听基督徒用这段话来指天

堂。其实我们无权这样作。他们说到天堂的荣美，「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他们说，当然啦，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事，它太美妙，深奥了。保罗说，但是「只有神藉著圣灵向我们显明

了。」你能够明白。世上有权有势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心不能想像；但是神已将这奥

秘向我们启示了。 

我们来看这不属世代，只属乎圣灵的智慧。那参透万事的是圣灵。这段经文何等宝贝！「圣灵参透万事，就

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谁能明白这深奥的奥秘，和神的存在及他旨意的奇妙？「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

知道神的事。」但神的灵已将神的事启示出来。这智慧已对我们揭明。所有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人心不能

想到的事，都已由圣灵向我们启示了。 

辨别这一切事的原则（12-16）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不是受制於物质的灵，那种灵只能倚赖详细的考察。我们都对科学稍有认识，

并且予以相当的尊敬，不敢超越它的范围。它所说的都是以物质的宇宙为基础。然而我们所领受的远超过这

些。我们不是领受那被世界所局限的灵，乃是神的灵，好叫我们知道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我们讲说这些事」，指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真是基督徒，就已领受了圣灵。我们若被召作圣徒，圣灵就

是我们的，其结果是产生见证；我们被召去作见证，「我们讲说这些事。」 

接下去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是了解神的智慧最重要的原则。若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听见

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或矶法的。但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就能看清何

者是圣灵所印证的，而确保真理的平衡。这在今日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有些基督徒，他们的虔诚是无庸置

疑的，但他们太执著於真理的一面，而对其它面视而不见，结果那个观点最后不但对他一无助益，反而成了

妨碍。我们当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为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属血气」是甚

么意思？它的希腊文是「psuchikos」，指有心思意念的人。一个只有心思意念的人是和灵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被物质的世界所包围，被人类的思想所局限。「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他看不

见属灵的事；这点我们前面已经提过。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我们若看透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人就无法看透我们。他

会以为我们是愚昧的，他一点不能明白我们。这是屡见不鲜的！「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结尾简短而扼要。「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道出了整个事实。「心」在希腊文是「nous」，仅指知识或

感觉。我们有基督的感觉，基督的心意，基督的观点。这句话不可和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说的另一句话相混淆，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两处的「心」不是同一个字。腓立比书那里是指心意的运用，它与情感，

鼓舞，自我倒空有关。此处是指理智上的了解，亦即指智慧而言。 

总结使徒总结一切：然而，不要误以为我们没有哲学。我们有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再度引用保罗的话，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於外邦，被世人

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奥秘的整个模型；如果除此以外还有甚么奥秘的话，那就是我们有基督的心。 



再回到引言部分。基督徒的信息是最终的哲学。感谢神，我们的福音是如此简单。但不要忘了，这简单的福

音蕴含了最崇高、深刻的内容。它植根在神深奥的事里，它的简单是因为它能藉著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以致

年幼的孩童也能听见、明白，并且喜爱、接受，直到岁月的齿轮在他们的生命中辗过时，他们也能和牛顿以

撒（Isaac Newton）一样说，「我好像一个小孩子，站在海边拣拾散布四处的小圆石，将它们拿在手中把玩，

而我前面就是翻腾的海浪。」 

----------------------------------------------------------------------------------------------------------------------------------------------
--- 

另参看其他可靠的解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