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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這章中 保羅談論吃祭拜偶像的
祭物或祭品

 ❖ 在西方可能不是一個大問題
 ❖ 在東方則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 保羅提出一些吃祭物的原則
 ❖ 與不同信念的信徒

 ♦ 要區分能否接受的行為
 ♦ 要尊重他人的信念和良心

 ❖ 信徒應該要有的信念
 ♦ 保持屬靈生活的聖潔
 ♦ 拒絕毀害基督教信仰的行為

 ◆ 當時的哥林多人在三種情形下可能
會吃到祭拜偶像的祭物

 ❖ 在寺廟裡食堂或餐廳
 ❖ 在異教徒的私人聚會
 ❖ 在市場上出售的食物

 ◆ 保羅警告 吃祭物 的後果
 ❖ 讓基督徒良心受到傷害
 ❖ 讓基督徒的靈命受到玷污
 ❖ 讓其他基督徒沉淪的風險

 ◆ 主題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
有愛心能造就人 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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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段經文可以分成兩段
 ❖ 哥林多信徒自大的問題 8:1-3
 ❖ 信徒吃拜偶像的祭物 8:4-6

 ◆ 介紹哥林多信徒的問題 8:1-3
 ❖ 討論自高自大的問題
 ❖ 討論以神為中心的知識

 ◆ 討論吃拜偶像的祭物 8:4-6
 ❖ 對吃祭物應有的認識
 ❖ 對神和主應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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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
1)	 保羅開始回應哥林多教會信中提到的疑問
2)	 保羅沒有依照他們信中疑問的順序回應
3)	 保羅是依照自己的邏輯回應他們的疑問

2� 祭偶像之物 學者有不同的理解
1)	 祭偶像的肉
2)	 祭偶像的食物



5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5
�嶷┑䱎甾畘ℬ䕊褕㓲⋲㦪㉸ׅ㓲⋲揞竑䫆帹׆珯∧䫆帹㤐⛌↛哋涹哋Ⰸ褕⠐竑禬
㊤聚蒒⼒↛珯

3.	 祭偶像之物
1)	 肉類是異教祭祀最常用的祭品
2)	 其他的食物也會是祭祀的祭品
3)	 祭祀後 祭物會拿到市場上出售
4)	 平常人是無法分辨是否祭拜的祭品

4� 反映猶太人和早期基督教的觀點
1)	 拜偶像與對神的忠心
2)	 不食用拜偶像的食物與保持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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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都有知識
1)	 以哥林多信徒的身份發言
2)	 保羅肯定哥林多信徒的陳述	 我們都有知識
3)	 所有的信徒都有共同的認識
(1)	神是獨一的真神
(2)	神讓基督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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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1)	 不清楚這 知識 的意義
(1)	是一般學識上的知識
(2)	是一種特殊的知識

2)	 哥林多人重視特殊的知識
(1)	受到人們尊重的知識
(2)	提高社會地位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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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愛心能造就人
1)	 愛 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教義
2)	 造就 是建造一座建築物的過程 比喻
(1)	信徒要幫助信徒成長
(2)	信徒成長能更強大 更完整

3)	 知識讓人自大 自重 自滿 和驕傲
4)	 愛能引導人像蓋建築物一樣慢慢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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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有人 	保羅使用一個有條件的假設
1)	 哥林多信徒自認自己的知識豐富的問題
2)	 自認為已經知道所有的事都是自欺欺人

2� 哥林多信徒 以為自己知道
1)	 自認為對神學很瞭解
2)	 他們的言行舉止違背他們的知識
3)	 他們的領袖卻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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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林多信徒 所當知道的 仍是不知道
1)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嗎 3:16
2)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嗎 5:7
3)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 6:2
4)	 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 6:9
5)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 6:15
6)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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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神學上理解和對神真正的認識 哥林多信徒
1)	 無視自己的言行 因而導致他人冒犯神
2)	 如果以基督徒的信仰看世界 他們就不需要
(1)	被警告他們要逃避敬拜偶像之事
(2)	被提醒他們要對弟兄姐妹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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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愛神 的人都應該認識神 但沒有
2� 反而 神認識愛 的人
1)	 打擊哥林多信徒自認無所不知的驕傲
2)	 重要的
(1)	不是信徒認識神有多少
(2)	而是神對 的子民的認識和瞭解

3)	 神是無所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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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人愛神
1)	 這人承認神是唯一的真神
2)	 這人要全心全意地愛神
3)	 這人對神的愛 體現在
(1)	對神的忠心和真誠
(2)	全心全意地敬拜神
(3)	完全排除祭拜偶像

4)	 這人才能成為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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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所知道的
1)	 這人是神的慈愛揀選的
2)	 這人被呼召成為神的同工
3)	 這人被派遣完成神的事工
4)	 這人接受基督成為基督徒
(1)	他有基督的恩典
(2)	他有基督的樣式
(3)	他有神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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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識神和被神認識意味著
1)	 被神分別出來
2)	 與拜偶像劃分界線
3)	 只敬拜神和榮耀神

6.	有知識的最終目標
1)	 完全認識我們自己的能力
2)	 完全地愛認識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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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引用哥林多信徒有知識的概念
1)	 同意他們是有知識的
2)	 論述一位信徒應有的行為

2�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
1)	 吃 是哥林多信徒的行為
2)	 祭物不是問題的所在
3)	 而是信徒 吃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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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引用哥林多教會信中提到的
1)	 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
2)	 神只有一位	 再沒有別的神

2� 從這兩點可以得知哥林多教會
1)	 接受猶太人的 示瑪 Shima 的一神論

 ♦ 以色列啊 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申命記	6:4
2)	 否定偶像和其他神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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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兩節經文是保羅神學精闢的論點 在保羅其他的書信也有類似的經文
2� 許多學者認為
1)	 保羅引用和延申了哥林多信徒的知識
2)	 保羅沒有直接引用 但融合他自己的理念
3)	 保羅自己的觀念和教導



19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榷竑䴒䎛䰿䥥褕㓷⨉Ⰺ㓷⨉⨑褕⼒盯掄崒⯻䥥䰿珮崒⯻䥥ℜ褕

1.	 在天或在地
1)	 表達所有受造之物中的任何實體被稱為神或主
2)	 保羅肯定世人的理解
(1)	世上有許多被稱為 神 或 主 的實體
(2)	有譯本把 神 或 主 用引號標示 如 新譯本

3)	 猶太人的示瑪 申命記	6:4 支持保羅的措詞和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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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許多的神 許多的主
1)	 異教相信多神的
2)	 舊約對異教的認識
(1)	有提到眾神的經文
(2)	沒有 許多主 的經文

3)	 猶太人相信耶和華是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申命記	10:7
3.	保羅把異教的多神論 猶太教的一神論 與基督教的教義做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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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修改猶太人的 示瑪 Shima 申命記	6:4
1)	 希望基督教的 示瑪 同樣的被重視
2)	 這也是早期基督教核心的教義

2� 如果哥林多教會瞭解基督教的 示瑪 他們就會團結和對基督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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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很多世人相信許多神和許多主的信仰 但基督徒則不同
1)	 基督徒只敬拜 一位神 和 一位主
2)	 取至 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申命記	6:4
(1)	 神 與 父
(2)	 耶和華 與 耶穌基督

3)	 一 表明 主 是與 神 一體的 是三位一體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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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位神 就是父 一位主 就是耶穌基督
1)	 神是父 是造物者 萬物都是屬於 的
2)	 主是 賽亞 基督 萬物都是經 而成立的

5� 保羅以猶太人的 示瑪 為根據
1)	 認同猶太教的一神論
2)	 延申基督教的基督論
(1)	耶和華是猶太人的主
(2)	耶穌基督是基督徒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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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節經文是保羅神學的核心
1)	 耶穌基督有獨一無二的主權
2)	 基督具有與神合一的身份
3)	 基督參與了神的創造宇宙萬物
4)	 基督與猶太教的 智慧 並列 參見 箴言	8:22-31
5)	 基督取代了希臘 世俗 智慧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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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
1)	 第一人稱複數 強調基督徒和神獨特的聖約的關係
2)	 說明父神和基督與 我們 的關係
(1)	肯定萬有都是藉著基督而存在的
(2)	強調基督在神創造萬物中的角色
(3)	神通過基督創造新的 我們

3)	 我們 的存在是 父神 的創造
4)	 我們 的新生是 基督 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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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現父神創造和救贖的旨意
1)	 創造起源於父神
2)	 救贖通過於基督

2� 這兩節經文將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做了對比
1)	 非基督徒有 許多的神 和 許多的主 8:5
2)	 基督徒 只有一位神 和 並有一位主 8:6
3)	 基督徒是通過基督成為神的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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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時大多數的哥林多人
1)	 平常的日子很難吃到肉食 除非在祭拜的節日
2)	 拜偶像的祭品和祭牲在祭拜後
(1)	會分發給參與祭拜的群眾中
(2)	會送到市場上出售

3)	 因此 吃肉食常與祭拜偶像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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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
1)	 這 人 指的是基督徒
2)	 不是一般人或非基督徒

3.	 這等知識
1)	 保羅討論了關於祭祀偶像的食物和一神論的知識 8:2-6
2)	 這等知識 指的是那些想要為吃偶像食物辯護的知識
(1)	他們過去祭拜偶像的習慣
(2)	他們堅信吃祭物是無害的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揞竑蒋绋䫆帹珯竑↛┑盯瓹⧁㖽㑄Ⅷ甾畘褕⼒⇆䎛㔡⛤䥥㤐䱎甾畘ℬ䕊獍
↷⋲䥥啐㊤㣃䐗懀㈒褕⅀⼒㼺䵃Ⅷ珯

4� 舊約和猶太人的歷史背景
1)	 社會上的壓力常常造成他們去拜偶像
2)	 在兩約之間 馬加比時代 和主前200年西流基 安提阿哥 統治時期
(1)	猶太人吃拜偶像的祭物是常見的
(2)	他們只承認和敬拜唯一的真神 耶和華 而且沒有其他的神
(3)	所以祭拜其他的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4)	 吃的是祭偶像之物 也沒有什麼意義和影響的

3)	 對融入猶太人文化的外邦人 他們可能也有同樣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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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軟弱
1)	 當時羅馬社會 軟弱是指沒有能力做決定的人 如奴隸 女人被視為弱者
2)	 保羅指的是良心軟弱的人
(1)	以那有知識的信徒吃了祭物為榜樣
(2)	不知道那是拜偶像的食物 而吃了
(3)	或知道那是拜偶像的食物 而拒絕吃

6.	非基督徒的人不理解為什麼有些信徒吃 但有些信徒卻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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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哥林多教會中 軟弱 的人被認為是
1)	 對能否可以吃祭物有疑問的信徒
2)	 在信仰上 信心上不成熟的 是需要造就的信徒

8.	 良心 軟弱 就汙穢了
1)	 自己信念的力量不足 無法抵抗社會或同伴的壓力
2)	 因此吃了祭物 也就玷污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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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叫神看中我們 有兩種理解
1)	 正面的 食物不會讓人們接近神 也不會把人們推薦給神
2)	 負面的 食物不會讓人們得到神的審判
(1)	這是哥林多信徒的立場
(2)	這是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2� 食物與人的關係
1)	 是人把食物獻給神 食物不會把人獻給神
2)	 是人對某些食物能做什麼 而不是食物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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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當時的社會
1)	 一般人認為與有錢 有權 有勢的人交往是成功的踏腳石
2)	 哥林多教會有知識的信徒
(1)	認為與教外人士保持良好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2)	他們會參與教外人士舉辦的祭祀和社交活動

4� 不吃也無損 吃也無益
1)	 吃和不吃祭物都無關緊要
2)	 哥林多信徒認為如果 不吃 會影響與教外人士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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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羅對哥林多信徒的回應
1)	 不是吃與不吃對神都無關緊要
2)	 是他們太介意如何得這些教外人士的喜悅
3)	 希望他們更應該關注如何得神的喜悅
(1)	讓教內的弟兄姐妹受益
(2)	而不是他們本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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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哥林多有知識的信徒吃祭物是有害無益的
1)	 他們對教會的弟兄姐妹不關心 會遭到神的審判
2)	 他們關注他們在這社會上的地位
3)	 他們忽略他們在神國中的地位
4)	 最終 他們對自己和他人都造成永恆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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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們要謹慎
1)	 是嚴厲的警告 不是要他們小心
2)	 是要他們注意他們的行為會有嚴重的後果

2� 哥林多信徒認為 吃 與 不吃 是他們的權利
1)	 他們可以在寺廟中或參加異教徒的餐會
2)	 保羅認為他們的權利必須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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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論上
1)	 信徒可以用感恩的方式接受任何食物
2)	 所有的食物都是神的禮物 所以不用害怕接受祭物

4� 實際上
1)	 問題不在於 吃 或 不吃 祭拜偶像的祭品或祭物
2)	 問題是在於有弟兄姐妹已經指認吃的是祭物時
(1)	吃的信徒就應該停止吃
(2)	如果繼續吃 那就得罪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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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外的一種情形是軟弱的信徒跟隨有知識的信徒一起吃祭物
1)	 讓人們認為他們接受異教徒所祭拜的神
2)	 讓這軟弱的信徒陷入祭拜偶像的行為
3)	 在這情形之下 吃祭物是要被禁止的

6.	信徒有自由吃神所提供的食物的權利 但是與拜偶像有關的就必須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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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絆腳石
1)	 保羅考慮的不是食物的來源 而是可能成為其他信徒的 絆腳石
2)	 從字面上 絆腳石 只是一個小小的障礙
(1)	這障礙阻止人們走上救贖的道路
(2)	這障礙讓軟弱的人跌入祭拜偶像的陷井

3)	 這與舊約中的絆腳石和拜偶像有關的教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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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希望那些有知識的信徒想一想
1)	 如果有信心 良心 軟弱的看到他們在寺廟裡吃飯那後果是什麼
2)	 那軟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可能會去吃那祭拜偶像的食物呢

2� 這些信徒吃的食物
1)	 不僅僅是拜偶像的祭物
2)	 會被他人認為他們也在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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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羅直接了當指出嚴重的後果
1)	 這些有知識的信徒催毀了那些良心或信心軟弱的弟兄姐妹
2)	 這人
(1)	是軟弱的人
(2)	是弟兄姐妹
(3)	是因基督捨命而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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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羅把基督與哥林多有知識的信徒作了比較
1)	 基督為了這些軟弱的弟兄姐妹而死
2)	 哥林多有知識的信徒卻把這些軟弱的弟兄姐妹推向毀滅

5� 保羅希望哥林多信徒重新考慮他們的知識所造成的影響
1)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8:1
2)	 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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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調基督與他的信徒的關係
1)	 基督為他要拯救的人而死 包括那些軟弱的人
2)	 凡是催毀被基督拯救的 那這人就得罪基督了

2� 從上下文理解保羅對哥林多有知識的信徒的警告
1)	 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 8:9
2)	 因你的知識沉淪了 8:11
3)	 叫我弟兄跌倒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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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 弟兄姐妹知道這是祭拜偶像的祭品或祭物
4� 吃肉
1)	 這是唯一提到 吃肉 的經文
2)	 肉不是唯一有問題的食品
(1)	只是肉類的食品在當時是難得的食物
(2)	市場出售的肉類通常是祭拜後的祭牲
(3)	一般人很難分辨市場賣的肉是祭拜過的

3)	 為了避免吃到祭拜過的肉讓弟兄跌倒 那就不要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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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偶像的知識 8 1-6
 ❖ 有知識會讓人自高自大
 ❖ 有愛心才能造就人
 ❖ 世人信拜許多神和許多主
 ❖ 基督徒敬拜一位神和一位主

 ◆ 吃祭物的知識 8 7-13
 ❖ 一些基督徒還有舊習性
 ❖ 一些基督徒不吃祭物
 ❖ 不要成為軟弱的絆腳石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認清偶像與真神的差別
 ❖ 用全心敬拜獨一的神和主
 ❖ 用愛心對待軟弱的弟兄姐妹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有區別偶像和真神的知識嗎
 ❖ 我會因有這些知識自高自大嗎
 ❖ 我會用愛心幫助軟弱的信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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