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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 從以色列人在曠野的負面的含義
 ❖ 說明逃避拜偶像的教導
 ❖ 論證參與聖餐的意義
 ❖ 總結拜偶像的結局

 ◆ 逃離拜偶像的勸勉總結了第 8-10 章
的要點

 ❖ 信徒參與異教的飲食可能帶來災
難性的後果 10 15-22  

 ❖ 信徒的行事不是威脅他人救恩和
屬靈的福祉 10 23-33 

 ❖ 信徒的生活要效法基督 11:1

 ◆ 勸勉包含豐富的聖餐神學
 ❖ 基督的寶血和身體的意義
 ❖ 教會信徒合一教義的核心

 ◆ 第八章開始的論拜偶像的總結論
 ❖ 要尋求他人的利益
 ❖ 不尋求自己的利益
 ❖ 信徒要效法基督犧牲的模式

 ♦ 塑造自己的生活
 ♦ 將榮耀歸於神

 ◆ 基督徒成聖的過程和最終的目標
 ❖ 要行事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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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保羅開始針對拜偶像的教導和論述 作結論
1) 希望哥林多信徒能理解論試探的教導 10:1-13
2) 說明哥林多教會問題的根源是拜偶像
3) 印證哥林多軟弱信徒的根本問題也是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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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所親愛的弟兄 :
1) 這是保羅第一次如此稱呼哥林多信徒
2) 他在乎他們 他對他們有感情 他關心他們

4. 逃避
1) 開一條出路 10:13 異曲同工的意義
2) 在任何試探之下和拜偶像的試探 神都會開一條出路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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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白人
1) 是諷刺哥林多信徒
2) 他們自認為對事務有特殊的認識和理解
3) 他們的行為卻與他們的知識不符合

2. 暗示他們如果是 明白人
1) 他們就會理解保羅的教導是正確的 是合理的 是合宜的
2) 他們應該用自己的判斷力辯別是非與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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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猶太教和早期的基督教認為
1) 食物和飲料是不需要神的祝福
2) 然而 要感謝神和祝福神 所提供的食物和飲料

2. 保羅用了六個反問句 10:16-22
1) 要哥林多信徒判斷有關拜偶像的行為
2) 要哥林多信徒考慮他們信仰的堅定性
3) 保羅用神祝福和憐憫的觀念指責哥林多信徒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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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兩個反問句 10:16
1) 聖餐的意義與吃拜偶像的祭品的含義
2) 不是闡述聖餐神學的意義
3) 而是從基督那裡所領受的教導
4) 祝福的杯 和 掰開的餅 就是接受 基督的血 和 基督的身體

4. 聖餐的含義
1) 是獨一性的 是排他性的
2) 是不能與其他宗教的祭物混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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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領
1) 沒有說明同領是如何發生的
2) 但可以確定同領發生了

6. 聖餐象徵著
1) 被救贖的人與救贖的主基督合一
2) 因這合一的因素是不能與其他宗救活動相容的
3) 如果信徒領受拜偶像的祭物就是與基督敵對的
4) 這理論完全推翻哥林多信徒拜偶像和吃祭物是合宜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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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領基督的血 同領基督的身體 的意義
1) 與主相交 一起享用主的晚餐 Lord s Supper 聖餐
2) 與主內的弟兄姐妹一起用餐建立在主內的關係
3) 這兩種情形都可能

8. 我們雖多 強調領聖餐的團契的含義
1) 血與身體 或餅和身體 都沒有物質和實體上的意義
2) 我們 是在許多信徒和不同實體教會 是多元化的群體
3) 一個餅 一個身體 是讓多元化的群體合一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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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 一個 合一的大能
1) 突顯哥林多教會分裂的問題
2) 以色列人因慶祝逾越節而合一
3) 基督徒因領聖餐對分裂的教會起到合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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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試探 10:1-13 時 保羅用了以色列人的經歷說明以 肉體 看以色列人
2. 屬肉體的以色列人

1) 在曠野中屈服於拜偶像和不道德行為的以色列人
2) 以色列人參與拜偶像也參與異教祭祀的所有活動
3) 如果吃了祭物 也可能被認為認同拜偶像的事

3. 保羅把基督徒和神的選民以色列人區分
1) 屬靈的以色列就是教會
2) 肉體的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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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用兩個反問句
1) 作為拜偶像的結論
2) 也是論吃祭物 8:4-8 的總結論

2. 是對那些自認為有知識的哥林多信徒認為吃那虛無偶像的食物的最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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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羅的這兩個問題說明
1) 食物不應該在祭拜偶像後被汙染
2) 只有獨一獨真神 沒有其他的神

4. 保羅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第20節
1) 什麼是獻給偶像的祭物
2) 什麼是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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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偶像祭祀中
1) 祭祀的食物不會受汙染
2) 偶像本身也不算什麼
3) 偶像不是真神
4) 只有一位真神 一位主 8 6

6. 問題不在於祭物 而是與神對抗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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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異教裡的寺廟獻祭
1) 不是獻給真神
2) 而是與鬼相伴

8. 這是與領聖餐完全對立的行為
1) 領聖餐是在主的桌子與主吃喝
2) 是不能再與惡魔 鬼 同桌吃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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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最後的兩個反問句結束了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10:14 的論述
2. 惹主的憤恨

1) 摩西之歌 申命記第32章 是這經文的背景
(1) 以色列人不忠於神 32:17
(2) 激起耶和華的嫉妒的憤怒

2) 任何形式拜偶像的行為都會激怒那位無上至高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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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力
1) 是摩西之歌 申命記第32章 裡 磐石 的延申
2) 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 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1:25
3) 神揀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1:27
4) 諷刺哥林多信徒自高自大 認為自己是堅強的 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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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事都可行
1) 論淫行時說過 6 12
2) 論拜偶像又說了 10 23
3) 反應這是哥林多信徒的理念與在基督裡自由的教導有關
4) 如果這教導是來自保羅

(1) 他們理解錯誤了
(2) 他們應用錯誤了

5) 這是保羅要反駁他們的誤解而有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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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都造就人
1) 在論淫行 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6:12
2) 在論偶像 都不造就人

4. 造就
1) 基督徒領袖建造教會在基督的根基上 3:10-15
2) 自大的哥林多信徒要用愛心造就人 8:1
3) 造就一個教會和造就一個人是一體的概念
4) 造就教會包括了造就教會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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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都有益處 自己的益處 別人的益處
1) 這是保羅教導的標準
2) 不求自己的利益 而要求別人的利益

6. 這原則在保羅的教導常見的
1) 論吃拜偶像的祭品 8:7-13
2) 論傳福音的方式 9:19-23
3) 保羅教導的對像包括了信徒與非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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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時的民間社會習俗
1) 在寺廟祭祀後的肉品會被送到哥林多大型的市場販賣
2) 在市場上販賣的肉類不都是從寺廟祭祀來的
3) 在很多大城市 政府會允許猶太人擁有自己的市場
4) 在城市沒有猶太人的市場 他們都會詢問市場販賣的肉類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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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是 求別人的益處 的第一個例子
1) 討論在基督裡的自由的問題
2) 討論在市場販賣拜偶像祭物的問題

4. 這個例子建立在這些情況之下
1) 有人知道市場販賣的食物和肉類的來源 但有人並不知道
2) 市場販賣的食物和肉類不全都與寺廟祭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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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羅建議哥林多信徒
1) 盡管吃市場所賣的食品
2) 不要良心不安
3) 食物是沒有問題的
4) 所有食物都是神供應的

6. 保羅引用詩篇 24 1 的經文
 ❖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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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清楚說的是誰的 良心
1) 是問的人的良心
2) 是被問的人的良心

8. 不清楚是誰在問這問題
1) 是那些有知識的人
2) 是那些軟弱的人

9� 如果是軟弱的人就不要問只管吃

10. 如果以廣泛的眼光理解
1) 包括所有的信徒
2) 無論是軟弱的 強壯的信徒

11. 基督徒基本生活的原則
1) 考慮基督徒的自由
2) 顧及基督徒周圍其他人的感受
3) 顧及信徒與非信徒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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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羅沒有限定
1) 基督徒吃食物的自由
2) 而是基督徒是否在市場詢問食物的來源 例如是不是祭拜過的食品

14. 那尋求別人的利益的原則
1) 尋求他人靈命 良心 的利益
2) 不是尋求自己靈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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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個實例是參加非信徒的聚餐
2. 沒有指明聚餐的地點

1) 公共場所的聚會
2) 私人家庭的聚會

3. 在論吃祭物 8:7-13 時
1) 在異教的寺廟裡聚餐
2) 參與非信徒的社交活動

4. 保羅建議去參加 只管吃
1) 是為了別人的利益 10:24
2) 如果有人指認食物的來至寺廟

為了問的人的良心 就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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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人對你們說 沒有說明這人是信徒或是非信徒
1) 因為是非信徒邀請 這人是非信徒的餐會主人

(1) 可能是對信徒的信仰的尊重
(2) 可能是心懷不軌 要考驗或試探信徒的信心

2) 有人認為是信徒
(1) 是位信心軟弱的弟兄姐妹 8:7-13
(2) 可能是對餐會主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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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認人的身份不重要 重要的是信徒知道後的反應
1) 如果食物被指認是祭品 為了指證人的良心 那就要停止吃
2) 如果這位信徒吃這祭品 讓人認為他是支持拜偶像的活動

7� 信徒若吃拜偶像的祭品
1) 損害獨一真神的信仰
2) 確認拜偶像的信仰

8. 保羅譴責拜偶像是祭鬼 拜假神就無意義 就無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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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提出兩個問題
1) 為什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呢
2) 為什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

2. 從上下文探討保羅的動機
1) 為自己飲食的習慣辯護
2) 反駁那自認為有知識的哥林多信徒
3) 關心那些軟弱的哥林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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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羅的問題 在旁人的眼裡
1) 沒有回答是否可以在非信徒的家聚會的問題
2) 為自己辯護 不要人認為他支持拜偶像  

4. 保羅解釋為什麼可以在非信徒家庭聚會吃 考慮信徒的自由
1) 思考對祭品和拜偶像的態度
2) 每個人都有吃和謝恩的自由

(1) 不是決定道德與否的條件
(2) 不是決定信仰堅定與否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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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羅的兩個問題 可以理解
1) 出於什麼原因
2) 為了什麼目的
3) 會得到什麼益處

6. 保羅的動機
1) 不讓任何人誹謗基督教的教義
2) 不讓任何人認為基督徒言行的虛偽

7� 保羅的目的是不要影響傳福音和阻礙傳福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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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用三條誡命總結基督徒自由和祭拜偶像的問題
1) 要行事榮耀神 10 31
2) 不要讓人跌倒 10 32
3) 要效法基督 11 1

2. 重申保羅傳福音的計劃 9:19-23
1) 傳福音讓神得榮耀
2) 效法基督讓神得榮耀
3) 帶人信基督得救讓神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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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為榮耀神而行
1) 第一條誡命的主題與吃喝的行為有關
2) 信徒通過彼此聚會同領聖餐
3) 信徒要逃避與拜偶像的任何活動
4) 基督徒所有的行為都要以福音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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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不要使他跌倒
1) 第二條誡命的主題與推展福音有關
2) 重申不要讓人跌倒的教導 8 9
3) 要向任何人傳神的福音讓神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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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效法基督
1) 第三條誡命的主題與基督生活有關
2) 榮耀神與在信徒和非信徒推展福音都歸功於保羅

(1) 不是為了自己的聲譽和利益
(2) 是為了他人的利益 為了他們得救贖 9 19 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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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讓人得救贖的起點是 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1 23 2 2
7� 基督徒行事為人的原則

1) 信徒以得人為最終的目標
2) 信徒生活在非信徒之中尋求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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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逃避拜偶像 10 14-22
 ❖ 領聖餐與主的血和身體合一
 ❖ 聖餐讓信徒合一 讓教會合一
 ❖ 吃祭品就是祭鬼與鬼相交
 ❖ 信徒去拜偶像就是與神對抗

 ◆ 要行事榮耀神 10 23 11 1
 ❖ 信徒有行事的自由
 ❖ 信徒行事要造就人
 ❖ 信徒行事要榮耀神
 ❖ 信徒行事不要讓人跌倒
 ❖ 信徒行事要效法基督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聖餐與吃拜偶像的祭物對立的
 ❖ 信徒的自由要讓人得利益
 ❖ 信徒的生活要效法基督的樣式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我有榮耀神的生活嗎
 ❖ 我活出基督的樣式嗎
 ❖ 我的言行讓人跌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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