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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0-2011 
格林多人前書 #2：格城的分裂、智慧與驕傲 

 
 

TGQ = Tim Gray Study Set Questions 
TGR = Time Gray Study Set Responses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中文思高聖經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格前 1:10 –  3:4 

撒上 3:9 
 

B 必需正視基督徒的分裂 

 

• 基督團體應活於愛和聖三完美共融中，也當在結合一體的基

督妙身內反影著這共融的和諧，使世人相信和加入這愛的團

體。格城基督徒的分裂破壞了這些意義和作用，所以保祿要

處理這問題。 

 

• 分黨分派反影格城基督徒屬靈上不成熟，不是「屬神的人，

只能當作屬血肉的人」，是「基督內的嬰孩」，「喝的是

奶」，「還是不能吃飯食」。 

 

• 從狹義而言，基督團體的分裂也是每一個堂區要避免和處理

的問題。教友不應自稱屬某某神師旗下，攪個人崇拜；使被

崇拜者變得自我和驕傲。當謹記，神師也是基督僕人。 

 

• 廣義而言之，這是舉世基督徒要坦誠面對的「合一」問題。

基督徒的分裂明顯地違背主命，就像「基督被分裂了」一

般。 

 

• 我們作為基督的選民、在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遞下

來的教會內成長的教友，應如何理解和面對這「基督被分裂

了」的局面及其矛盾？ 

 

1:10-16，3:1-4 

 

TGR2-2&3 

 

 

 

 

3:1-4 

 

 

 

1:12-13, CSB 

 

 

 

HO1,  

1:13，若 17:22 

 

 

HO2 

C 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智慧 
 
• 「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 聖奧斯定認為眾哲學派中，拍拉

圖派系希臘哲學家在思想上與基督徒最接近，但仍多錯漏。 
 

• 與聖父同性同體，作為天主話語(若 1:1)和天主的智慧(格前

1:24)的聖子耶穌基督，「在衪內蘊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

藏」(哥 2:3)。 
 

1:17-2:16 

 

City of God, 

p.331ff 

 
St. Thomas, The 
Compendium of 
Theology,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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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智慧 (…續上頁) 

 
• 「我們所講的，乃是那隱藏的，天主奧秘的智慧，這智慧是

天主在萬世之前，為使我們獲得光 榮所預定的」；智慧的

出現，聖經早作預告。 
 

• 這智慧藉天主的啓示給了人，『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心

所未想到的。』人需按信德，變成小孩去接收(cf.瑪

11:25)。 

 

• 「巧妙的言辭」與「十字架的道理」- 保祿用 logos(GK)來

形容哲學家和雄辯者的言辭和十字架，以表明前者看似巧妙

卻並不巧妙，後者則剛剛相反。 

 

• 世人不因哲學家和雄辯者的智慧和言辭認識真理，卻因看似

愚妄的十字架的道理而得到真正智慧。哲學家和雄辯者的智

慧和言辭不能完滿地表達天主無限的智慧，「除了天主聖神

外，誰也不能明瞭天主的事。」 

 

• 格城教友崇尚巧妙言辭的心態，源於當時社會背景。 

 

• 「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的人…」保祿所用希臘字

句，顯示「喪亡」和「得救」是一個進行中的過程，不是已

成定局。 

 

• 「弟兄們! 你們看看你們是怎麼蒙召的」 - 天主不因寵愛

某人而召選他，卻因寵愛世人而召選某人。攪不清楚這道

理，被召選者容易變得自我中心。 

 

 

 

 
2:7,智 7:25-26，箴

8:22ff，9:1-6 
 

 

2:9, Jesuit Fathers 

of St. Mary’s, The 
Church Teaches, 
n.75 

 

 

1:17-18, TGR2-

4&5 

 

 

TGR2-5&6 

TG2-7 

2:11 

 

 

TGQ p.11 

 

CSB,斐 3:12，希

6:4，格前 4:3-4 

 

 

H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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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聖經研討會 2010-2011 
格林多人前書 #2：格城的分裂、智慧與驕傲 

 
 
1. 推進所有基督徒  之間的重新合一，乃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要目的之

一。由主基督所創立的教會是至一而且唯一的，可是有許多的基督徒集

團，都向人推荐自己是基督的真正遺  產；他們都承認自己是主的門徒，

但意見分歧，道途各異，一若基督本身分裂了似的。此種分歧，確實而

明顯的違反基督的旨意，令世人困惑，使向萬民宣傳福音的  神聖事業遭

受損害。 (梵二大公主義法令 #1) 
 
2. 在這個天主的唯  一教會中，於其開端時已有分裂的現象，  聖保祿宗徒

對這些分黨分派曾予以嚴厲的申斥；  嗣後的幾世紀中發生了更多的紛

爭，有規模不小的團體與公教會失去了完整的共融，對於此事，有時雙

方都不能辭其咎。但現在出生於這些團體並接受其教育而信仰  基督的

人，不得責以分離之罪，公教會仍以兄弟般的敬愛看待他們。他們既信

仰基督並合法領受了洗禮與公教會仍保持著某種不完整的共融…在聖洗

內因信仰而成義的人，即與基督結成一體，  因而應當享有基督徒的名

義，理應被公教徒看作主內的弟兄。 ( 梵二大公主義法令 #3) 
 

“The Church is not divided. It is we Christians who are divided. And even though divided, 
we are still in communion one with the other, because we are baptized into the one body of 
Christ…For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the unity that we seek is unity in faith, sacramental 
life and ministries: a visible, organic unity.” (Edward Cardinal Cassidy, Vatican II and 
Catholic Principles on Ecumenism, 25 June, 1996). 
 
“This Church constituted and organized in the world as a society, subsist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which is governed by the successor of Peter and by the Bishops in communion with 
him,(13*) although many elements of sanctification and of truth are found outside of its 
visible structure. These elements, as gifts belonging to the Church of Christ, are forces 
impelling toward catholic unity” (Lumen Gentium, #8). 

 
3. “In Romans 11 Paul takes a whole chapter to point out that the Jewish people have been 

chosen…but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gentiles and the whole world…In other words, what 
first feels like exclusivity is finally and fully for the sake of inclusivity!...In any kind of 
‘exclusive election,’ the ‘chosen’ do not see their experience as a gift for others, but merely a 
gift for themselves. We end up with a very smug and self satisfied religion.” (Richard Rohr, 
Things Hidden – Scripture as Spirituality,” pp4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