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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哥林多前書 6:1-8 和合本

v1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前求審，
不在聖徒⾯前求審呢︖

v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
你們不配審判這最⼩的事嗎︖

v3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的事呢︖

v4 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
看的⼈審判嗎︖



經⽂︓哥林多前書 6:1-8 和合本

v5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個
智慧⼈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

v6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且告在不信主的⼈⾯
前。

v7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錯了。為甚麼不
情願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吃虧呢︖

v8 你們倒是欺壓⼈、虧負⼈，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
是弟兄。



v1 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
前求審，不在聖徒⾯前求審呢︖

• 保羅知道總會有爭執的，可是該在弟兄中間尋求解決。

• 怎敢(dare)（Hēring作「厚顏無恥」）

• 不義的⼈，未認識神的⼈︓保羅不是指責哥林多的世
俗法庭

• 保羅是說他們根本不該在法庭出現



v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的事嗎︖

豈不知⋯⋯︖在第六章共六次之多︔這句話强調哥林多⼈是明知故
犯的。

1. 聖徒要審判世界
2. 我們要審判天使
3. 不義的⼈不能承受神的國 （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

作孌童的、親男⾊的、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
勒索的）

4. 你們的⾝⼦是基督的肢體
5. 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她成為⼀體
6. 你們的⾝⼦就是聖靈的殿



v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的事嗎︖

直到亙古常在者來給⾄⾼者的聖⺠伸冤，聖⺠得國的時
候就到了。（但以理書 7:22 ）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到復
興的時候，⼈⼦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
⼆個寶座上，審判以⾊列⼗⼆個⽀派。（⾺太福⾳19:28 ）

耶穌並沒有明明地說所有信徒（聖徒）有分於審判，但
可以確定是能進⼊天國的信徒。



v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的事嗎︖

在教會中挑選有成熟屬靈⽣命的⼈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
靈充滿、智慧充⾜的⼈，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使徒⾏傳 6:3 和合本）



v2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
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的事嗎︖

⽐起審判⼈的罪，審判彼此相爭的事是⼩事

耶穌⼜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怎樣差遣了我，我
也照樣差遣你們。」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氣，說︓「你們受聖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約翰福⾳20:21-23 和合本



v3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的事呢︖

彼得後書 2:4 和合本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
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這裡有關聯的隱喻，保羅提醒這是應該知道的事。



v4 既是這樣，你們若有今⽣的事當審判，是派教
會所輕看的⼈審判嗎︖

• 今⽣⽣的事︓弟兄之間⽣活的事。

• 審斷是簡單過去式不定詞，意思是「作決定」，這字
不是爭訟的意思，乃是「⼀同謀求協議」



v5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
⼀個智慧⼈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

• 先前保羅說他寫這些話，並不是要叫他們羞恥（四14）

• 但這裏不同了， 『羞恥啊︕』哥林多⼈以智慧爲榮︔
這時，保羅卻問他們中間到底有沒有智慧⼈。



v6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且告在不信主的
⼈⾯前。

• 你們竟然是弟兄告弟兄，⽽且告到不信的⼈⾯前去嗎︖
（呂振中）

• 「不信主的⼈」前⾯沒有冠詞表⽰，保羅强調他們沒
有信仰的本質。



v7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錯了。為甚
麼不情願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吃虧呢︖

• 事情的判決如何已無關輕重，信徒吿狀之擧，暗⽰基
督的⾝體受了傷害。

• 接著來的是更尖銳的問句，說出眞正的勝利是情願受
欺，情願吃虧。（容後討論）



v8 你們倒是欺壓⼈、虧負⼈，況且所欺壓所虧負
的就是弟兄。

哥林多⼈犯了雙重的罪，
• 犯了欺壓⼈的罪
• 也犯了不愛弟兄之罪。

可是作爲信徒，不但要愛衆⼈，更要實⾏「愛弟兄」。
在基督裏的⼈，有種獨特的彼此關顧。



v8 你們倒是欺壓⼈、虧負⼈，況且所欺壓所虧負
的就是弟兄。

「每逢七年末⼀年，你要施⾏豁免。
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
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因為
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
若借給外邦⼈，你可以向他追討︔但借給你
弟兄，無論是甚麼，你要鬆⼿豁免了。
（申命記 15:1-3 和合本）



v8 你們倒是欺壓⼈、虧負⼈，況且所欺壓所虧負
的就是弟兄。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
我今⽇所吩咐你這⼀切的命令，就必在你們
中間沒有窮⼈了（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
業的地上，耶和華必⼤⼤賜福與你。）
（申命記 15:4-5 和合本）



v8 你們倒是欺壓⼈、虧負⼈，況且所欺壓所虧負
的就是弟兄。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太福⾳5:23-24 和合本)



picture



總結林前六 1-8 ⾯對紛爭的智慧

第⼀，弟兄之間應彼此善待，⽽不是彼此虧待︔
第⼆，若發⽣了虧待⼈的事，應請⽼練的弟兄幫助︔
第三，受虧損、被欺壓的⼈，要學習寧願吃虧，不要報
復反擊。

三個⾝份︓
1.有愛的弟兄
2.基督的肢體
3.有權柄的聖徒



為什麼有紛爭時是要情願受欺，情願吃虧︖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作對。有⼈打你的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太福⾳ 5:39 和合本）

暴怒的⼈挑启争端︔忍怒的⼈⽌息纷争。
(箴⾔ 15:18 和合本)



為什麼有紛爭時是要情願受欺，情願吃虧︖

於是，先知哈拿尼雅將先知耶利⽶頸項上的
軛取下來，折斷了。
哈拿尼雅⼜當着眾⺠說︓「耶和華如此說︓
⼆年之內我必照樣從列國⼈的頸項上折斷巴
⽐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軛。」於是先知耶利⽶
就⾛了。（耶利⽶書 28:10-11 和合本）



為什麼有紛爭時是要情願受欺，情願吃虧︖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是⾮，在你⾝上為
我伸冤，我卻不親⼿加害於你。古⼈有句俗
語說︓『惡事出於惡⼈。』我卻不親⼿加害
於你。
（撒⺟⽿記上 24:12-13 和合本）



為什麼有紛爭時是要情願受欺，情願吃虧︖

他被罵不還⼝︔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交託那按公義審判⼈
的主。（ 彼得前書 2:23 和合本）

若別⼈在你們⾝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我們
沒有⽤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被阻隔
哥林多前書 9:12 和合本



劉⺠和牧師的⾒證



⾯對衝突的處理

龐地（Louis R. Pond）是較早期研究衝突理論的
社會學家，將其形成與化解分成五個階段

1.潛在衝突階段
2.知覺衝突階段
3.感覺衝突階段
4.顯現衝突階段
5.衝突後果階段



⾯對衝突的處理

紛爭的起頭如⽔放開，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息爭競。
（箴⾔ 17:14 和合本）



⾯對衝突的處理

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
上顯出他的善⾏來。

14 你們⼼裏若懷着苦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誇，也不
可說謊話抵擋真道。

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
屬⻤魔的。
（雅各書 3:13-15 和合本）



察覺知覺衝突

1. 注意「不過」「 但是」的⾔語

• 代表著⼼裡的⽭盾。
• ⼩組的互動遊戲︓在分享時候說
「不過」「 但是」就夾⼀個夾。

• 由不說開始改變。



察覺知覺衝突

2. 注意「埋怨」的⾔語

• “佢⼜係咁啦︕”
• 家⻑常埋怨⼦⼥就會埋怨和冇⾃信
• 佢⼜係咁啦，我可以關⼼下佢



察覺知覺衝突

3. 爭翻啖氣的⼼態

• “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 因為苦毒引起的⾏為動機
• 做不到“情願吃虧”的主要原因



處理知覺衝突

1. 問對⽅有這看法的原因，不要嘗試改變對⽅。
2. 表達⾃⼰的看法，⼀同謀求協議。
3. If not agree，Agree to disagree。

⼤部分我們認為對與錯的問題，其實是⼈與⼈的不同。



處理知覺衝突

1. 問對⽅有這看法的原因，不要嘗試改變對⽅。
2. 表達⾃⼰的看法，⼀同謀求協議。
3. If not agree，Agree to disagree。

⼤部分我們認為對與錯的問題，其實是⼈與⼈的不同。



⾺丁路德 1483年11⽉10⽇－1546年2⽉18⽇

• 德國神學家、哲學家

• 1517年在聖堂⾨前貼出了《關於贖罪券效能的
辯論》（即《九⼗五條論綱》）

• 於⼗六世紀初引發了德國宗教改⾰

• 促成基督新教的興起

• 將拉丁語《聖經》翻譯成德⽂



《論猶太⼈及其謊⾔》 1543

當中的⼀些建議: 
• 夷平和摧毀他們的房⼦。
• 要燒掉他們的猶太會堂或學校
• 他們的拉⽐從今以後禁⽌教學， 違者

則處死或被懲罰
• 禁⽌猶太⼈在⾺路上通⾏



路德的⾔論450年後被利⽤

1933年印製海報 ︓

“希特勒的奮⾾和 路德的教導

是⽇⽿曼⺠族最好的防衛“



體育館醜聞

1933年11⽉13⽇，德國基督
徒在柏林體育館舉⾏⼀個⼤聚
會，被德國教會歷史看為是: 

“體育館醜聞”。



納粹⼤屠殺 Holocaust
（ 1941-1945）

• 猶太⼈進⾏的種族滅絕⾏動。

• 歐洲三分之⼆猶太⼈被害共有600萬⼈

• 其中近有150萬兒童

• 亦當涵蓋近500萬⾮猶太遇難者

• 總受害⼈數將達到近1,100萬⼈。

《舒特拉的名單》電影重述這段歷史。



學習愛和寬恕

「你們饒恕⼈的過犯，你們的天⽗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饒恕⼈的過犯，你們的天⽗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福⾳6:14-15 和合本）



思考問題

1. 在你分享之前，請朋友幫忙聆聽「不過」「但是」和埋怨
的⾔語。

2. 有什麼⼈是潛在或已經有紛爭的︖打算怎麼樣去⾯對︖
3. 有什麼⼈是向埋怨的︖⽤禱告求問神向你啟⽰。
4. 怎麼樣向有紛爭或有埋怨的⼈和好︖



使我作你和平之⼦ - 聖法蘭⻄斯禱⽂

1.使我作你和平之⼦，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

2.. 使我作你和平之⼦，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3. 使我作你和平之⼦，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永⽣。

副歌︓
哦，主啊使我少為⾃⼰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少求愛，但求全⼼付出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