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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 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主題是聖潔的教
會和神聖潔的子民

 ◆ 第七章的內容
 ❖ 涉及婚姻和單身的問題
 ❖ 可能是哥林多教會內部的爭議
 ❖ 可能是保羅回應教會的需求

 ◆ 在閱讀第七章時 必須注意
 ❖ 不是討論全面婚姻和相關問題
 ❖ 而是從神學和牧師的角度對實際
情況做出回應

 ❖ 唯一處理信徒與非信徒婚姻的問
題的經文

 ◆ 哥林多教會給保羅的信 7:1 可
能與保羅給他們寫的信 5:9 內容
有關

 ◆  保羅在回應婚姻的問題 7:1-24
 ❖ 已婚的和未婚的基本生活原則
 ❖ 建議不要刻意的改變現狀
 ❖ 鼓勵在任何情況下尋求最有效的
方式事奉神

 ◆ 第七章的核心論述 7:17-24
 ❖ 維持被呼召時的狀況
 ❖ 結婚與否 社會地位和身份都不
應該影響順服和事奉神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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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
1)	 哥林多教會來的信提到有關婚姻的疑問
2)	 保羅用以下的經節回應他們的疑問

2.	哥林多信徒對婚姻的疑問
1)	 可能出於教會中放蕩不焉者和禁慾獨身者之間的爭論
2)	 保羅同意不結婚是他對婚姻的一般主張
3)	 這是保羅對當時淫亂的行為的做了讓步
4)	 在一個充滿誘惑的社會 婚姻才是抵禦邪惡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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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不近女
1)	 哥林多人對婚姻錯誤的觀念
(1)	未婚者可以更自由地事奉神
(2)	婚姻是罪惡的

2)	 不意味著未婚是值得稱讚的
4.	 倒好
1)	 與哥林多人 智慧 的用法想同
2)	 這不是保羅的想法 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同意他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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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哥林多信徒寫給保羅的信已經疑失了 無法知道信中的內容
6.	以當時哥林多城的社會人文背景
1)	 保羅警告他們淫亂的行為
2)	 保羅用聖經的教導他們夫妻的關係

7.	 要免淫亂的事
1)	 夫妻在婚姻裡的義務
2)	 婚外情是不道德的行為 是淫亂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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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常合宜的婚姻關係可以預防和阻止不道德的行為
1)	 有些哥林多人在婚姻生活中過份禁慾 而過著獨身的生活
2)	 丈夫應該履行婚姻生活的關係 妻子也應如此

2.	這理念來至出埃及記	21:10
1)	 若另娶一個 那女子的吃食 衣服並好合的事 仍不可減少
2)	 夫妻之間都有權利期待對方的愛意 關懷 和有義務滿足對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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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婚姻的目的
1)	 保羅沒有提及 傳宗接代
2)	 保羅強調夫妻之間的需求

4.	神建立婚姻
1)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創世記	2:24
2)	 正常合宜的婚姻生活是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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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當時父系的社會 女子是男人的財產 丈夫對妻子的身子有主權
2.	保羅的觀點是劃時代的 革命性的
1)	 丈夫對自己的身子沒有主權 但妻子有
2)	 配偶的身子是屬於對方的
3)	 在婚姻中夫妻是處於平等的地位
4)	 夫妻都有履行美好合宜婚姻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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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羅的教導
1)	 限制丈夫在婚外與他人發生關係 不道德的婚外情
2)	 丈夫有履行不與妻子以外的女子發生關係的義務
3)	 丈夫有履行和提供與妻子幸福婚姻生活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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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常的婚姻
1)	 可以防止不道德的婚外關係
2)	 可以履行婚姻的義務和責任
3)	 反對教會的弟兄以生育的藉口與其他女人發生關係

2.	 不可彼此虧負
1)	 虧負 用非法的手段讓他人蒙受損失 如偷竊 欺詐
2)	 凡是拒絕履行婚姻生活義務就是奪取配偶應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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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相情願
1)	 正常婚姻的夫妻 自己的身子都是屬於對方的
2)	 有關自己身子的決定都必須是雙方都同意的
3)	 在禁慾期或分居期必須雙方同意的情形下才可以行

4.	 暫時分房 為要專心禱告
1)	 這是暫時性的 短暫的
2)	 不是為了潔淨的原因
3)	 是禁慾祈禱 類似禁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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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們情不自禁
1)	 這警告不是關注於聖潔 而是針對不道德的行為
2)	 禁慾是短暫的 然後還是要同房
3)	 因缺乏自制力
(1)	受到魔鬼的試探和誘惑
(2)	作出不道德的行為
(3)	虧負了婚姻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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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認同短暫的分房是一種妥協與讓步 但不是命令
2.	保羅提出他的建議和忠告
3� 保羅沒有行使他使徒的權柄下達命令或訂立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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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
1)	 這是個人的意願 不是道德上的要求
2)	 每個人的境遇不同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2.	保羅獨身的生活可能被一些哥林多的信徒作為典範
3� 保羅擔心他獨身的生活被濫用
1)	 他沒有掩飾他獨身的生活
2)	 他認為如此他才能專心事奉神 7:32-3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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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的恩賜
1)	 每個信徒都從神那得到不同的恩賜 同時也得到神的祝福
2)	 每個信徒都得到不同的呼召
3)	 恩賜 是神給的禮物
(1)	不是獨身的恩賜 而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2)	是履行婚姻的義務和責任
(3)	是活出有福音愛心的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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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談論夫妻婚姻生活後 保羅回應另一個婚姻的疑問
2.	 沒有嫁娶的
1)	 指的是男性 未結婚的 離婚的 或喪偶的鰥夫
2)	 可能是已經談到嫁娶的男女 一方是寡婦

3� 像我就好
1)	 是保羅自身的作法和建議
2)	 寡婦結婚是可以的
3)	 他認為最好是保持現狀

生



18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嗆哋ヒ䱢㹃⃮∰褕⼒⛐⇆砖瞏珯脠㑟䍌㠜㊤褕⋳⃮盯砖瞏䎛眀珯

1.	不為持現狀的先決條件
1)	 不能控制自己 不是鼓勵某種形式的不道德行為
2)	 因生理的需求 破壞聖潔的福音生活 結婚是明智之舉

2.	保羅擔心的是未婚的信徒可能被引誘從事不道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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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哥林多的信徒中有獨身主義者 因而提出離婚 結束婚姻的關係
1)	 在當時 大多數離婚的都是為了與其他人結婚
2)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暗示是一名婦女 或多名婦女 提出離婚的要求
3)	 這與寡婦結婚的問題不同 保羅用命令的語氣指控離婚是道德上的問題

2.	 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
1)	 保羅禁止信徒離婚是基於基督的教導
2)	 是基督教倫理道德的規範 申	22:19 28-29 24:1-4 瑪拉基書	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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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是離開了
1)	 會眾中可能有一位或多位想要離婚的妻子
2)	 離婚後必須要保持未婚的狀態 否則就要與丈夫和解
3)	 做丈夫的也不能與妻子離婚

4.	從上下文理解
1)	 保羅反對當時希臘羅馬文化背景的無過錯的離婚
2)	 保羅支持離婚是因夫妻有一方不履行婚姻的義務和拒絕維持婚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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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回應哥林多信徒另一個有關異教徒通婚的問題
2.	在當時 與異教徒通婚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1)	 妻子不能有自己的信仰 應該接受丈夫所信奉的神
2)	 猶太人不能與異教徒通婚
(1)	只能與相信他們的神的人結婚 申命記	7:3 尼希米記	13:25
(2)	與異教徒離婚的先例 以斯拉記	1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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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林多信徒中想知道是否要保持與非基督徒的婚姻關係
1)	 可能夫妻中有一人接受了福音
2)	 可能有聖潔與否的考慮 參見第五 六章的教導
3)	 導致他們提出離婚的要求或疑問

4.	 不是主說
1)	 雖然不是主說的 但保羅有耶穌給的權柄
2)	 可以認為這也是主的旨意
3)	 外邦人的信徒 他們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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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離棄妻子 不要離棄丈夫
1)	 保羅對丈夫和妻子都是一樣的要求 就是不能離婚
2)	 宗教信仰不是離婚的理由
(1)	婚姻延續的條件是非信徒的一方願意與另一方同住
(2)	信主的丈夫不能強迫非信徒的妻子順服和接受主

6.	 情願 同住
1)	 丈夫或妻子出於自主的意願和認可在婚姻的承諾中共同生活
2)	 婚姻是神制定的 是不能隨意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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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非信徒的婚姻要繼續保持的原因
1)	 非信徒的配偶會通過信徒的配偶成為聖潔的
2)	 從舊約的教導和猶太人的背景理解成聖潔的理念
(1)	在神的殿中的人是聖潔的 3:16-17 6:19
(2)	凡接觸聖潔的都可以成聖 出埃及記	29:37 30:29 利未記	6:18
(3)	神對神子民的家庭的慈愛和關懷 詩篇78:1-7

2.	回應了信徒對聖潔與否疑問的核心是 二人成為一體 的慨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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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徒的婚姻是神的旨意 是不信的配偶成聖的經歷
1)	 信主的一方用聖潔的生活見證福音的樣式
(1)	影響不信的配偶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2)	在這聖潔的環境 神的大能和聖靈發揮作用

2)	 不信的配偶得救的希望越來越大
4.	他們的子女因父母親成聖潔了 也變成潔淨了
5.	不信的配偶和子女都是神家中的成員都會得到神的祝福和神的保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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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
1)	 一個不希望發生的事發生了
2)	 那不信的配偶希望結束婚姻

2.	不信的人提出離婚的原因 可能是
1)	 因信徒要對基督忠誠 認為婚姻受到威脅
2)	 因信徒忽略婚姻生活 認為有被拋棄的感受

3� 信徒應該讓不信的配偶看到用福音的愛和神的祝福致力於完美婚姻的生活

生



28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嗆掄⃮⋂䥥↛茒虘⚜褕⼒䠒↷虘⚜✈猳糃嶷㤐㈀␥褕㤐眴眝褕蒶臂蒋㴄䥥Ⅼ
揞⃮㊦㖹㩀褕䰿⛍㓲⋲⚀㤐茒㓲⋲❭縈珯

4.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
1)	 神的旨意是合宜的婚姻 不是離婚
2)	 如果離婚了
(1)	不要過度的痛苦
(2)	要讓不信的配偶和平的離去
(3)	要和睦相處

3)	 離婚後的弟兄姐妹可以自由的再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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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保羅對異教通婚最後的指示 怎麼知道不能救
1)	 正面的 基督徒的配偶是不信的配偶得救的方舟
2)	 負面的 基督徒配偶沒有必要堅持這個婚姻關係

2.	保羅的觀點
1)	 是要保持這異教的婚姻關係 不是要放棄這婚姻
2)	 因為 有一天那不信的配偶可能會得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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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的觀念
1)	 神給每一位信徒有不同的境遇
2)	 神在不同的情況下呼召了每一位信徒

2.	 分給各人的
1)	 神將屬靈的恩賜分給信徒
2)	 神將基督的身體分給信徒
3)	 神不是將教會的事工分給信徒
4)	 神是將不同的生活環境分給信徒



32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茒䑈ℜ㔡ⓧ假⛥↛䥥❭䰿㔡⛍⛥↛䥥勭嬭珯㓲✊❱⛥窔㧤揞㤐蒋㴄珯

3� 所召各人的
1)	 神的恩典呼召了信徒的救贖
2)	 神的慈愛呼召了信徒的人生
3)	 神的權柄呼召了信徒的任務
4)	 信徒要按照神呼召的生活方式生活

4.	 吩咐各教會
1)	 不是新的教導 與保羅在其他教會的教導一樣
2)	 信徒要有聖潔的生活 所言所行要得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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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回應哥林多信徒另一個有關種族認同的問題
2.	教會事工的基礎
1)	 超越了猶太人和外邦人種族的界線
2)	 福音的見證
(1)	不是要外邦人成為猶太人
(2)	不是要猶太人成為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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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猶太人信徒可能因為外邦人的妻子想要 廢割禮 	
4.	外邦人信徒想要 受割禮
1)	 猶太人的信徒對外邦人的信徒要求接受割禮
2)	 外邦人的信徒因未來或現在猶太人的妻子要接受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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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割禮是猶太人的標誌 但希臘羅馬人認為割禮的律法是像徵性 沒必要遵守
2.	 算不得什麼
1)	 與神與猶太人立割禮的約 創世紀	17:1-14 矛盾
2)	 割禮有更深的意義
(1)	未受割禮的口是笨拙的 出埃及記	6:30
(2)	未受割禮的耳是聽不見的 耶利米書	6:10
(3)	未受割禮的心是神不喜悅的 耶利米書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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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守神的誡命
1)	 遵守神的律法 摩西律法 包括割禮 創世紀	17:10-14
2)	 重要的不是遵守神的律法 而是遵守神的誡命

4.	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 但要順服神的誡命
1)	 信徒不受律法的監督 但受聖靈的引導 加拉太書	5:18 23
2)	 割禮與否不重要 重要的是新造的人 加拉太書	6:15
3)	 避免淫行 7:2 用身體榮耀神 6:20 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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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回應哥林多信徒社會身份的問題
2.	 守住這身份
1)	 每個信徒都應該保持在神呼召時所處狀況
2)	 不是反對改變 而改變完成基督徒生活的呼召

3� 保羅斥責哥林多信徒
1)	 不用接受割禮或改變婚姻狀況
2)	 遵守神的誡命才能得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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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馬時代哥林多城的人口
1)	 三分之一是奴隸
2)	 三分之一是自由人 被釋放的奴隸
3)	 三分之一是羅馬公民

2.	羅馬時代奴隸的背景
1)	 人可以把自己賣給人成為奴隸
2)	 有些奴隸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成為上等社會的成員
3)	 有些奴隸沒有身份 沒有尊嚴 是主人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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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林多信徒中希望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1)	 從 奴隸 成為 自由人
2)	 羨慕有自由身份的奴隸
3)	 奴隸的身份限制在教會的事奉

4.	奴隸的信徒認為
1)	 脫離現有的身份更能事奉和榮耀神
2)	 自由的身份在神的面前更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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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因此憂慮
1)	 只有奴隸的主人可以釋放奴隸 奴隸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身份
2)	 奴隸不要花心思尋求改變自己的身份
3)	 奴隸當尋求在基督裡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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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奴隸與自由人沒有差別
1)	 奴隸的身份地位取決於所屬的主人 而不是由自己決定
2)	 奴隸蒙召成為信徒後 在基督裡就是自由人
3)	 自由人蒙召成為信徒後 在基督裡就是基督的奴僕

2.	蒙召後都是神的子民 都是屬基督的 	也在基督的權柄之下
1)	 都分享在神家中的利益 地位 和義務
2)	 都應該順服和效忠基督
3)	 都有同等的能力事奉和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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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奴隸都是神用 重價買來的 參見	6:19-20
1)	 他們不再屬於地上主人的
2)	 他們都屬於基督的

2.	 不要做人的奴僕
1)	 有屬靈生活的意義
(1)	不要再被世俗中行不道德人的誘惑和糾纏
(2)	不用人的智慧影響事奉主的決定

2)	 擁有屬靈的自由 不再是屬世的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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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申維持現狀的原則
1)	 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 7:17
2)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仍要守住這身份 7:20
3)	 不要企圖改變婚姻的狀況 種族的認同 和社會的身份

2.	信徒在神的面前
1)	 都是神用高價贖的罪的奴僕
2)	 都與神和聖靈同在
3)	 都得到神的祝福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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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婚的生活原則 7 1-7
 ❖ 婚姻是神制定的關係
 ❖ 婚姻是夫妻的責任和義務

 ◆ 未婚的生活原則 7 8-9 :
 ❖ 未婚的生活是允許的
 ❖ 但迫壞聖潔 那結婚比較好

 ◆ 夫妻生活的原則 7 10-16
 ❖ 信徒與非信徒的婚姻要保持
 ❖ 非信徒會受影響因而成為聖潔

 ◆ 維持現狀的原則 7 17-24
 ❖ 身份不會影響事奉和榮耀神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婚姻是神聖的 是不能玷污的
 ❖ 用神給的身份事奉和榮耀神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思考
 ❖ 如何改善我的婚姻生活
 ❖ 如何用現況順服和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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