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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聞知的教會問題的處理（一 10–六 20）  

2. 不道德和不合宜的事（五 1–六 20） 第四週 
a. 個案一：淫亂問題（五 1–13）  

i. 保羅的評斷—必須將犯罪者逐出教會（五 1–5） 
ii. 教會不能容忍罪惡存在—以無酵餅為喻（五 6–8） 
iii. 澄清誤解—聖潔的要求在教會之內，而非教會之外（五 9–13） 

b. 個案二：信徒間的訴訟（六 1–11）  
i. 羞恥的訴訟（六 1–8） 
ii. 勸勉：必須去惡遷善（六 9–11） 

c. 個案三：行淫的問題（六 12–20）  
i. 原則—基督徒自由的觀念（六 12） 
ii. 自由的運用—身子須用作榮耀上帝（六 13–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2. 不道德和不合宜的事（五 1–六 20） 
i. 保羅在此轉而講論哥林多教會信使向他口述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教會的紀律（5:1-13）保羅舉出極大的惡事，有人在父死之

後娶年輕的繼母為妻（或姘居）。保羅指摘的，是因這事的傷風敗俗，連異教徒都不能容忍，這不同於其他違反基督徒原則的事。

更有甚者，是教會對這等劣跡竟不聞不問，且以寬容自誇，大概是曲解了保羅所說脫離律法，在基督裏的自由。 
ii. 第二個問題是信徒之間的爭訟（6:1-11）。哥林多社會爭訟成風，本不足怪；使保羅震驚的是，信徒之間也動輒告上公堂，且不以

為恥，反以為榮。保羅指出，基督徒要審判這罪惡的世界，怎可反將世界引入教會來審判自己？教會的事完全可以在教會內解決

（雅 2:2-4 顯示了教會與世間不同的處事原則），而不當「派教會所輕看的人（按：指異教徒的法官）審判」（6:4）。 
iii. 第三個問題是：是否有行淫的自由（6:12-20）？哥林多社會是個男尊女卑的社會，而舊哥林多城的亞富羅底特廟內相傳卻集中了

數以千計的奴妓可供人發洩（近代研究對此數字存疑，但當時的淫風猖揭卻不容置疑）。嫖妓是淫行的主要形式。教會中的放任派

提出兩個口號：「凡事我都可行」，這可能是出於曲解保羅的自由論；「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意味人身既有七情六

慾，可見這是造物主的安排。保羅對這兩個口號並未斷然否定，而是作了正確的限定。 

 

二、2. a. 個案一：淫亂問題（五 1–13） 

i. 性方面不道德的罪和教會的反應（或不反應）是保羅提出哥林多教會第二個嚴重問題。正如在背景描述時已交代過，此城在這方面

的寬鬆和生活的放蕩是遠近馳名的。 
ii. 在這段落中保羅指出淫亂的罪的嚴重性。指責教會為此而自高自大，沒有將犯罪者逐出教會（vv.1-5）。教會的聖潔就好比舊約逾

越節的無酵餅。絕不可留有舊酵（vv.6-8）。最後，他指出教會必需保護自己不被淫亂所沾染，但亦不需向教外之人強加聖經的標

準在他們身上（vv.9-13）。 
 
iii. v.1「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亂的事。這樣的淫亂連外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人收了他的繼母。」 

a. 保羅風聞在哥林多教會有人和繼母同居，而哥林多教會沒有處理這件事。 
b. 「風聞」：直譯是「聽說」（ajkouvetai）。原文此字前有一「的確」（ &olwß）沒有被譯出，因此保羅實際的意思是「的確聽

說」。不是小道消息。 
c. 「這樣的....」：原文顯示這是一件特別而值得注意的事情。 
d. 「淫亂」：此字用來指「一般淫亂的罪」。 
e. 「收了」：「擁有」的意思，而且原文的時態顯示他是繼續擁有，持續那種亂倫的關係。 
f. 「繼母」：直譯是「他父親的一個太太」，可能不是他的生母，而有可能是他父親的姨太太，也有可能他的父親已經死了或與

這女人離婚了。 
iv. v.2「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不哀痛，把行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a. 他們相信自己的智慧與分辨是非的能力足以解釋並處理一切問題，毋須遵從傳統甚至是聖經的戒律。 
b. 「哀痛」：指「帶有羞愧的哀痛」，此字原意是指為死去的人哀痛。 
c. 「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應該是指「逐出教會」、「開除教籍」。 
d. 「外邦人」：在此指「非基督徒」。 
e. 「連外邦人中也沒有」：整個問題絕非小題大造。本來基督徒應該要試圖帶領其他人歸向基督，但哥林多教會信徒的道德生活

甚至比哥林多城中的其他人還不如。 
f. 這樣的罪惡，按照猶太人的律法（利未記 18:7-8; 10:11; 申命記 22:30）應該用石頭打死。 
g. 「自高自大」：可能指著哥林多人以教會成員能夠擁有自由，脫離一般道德捆鎖為榮，視之為上帝的恩典。另外亦有學者提

出，哥城信徒並非為此犯罪者的行為沾沾自喜。相反，他們對此毫不知情，「自高自大」是因為此人的地位顯赫，是教會內的

要員。如此，保羅在此便是揭發這「德高望重」者的敗壞私德，並期望哥城信徒不要以此人身份尊貴而自持。若依此說法，必

需符合以下的情況： 
1. 「收了他的繼母」必是隱藏之事。 
2. 哥城信徒毫不知情，但消息卻傳至保羅耳中（革來氏家裡的人？司提反、福徒拿都或亞該古？）這可能嗎？而如果他們真

不知情，保羅定必指名道姓去揭發此事。但保羅並沒有如此作，為何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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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犯罪者必是對教會相當重要，但保羅為何卻隻字不提，亦不在這方面斥責他們？ 
h. 這女人應該不是教會的成員，因為保羅沒有提到如何懲治這女人。 
i. 保羅在此建立了教會紀律的典範和指引：沒有人可以有權在明確證實的罪行面前，以任何理由為犯罪者開脫。紀律處分必須及

時，不容猶疑或為人情顧慮。 
j. 即使執行教會紀律後會帶來分裂等嚴重後果，也只能由紀律的訂立者上帝自行承擔。 

v. v.3「我身子雖不在你們那裏，心卻在你們那裏，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已經判斷了行這事的人。」 
a. 「判斷」：判決、審判（參 4:5） 
b. 「心」＝「靈」：以聖靈作判斷整個罪惡（參 2:11-13） 

vi. v.4「就是你們聚會的時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們主耶穌的名，並用我們主耶穌的權能，」 
a. 「聚會」：指「正規而嚴肅的聚會」。可能指著信徒聚集討論教會懲治的聚會。 
b. 「奉我們主耶穌的名」：不是他的個人意見。乃是按真理的標準，以基督的權柄來作出的（至終的）。 

vii. v.5「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靈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 
a. 「交給撒旦」：意思是「趕出教會」、「開除教籍」。可參考 2 節和 11 節。亦即放棄這罪人，趕出教會（參提前 1:20）。 
b. 教會所捆綁的→太 16:19 
c. 「敗壞他的肉體」：可能指「肉體受苦」或指「克服肉體上的敗壞欲望」，比較可能是指後者。 
d. 「主耶穌的日子」：指末日基督再來時 
e. vv.3-5 可能是保羅假想自己是教會會員大會的主席，和哥林多教會信徒用主耶穌基督的名和權能來審判這罪人，決定開除其教

籍。 
f. 「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靈魂在末日可以得救」：可能指的是因為正式被逐出教會，此人將因極度痛苦而悔改，願意放棄他罪

惡的生活（肉體）。而另一種說法認為上帝將允許撒旦使這人肉身受苦，希望導致他悔改。不管如何，整個開除教籍的舉動目

標是要這人悔改得救，而不是要毀滅這人。 
g. 懲治時為了挽回，挽回是需要懲治：兩者為同一行動的一體兩面，不能有所偏廢。 

viii. v.6「你們這自誇是不好的。豈不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來嗎？」 
a. 哥林多教會這樣的舉動是不好的，應該除去所有的罪惡。 
b. 出 12:34,39 
c. 「酵」：在此用來形容罪惡的影響力。除了少數的例外，「酵」在猶太文學中代表不良的影響，因為當時的酵是用上一次製餅

時剩下的麵團來做，因此酵就與腐化意義類似。在回歸時期，除酵行動便是消除與外邦人的污穢上連合（拉 6:21）。 
d. 「全團」：指麵粉加水揉成的麵團。 

ix. v.7「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殺獻祭了。」 
a. 「除淨」：原文的語態顯示要哥林多教會「現在就除淨」、「快快的除淨」。 
b. 這樣我們所要做的，不是要達至某一個聖潔標準。乃是要維持這個已經是聖潔的群體不受世俗的罪惡所沾染，保持新團不受舊

酵所影響。 
c. 「因為…」：先是上帝的恩典，然後的倫理的要求。 

x. v.8「所以，我們守這節不可用舊酵，也不可用惡毒（或作：陰毒）、邪惡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a. 「我們守這節」：原文表示意願，意思是讓我們繼續守這節期，使它變成永久的節期。 
b. 「誠實」：此字的意思是「剛直」或者是「拿起來對著太陽光審視」。引伸為「動機純潔」或「誠實」。 
c. 「真正」：意思是「真理」、「毫無隱藏、沒有秘密」。在希臘人的觀念中，真理就是可以攤開來談的東西。 
d. 惟有我們對自己的罪惡不再迴避，正視一己的真相時，自潔才有真正的成效。 

xi. vv.6-8 
a.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來」：指一點點罪惡可能可以使整個教會的道德敗壞下去，影響力不能小看。 
b. 在此保羅使用了一個猶太的習俗來當象徵：逾越節之前，要把房子內當成酵使用的就麵團清理掉，這樣一來，下一年的穀物便

有一個全新的開始（出埃及記 12:15; 13:6-7）。而逾越節所吃的餅是完全無酵的。另外保羅又引用逾越節羊羔替死的觀念來

表達基督的替死，猶太人在逾越節前就已經除掉酵了，而基督有如逾越節的羊羔已經被殺替死，基督徒更應該除掉舊的罪惡習

性。 
c. 保羅寫哥林多前書時大概靠近逾越節（10:1; 15:20; 16:8），因此用逾越節羊羔來象徵比喻，應該更有影響力。 

xii. vv.9-10「我先前寫信給你們說，不可與淫亂的人相交。此話不是指這世上一概行淫亂的，或貪婪的，勒索的，或拜偶像的；若是

這樣，你們除非離開世界方可。」 
a. 保羅前一封信所教訓的不是要哥林多教會信徒與一切不信耶穌的人分離，因為這是不可能的。 
b. 「相交」（sunanamivgnusqai）：「混合在他們中間」與他們「打成一片」的意思。 
c. 「淫亂的人」：原意是「出賣」，引伸為「出賣肉體以供發洩情慾的男人或女人」。 
d. 「不是....一概」：不是絕對的，不是所有的 
e. 「勒索的」：意思是「搶奪的」、「殘暴的」 
f. 保羅必須澄清之前信上的誤會，否則哥林多信徒便會以為他好像之前的語無倫次而輕視他的命令。 

xiii. v.11「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說，若有稱為弟兄是行淫亂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勒索的，這樣的人不

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不可。」 
a. 保羅的意思是要信徒與行惡的弟兄分開。 
b. 「辱罵」：不是偶然的怒火中燒，是不斷的言語和思想上的漫罵，搬弄是非。 
c. 「醉酒」：不是偶然的多喝。 
d. 這些是屢勸不改的信徒，必須中止他們在教會的身份和參與，以免破壞了教會的純潔及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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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是與他吃飯都不可。」：包括愛筵和主（聖）餐，是社會生活和教會生活。 
xiv. v.12-13「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豈不是你們審判的嗎？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惡人從你們中間趕

出去。」 
a. 因為基督徒沒有權力審判非基督徒，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可以決定把作惡的基督徒趕出教會。 
b. 「與我何干」：表示不在保羅的管轄權之下 
c. 「審判」教外的人：指上帝的最後審判（約 12:47b-48） 
d. 對教外的人，我們首要的責任是向他們傳講基督的福音。若接受福音，那聖靈自會藉福音的內容提醒他們「為罪、為義、為審

判，自己責備自己」（約 16:8）。 
e. 「審判」教內的人：應該不是指最後的審判，而是指執行教會懲戒，或者決定開除教籍一類的審判。 
f. 保羅在此告訴基督徒對教外的人應該寬容接納，因為他們不認識上帝，所以行惡也是當然。然而稱為弟兄的基督徒，卻仍然行

惡，就表示他並不在乎上帝的標準與恩典，這時就不應該接納他，而要明顯與之保持距離，以幫助他悔改。 
 
二、2. b. 個案二：信徒間的訴訟（六 1–11） 

i. 第二個哥林多教會出現有關道德問題的個案是爭訟的事件。整件事的起因經過，保羅並沒有詳細的描述，我們只可以略作估計，無

法確定真相。 
ii. 但我們也可以肯定地排除一些可能性，在釋經的過程中也是重要的。 
 
iii. v.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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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如 5:1，保羅在這段落的起首便破題而出，直截地道出他們的問題所在，以及他提出的解決方法。 
b. 基督徒相爭怎麼會在非基督徒的面前求審呢？ 
c. 「彼此相爭」：沒有進一步的敘述。可能：爭奪財產或甚麼，由於沒法私下擺平，一方感到受欺和吃虧（6:7），於是告上公

堂去？ 
d. 肯定：(1) 不涉及嚴重的罪行（殺人或姦淫）(2) 整件事應與聖經的教訓和倫理要求無直接關係，只是輕微的私人恩怨。 
e. 「敢」：「怎敢」（原有「誰人」一字） 
f. 「事」：此為法律上的用語，指「一個案子」 
g. 「不義的人」：指「非基督徒」 
h. 「聖」與「俗」的分別在於作為聖者的上帝及祂所立定的律法關係上，不是在道德之上。保羅不是說所有羅馬的官府都是貪贓

枉法，顛倒公義的人，也不見得所有的信徒也聖潔無瑕。是那律法制度的來源性和根源性（參 v.2 及 v.4 筆記）。 
i. 這裡應該是指基督徒間關於財物的爭端，而非刑事案件。在保羅時代政府允許猶太人在處理財物紛爭時使用猶太律法，而當時

的羅馬政府尚未把基督徒由猶太教中分別出來，所以基督徒也可以享有自己處理財務紛爭的權利。 
iv. v.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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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基督徒要審判世界和天使，怎麼會需要把今生的爭論放在非基督徒的面前求審判呢？ 
b. 「審判世界」：在末日，聖徒和主耶穌要審判世界（馬太福音 19:28 節、路加福音 22:30 節）。 
c. 「審判」（krinou'sin;）的時式為未來式（future, active, plural）。 
d. 一個將來有能力審判世界的人，怎麼卻沒有能力審判他們自己之間的小事呢？在聖經中有很多地方都告訴我們，當主將來在榮

耀中再降臨時，信徒要和主同掌王權，一同審判世界。既然基督徒將來能審判世界，為什麼現在不能處理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一

些小事呢？ 
e. 在此我們如何平衡這段經文（基督徒要審判世界）和 5:12-13（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呢？是審還是不審？ 

v. v.3「豈不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a. 「審斷」：「判斷」或「決定」的意思 
b. 「審判天使」：似乎沒有其他資料提到這樣的事情，我們只可說是保羅所蒙受的獨特啟示［猶 6，彼得後書 2:4 說到犯罪的天

使也要受審判］。 
c. 這是可等尊貴的地位！基督徒既然將自己的生命與基督的生命連繫，便也將他們的命運：包括今世的受苦與受辱，及末世的榮

耀權能也一拼連上了！ 
d. 我們必須學習以末世的眼光來看這個世界，從而分辨甚麼是虛假，甚麼才是有永恆的價值。 

vi. v.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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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可能是指「非基督徒的法官」（參 6:1, 6）［「教會所輕看的人」為「被輕看的信徒」並不配合保羅

的思想或林前的上文下理］。 
b. 「派」＝「委任」（kaqivzete;）：可能是要顯出哥林多信徒的主動選擇而已。 
c. 以沒有信主的人來審判教內的事，是得不到教會的支持。未信主的人他可能在世界上很有地位名望的人，他可能是得到世人尊

敬的人，但他對教會的事無權管轄。保羅向哥林多教會的信徒問：「當你們中間發生事情需要第三者來審判時，你們是不是跑

到教外，去求那些對教會毫無屬靈認識的人來審判呢？」 
vii. v.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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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保羅說他問這個問題，會使他們感到羞慚，為什麼呢？哥林多教會既自稱有智慧有各樣屬靈的恩賜，為什麼找不到一個聰明人

能解決他們的爭吵？弟兄告弟兄，把家務事告到世人面前，這顯然是教會內找不到一個聰明人能解決他們的紛爭，這是何等可

悲的事。 
b. 「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是否因結黨分爭，而導致領導層出現了嚴重的危機？一旦有事情發生，根本找不到一個可

以叫人信服，且具有深度屬靈氣質的人出來承擔處理該事？ 
c. 那麼，這就不是一二樁不道德個案了，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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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v.6「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狀，而且告在不信主的人面前。」 
a. 除了領導和知識上（沒有以末世的眼光來看這個世界）的危機，保羅更指出這是信徒屬靈品格的危機。 
b. 為甚麼保羅認為我們不應該上法庭彼此控訴？因為： 

（1）如果法官和陪審員不是基督徒，他們將不會了解及遵守基督徒的價值標準。 

（2）訴諸法庭的主要動機通常是報復，但基督徒卻不應如此。 

（3）訴訟將使教會的形像受損，令非基督徒只看見教會的問題而看不見教會的宗旨。 

c. 整件事的歸根究抵源自信徒與信徒發生過節，且認為這過節不能被饒恕，必須告到公堂之上，才能求得公道。 
ix. v.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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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受欺」：指「不公平的對待」 
b. 「吃虧」：被搶劫、被剝削，指在產業上受的冤屈 
c. 直譯：「事實上（有版本並無ou\n 一字），你們在信徒之間產生爭訟，已經（在此強調「已造成」的語氣）是一個徹底

（o&lwß）的錯誤。」 
d. 「為甚麼不情願…為甚麼不情願…」：是的，可能這人真是有若干冤屈令他嚥不下，作為基督徒，為何將原來的身外物看得比

生命還重要？若相信上帝掌管一切，判斷萬事，則當不致困鎖在這世代的瑣碎事務之中（羅 12:19; 來 10:30）。 
e. 我們可原諒弟兄，而不可以輕易讓自己再犯同樣的錯誤。然而哥林多林教會沒有採取這種態度，反而「以牙還牙」報復對方，

自己也欺壓人虧負人，欺壓自己的弟兄，虧負自己的弟兄。 
x. v.8「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a. 保羅不是單針對那自覺被欺壓的人提供生存的鴉片，他也指責欺壓者的行為！ 
b. vv.1-8 這一段的目的應該不是要討論基督徒到底可不可以接受政府司法管轄，而是要基督徒願意吃虧忍耐，而不要彼此欺壓對

方。至於政府要不要行使司法權，就不在討論的範圍。不管政府要不要審判，教會應該先有所判斷才對。 
xi. vv.9-10「你們豈不知不義的人不能承受神的國嗎？不要自欺！無論是淫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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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不能承受神的國。」 
a. 指責完兩位當事人的行事不合信徒的體統後，保羅直接指出基督徒的道德要求。 
b. 「姦淫」：指性的放蕩、「婚外性行為」 
c. 「作孌童的」：這一個字原指著那柔弱帶有女孩子氣的男生。後指被人當作女性來玩弄的男子。 
d. 「親男色的」：直譯為與男性發生性行為 
e. 「偷竊」：闖空門，或到運動場和公共浴池中偷竊人們衣服當中的財物。 
f. 「醉酒」：毫無節制的飲酒 
g. 「貪婪、勒索的人」：貪婪，侵略性的獲得。勒索，以野蠻殘酷的手段獲取非分之物。 
h. 在此以「罪行」為一個人的形容詞，表示這個人應該是習慣性的犯這樣的罪，而不是偶爾失足誤犯的。 

xii. v.11「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靈，已經洗淨，成聖，稱義了。」 
a. 哥林多教會中雖然有人以前也是不義的人，但如今透過基督與聖靈，已經在地位上成聖，被宣判為義了。 
b. 「已經洗淨，成聖，稱義了」：過去被動時態（aorist passive）。 
c. 「稱義」：被宣判為義 
d. 一個得救的人應該是認定自己以往的所作所為不好，而無力自救，因而可以透過接受基督的替死稱義。所以如果這樣的人還習

慣性的犯某些罪，顯然原來的悔改應該是有問題的，其把上帝當上帝的信心恐怕也是虛假，所以其得救也值得懷疑。 
e. 在一個放任的社會，基督徒很容易忽視或接納一些不道德的行為（同性戀、貪婪、酗酒、說長道短等）。但是，聖靈告訴我

們，絕不可以跟罪同流合污、隨波逐流。要與世人皆認可的罪一刀兩斷是不容易的事，但是神期望每個時代的信徒都可以保持

一個崇高的道德水準。 
 

二、2. c. 個案三：行淫的問題（六 12–20） 
i. 第三個問題是：是否有行淫的自由（6:12-20）？教會中的放任派提出兩個口號：「凡事我都可行」，這可能是出於曲解保羅的自

由論；「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意味人身既有七情六慾，可見這是造物主的安排。留意保羅對此並不否定，而是作了正

確的限定。 
ii. 「自由」必須受其他目的規範（6:12, 20）。我們的身體並不屬於我們自己，而是屬於神的，我們不能隨心所欲地濫用，而必須服

從神的旨意──這是復活表明的道理（6:13-14）。 
iii. 再者，男女結合不像吃喝，是關乎整個人之大事（保羅此語本於創 2:24 和太 19:5）。行淫即等於以基督的肢體（個別信徒）去與

娼妓聯合（6:15-17）。其他的罪尚屬體外之惡，惟有行淫卻是改變和敗壞人本身，玷污聖靈的居所，毀壞神的聖殿。須知基督徒

的身體已於基督救贖之後不再屬他們自己，而全然是屬神的了，這是一個萬不可輕忽的事實。 
iv. 「淫亂」與「身子」在這段落中是重複出現的主要用詞。 
 
v. v.12 「凡事我都可行，但不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行，但無論那一件，我總不受它的轄制。」 

a. 基督徒有自由，但所行不一定都有好處，而且不應該受其他事物的轄制。 
b. 「凡事我都可行」：像是一句格言，可能是哥林多人的口號，或者是保羅說過而被斷章取義的一句話。而保羅在此為這句格言

加上限制。若是一句既有的口號，那顯然這裡的「凡事」並不包含前面所說「不道德的事」或者其他明顯不道德的事情。 
c. 「都可行」（e~xestin / xousiva）＝ 有權決定（參 8:9; 9:13-18）。是他們有否在沒規限的情況下任意妄為的自由。 
d. 「不都有益處」 

1. 不在為自己的慾望得以滿足，是為了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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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題不是一件事是否「合法」（lawful）、「正確」（right）或甚至是「相干」（alright）與否。我們作信徒要反省的

是：這時否好的（good），是否有益處的（beneficial）（參 10:23, 33）？ 
e. 「不受它的轄制」 

1. 可能解釋一：哥城信徒自以為有的自由卻實在地轄制了他們。那是自欺欺人了！ 
2. 可能解釋二：正如夫妻之間有權主張對方的身子，娼妓也因與那淫亂的人的聯合轄制了他。在此關係中，信徒將自己的身

體主權交給那不合法的主宰。 
vi. vv.13-14「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兩樣都廢壞。身子不是為淫亂，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並且神已經叫主

復活，也要用自己的能力叫我們復活。」 

a. 食物和欲望並不永恆，不同於身子。而基督徒的身體要為主而活，上帝最終會讓基督徒的身體復活。 
b. 經文結構： 

[I] 
1. 「食物是為肚腹」 AB
2. 「肚腹是為食物」 BA 
「而」（de; ＝ “and”） 

   「神要叫這一件（肚腹）」 B
   「和那一件（食物）都廢壞」 A 
  「但」（de; ＝ “but”）［身體的事卻非如此］ 

[II] 
1. 「身子［不是為淫亂］是為主」 AB
2. 「主也是為身子」 BA 
「而」（de; ＝ “and”） 

   「神已經叫主復活」 B
   「也將叫我們復活」 A 

   —「以祂的能力」 

c.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這應該是哥林多人引用來放縱情慾的藉口/口號。 
d. 「廢壞」：原文是未來式。意思是「使之不發生效力」、「廢掉」。 
e. 保羅不否定[I] 是事實（參 15:42-29; 腓 3:21），但他並不認為這口號（吃甚麼的自由）可以用在淫亂的關係上。 
f. 此處可能哥林多信徒受了某種希臘哲學觀念的影響，認為身體和靈魂是分離的（dualism 二元論），因此身體的享受與犯罪並

不影響靈魂的美善，而上帝單單關注人的靈魂狀況。所以放縱與享樂是可以的。然而保羅以身體並非與上帝無關，不但基督徒

的身體應該為主而活，而且上帝在末日要叫身體也復活，身體並非與上帝無關，也是要存到永恆的。 
g. 「主也是為身子」：不可能是基督與我們相互從屬的說明！可能是為了對比的平行，指出主的救贖也是為了祂的身子（教

會？） 
h. 「也要用自己的能力叫我們復活。」 

1. 羅 1:4 
2. 信經：「我信身死後必復活」 

vii. v.15「豈不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不可！」 

a. vv.15-17 結構： 

A  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 
 B  所以不可使之成為娼妓的肢體 
 B’  與娼妓聯合便是與她成為一體 

A‘ 與主聯合的便是與主成為一靈 

b. 兩種聯合： 

1. 與基督：透過主的復活 

2. 與娼妓：透過與她交合 

3. 兩者並不相容的。所以：「你們要逃避淫行」（v.18） 

c. 「你們的身子」＝ ”bodies” （信徒個別的身體） 

d. 「將....作」：意思是「拿走」或「偷走」。 

1. 信徒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所以他們不可從基督裡拿走（take away）那已和祂連合的，使身子成為「娼妓的肢體」。 

e. 「肢體」：指人身上的四肢。 

f. 保羅的兩個焦點： 

1. 肉身的重要（不可以亂來！）—是為了主的。因復活的事決定了是如此。 

2. 第七戒：「不可姦淫」是絕對的錯誤。 

3. 因淫亂是關乎身體的聯合，所以對那些因復活而連於基督的信徒來說，去拿掉基督的一部分［肢體］，而使他們成為娼妓

的肢體是難以想像的。 

viii. vv.16-17「豈不知與娼妓聯合的，便是與她成為一體嗎？因為主說﹕二人要成為一體。但與主聯合的，便是與主成為一靈。」 

a. 「豈不知」：參 v.15 

b. 「成為一體」：和娼妓行淫就等同於和娼妓聯合為一體。這是創世記 2:24 的觀念，耶穌在馬太福音 19:5 節也引用過同樣的觀

念。保羅的引文來自 LXX 的 創 2:24。 

c. 不是交合有甚麼問題［正常的婚姻關係不在此討論］，是跟「誰？」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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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但與主聯合的，便是與主成為一靈。」 

1. 平行句的限制。 

2. 我們與主聯合，並非透過性交。那我們和基督聯合的「成為一體」，就不等同於與娼妓聯合的「成為一體」了。否則，保

羅便陷入當時流行對廟妓的錯誤了解中。 

e. 信徒肉身與娼妓的聯合是不可以的，因為這身體已經屬於主了—透過復活成為基督的肢體，與主連合（1:9; 5:3-4）。 

f. 保羅在此說明人的身體不單應該為基督而活，而且根本就是聯合在基督身上，是基督的肢體。 

g. 顯然在保羅的觀念中，性行為不只是身體的接觸與滿足，還包括身心的聯合，表達一種整個人的委身。而基督徒透過接受基督

的救贖，願意把上帝當上帝，決定降服於基督之下，這也是一種委身與聯合，而且是屬靈的聯合（比性行為更高更深入）。 

ix. v.18「你們要逃避淫行。人所犯的，無論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行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a. 因此應該逃避淫行，因為淫行乃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b. 「人所犯的，無論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這可能是保羅的立論或者也有可能是哥林多人犯罪的藉口。保羅要指出的是：在

與娼妓苟合時，是將這與主聯合的身體偷走了，而且也受了她的管轄［v.12b; 7:4］。任何其他的罪惡也沒有這樣對自己的身

體、對上帝（這身體的主）的叛逆。 
x. vv.19-20「豈不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靈的殿嗎？這聖靈是從神而來，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不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來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a. 保羅用了兩個影像再次肯定信徒的身子是屬於主的：「聖殿」與「奴僕的購買」。 
b. 我們的身體是屬主的。證據？ 

1. 聖靈的內住 
2. 基督的救贖包括身子 

c. 「聖靈的殿」：參 3:16; 林後 6:16; 弗 2:21-22 
分別： 
3:16 →「神的殿」＝教會 
6:19 →「聖靈的殿」＝信徒的身體 

d. 我們的身體是聖靈的殿，而且我們是屬於神，是基督重價買來的，因此要在自己的身體上榮耀神，不要行淫亂得罪自己的身體 
e. 身體是聖靈的殿，所以嫖妓就是褻瀆聖殿。另外當地的廟妓是事奉管理愛情和性事的希臘愛神(Aphrodite)。與廟妓發生性關

係更是公開表明自己追求愛情與性過於尊重上帝。 
f. 對哥城信徒來說，「屬靈的」就等與否定身子。但保羅卻指出，聖靈的內住與神的買贖（教贖）即明證上帝對身體的重視。 

 
 
延伸閱讀: 
 

• David E. Malick, "The Condemna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1 Corinthians 6:9" Bibliotheca Sacra 150: 600 (1993): 479-492 
(http://biblicalstudies.org.uk/pdf/homosexuality_corinthians6.pdf) 

• Brian J. Dodd, “Paul, Homosexuality, and 1 Corinthians 6:9-11” Catalyst Online 
(http://catalystresources.org/issues/222dodd.html) 

 

其他資料： 

每週的筆記、錄音及延伸閱讀可從網上下載： 

http://edmund.becoming.ca/category/faith/1-corinthians/ 
 
哥林多前書 7 章—釋經練習（自由參與）： 

請於下週上課前回答問題 
 

下週經文： 
哥林多前書 7: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