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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林多前書 7:1-16 
 
三、對來信詢問各事的回覆（七 1 –十六 4）  

1. 婚姻的問題（七 1–40） 第五週 
a. 對不同情況的教導（七 1 –16）  

i. 已婚者不得禁慾（七 1–7）  
ii. 末婚或寡居者可以選擇獨身或結婚（七 8–9）  
iii. 基督徒婚配不得離異（七 10–11）  
iv. 基督徒與非信徒的婚姻：盡可能維持（七 12–16）  

b. 教導背後的原則：維持現狀（七 17–24） 第六週 
c. 對守童身的人的教導（七 25–40）  

i. 守童身較結婚為佳（七 25–28）  
ii. 理由—基於末世的考慮（七 29–35）  
iii. 惟結婚也不是犯罪（七 36–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1. a. i. 婚姻的問題（七 1–40） 
1. 進入哥林多前書的第二部分，從 7:1 起至 16:4 止，保羅轉到解答從前在書信來往中哥林多信徒向他的問題。這包括婚姻、吃祭

物、屬靈恩賜、為聖徒捐獻等 
2. 由於保羅是逐項回答他們信中的詢問，故在每項的答覆之前他都以「論到…」（Peri; de;）作開始（7:1, 25; 8:1, 4; 12:1; 

16:1,12），成為第二部分的特色 
3. 大致上 7:1-40 關於嫁娶和獨身的討論分析如下： 

a. vv.1-7 對已婚說：維持婚姻關係，並遵守夫妻的義務 
b. vv.8-9 對未婚及寡婦說：不結婚比較好 
c. vv.10-11 對已婚信徒說：維持婚姻關係 
d. vv.12-16 對已婚，但配偶為非信徒說：盡力維持婚姻關係 
e. vv.17-24 主題討論：「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分」 
f. vv. 25-38 對「守童身的人」說：最好不結婚 
g. vv. 39-40 對已婚婦人及寡婦說：已婚者必須受婚姻的約束，寡婦則最好維持獨身 

4. 如此，保羅要表達的主要並非婚姻與獨身孰好孰壞的看法。他對哥城信徒的要求是：維持現今的狀況（結婚／獨身），不要試圖改

變之 
5. 哥林多教會中的禁慾派（大概是對「縱慾派」的反動）的口號是「男不近女倒好」；這不僅是對未婚者的呼籲，對已婚之人，他們

也主張禁絕夫婦的性生活。保羅在解答時先表示對「男不近女倒好」有同意之處，因為他確實認為性生活並非是必需的事，然後馬

上予以修正而否定了它的必然性。其論點有三：第一，完全禁慾是有違常情的，會導致不道德的事發生（7:2, 7-9）；第二，夫妻

是互屬的，雙方均不可忽視對方的需求（7:3, 4），拒絕對方的性要求即等於剝奪屬於他或她的基本權利；第三，如果為了集中心

意祈禱而作短期的分房則未嘗不可，但務須先得對方同意（7: 5） 
6. 正因為保羅在回答哥林多教會信上所提的問題。因此要正確瞭解保羅真正的想法，應該要思想哥林多教會所問的問題是什麼。而因

為保羅顯然是為要解決當地教會的問題，所以可能有許多的教導是因地制宜性質的（例如 7:2），如果比照其他書信的教訓，可以

比較容易分辨出哪一段是因地制宜的性質 
 
7. vv. 1-2 「論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說】男不近女倒好。但要免淫亂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女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

夫。」 
a. 單身是一件沒有錯的事，但為了避免給自己試探，最好都有婚姻 

i. 這必然是根據 6:9-20 的情況下的回應 
b. 「近」：「碰」、「摸」。有「性行為」的意思（這希臘的諺語在絕大多數的情況也是指性行為，而不是泛指婚姻） 
c. 「要免淫亂」：可能跟當地的環境和人自己的軟弱有關。而不是保羅把婚姻的主要目的當成是「防止淫亂」 
d. 「當各有自己的」（ejcevtw）： “To have sexually” / “To have marital relations” 
e. 「好」：有「值得讚許」的意思。而不是比較好的意思 
f. 「妻子」、「丈夫」：都是單數，顯示保羅認為一夫一妻是合宜的。當時有許多猶太拉比鼓吹一夫多妻制 
g. 這一段較可取的翻譯法，是把「男不近女倒好」當成是哥林多人信上的話，因此整段變成「你們中間有人說：『男人不與女人

發生性關係』是好得很的事情』」。理據： 
i. 保羅並非禁慾主義者（林前 10:25-26, 29-30） 
ii. 在別的書信上，他公然駁斥禁慾主義的觀念（西 2:20-23; 提前 4:1-5） 
iii. 並非猶太人的傳統（「那人獨居不好」vs. 「男不近女倒好」） 
iv. 這思想來自哥林多信徒崇尚的希臘二元思想較為可能 

h. 如果這樣解釋，那保羅在此就是要解決當時哥林多教會中有人以為「要做一個屬靈的好基督徒必須拋棄一切肉身的欲望，因此

不應該有性行為，甚至在婚姻中也應禁慾」所引發的問題 
i. 當然，保羅堅決要糾正哥林多信徒的錯誤觀念，但與此同時，顯然保羅亦不認為人非結婚不可（vv. 6-7），不將性慾視為絕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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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v. 3-5「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

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不可彼此虧負，除非兩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不自

禁，引誘你們。」 
a. 「合宜之分」：直譯是「責任」 

b. 「有權柄主張」：指對某東西擁有主權 

c. 對於男權當道，男性視女性為泄慾工具的時代，保羅這番話可真是暮鼓晨鐘。沒有人是以自己為主人的身分來維繫整段婚姻關

係（二人成為一體的原意） 

d. 這是追求心目中的聖潔和敬虔標準，置夫妻責任於不顧。要求配偶犧牲來成全自己的虛構理想，甚至不惜冒了破壞婚姻關係的

危險！ 

e. 「不可虧負」：這是十分強的用詞 →「不可搶奪」、「不可除去」 

f. 「除非」（eij mhvti a^n）：代表著一個禁命的例外因素。常規是禁止禁慾的。 

g. 「兩相情願」：「互相同意」、「互相協議」 

h. 「暫時」：即使互相同意也不可過長。當時的拉比允許夫妻分房一到兩個星期 

i. 「專心」：指「輕鬆」或「寬裕」。因此「專心禱告」是指比較有寬裕的時間禱告 

j. 「免得撒旦引誘你們」：原文時態顯示「免得撒旦繼續不斷試探你們」 

k. 「情不自禁」：「沒有自我控制」、「缺少自我控制」 

l. 保羅認為夫妻之間應該維持合理的性關係 

m. 除了上帝給予特殊的獨身恩賜的人外，婚姻是人最好的選擇。不是上帝為了防範人被撒但的誘惑才設立婚姻，卻是人不順從上

帝的設計才陷墮進撒但的網羅去。婚姻不是與被撒但誘惑相比下的較少罪惡（Lesser Evil），妄圖以更聖潔的禁慾主義本身才

是罪。婚姻與性絕不僅是消極的 
9. vv. 6-7 「我說這話，原是准你們的，不是命你們的。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領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

樣。」 
a. 保羅說這些話，是要准哥林多基督徒可以自己選擇，而不是一種命令，因為每個人的情況不同。 

b. 「不是命」：是命令基督徒一定要結婚，還是不命令他們必定要分房禱告？ 

c. 有的人認為前面保羅所說的話，全部是保羅准許的，不是神命定的，不是神啟示的。這一解釋是難以獲得支持的，因為在哥林

多前書 14:37 保羅說：「……我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令」。因此我們倒認為保羅 v.6 所說的只適用於 v.5 ──保羅說在某種情

形下（除非兩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夫妻才可分房──保羅只說這一禁戒是准許的，不是命定的 

d.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成了哥城信徒的藉口？「看！連保羅也是獨身生活，獨身豈不是更屬靈的聖潔選擇嗎？」 

e. 不！保羅不否定專一傳道是一件蒙福的事，但卻不認為自己的事奉和生活方式可以被普遍化成為倫理法則。再者，獨身與否是

上帝的安排，人人不同。不是人為自己安排的理想，也不是討上帝喜悅的手段 

f. 保羅當時沒有結婚（參考哥林多前書 9:5），不過在使徒行傳 26:10 中保羅提到自己「出名定案」，因此保羅當時可能是公會

議員之一，如果是這樣的話，保羅一定結了婚才可以擔任這個職分。因此如果是這樣的話，保羅可能結過婚而太太去世了。但

實際的情形沒有人可以確知。 

 
10. vv.8-9 的開首與之後的 7:10, 7:12 相似。三者到以「現在…」（de;）作開始 
11. 末婚或寡居者可以選擇獨身或結婚（7:8-9） 

a. 問題： 
1. 這節經文的位置不大配合上下文 
2. 譯本的問題：婚姻是次等的，是為了那些慾火焚身的人而設的（？） 

b. v.7 可以幫助我們回答(1) ：他剛論及自己的獨身乃來自上帝的恩賜（真正在性慾上的自由），而面對與他有相同處境的哥城

信徒（不在婚姻之中的人，但不一定有他的獨身恩賜），他提出 vv.8-9 的勸告。及後再回到討論那些試圖取消婚姻制度的人 
 

12. v.8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說，若他們常像我就好。」 
a. 「沒有嫁娶的」（ajgavmoiß）是指甚麼？ 

1. 是陽性的複數，因此是指男人 
2. 在古代，「寡人」（chvraiß）是女性的特別用詞（是屬女性的問題多與男性）。失去配偶的男性用詞是有的但甚少用上

（例如中文的「鰥夫」）。所以用ajgavmoiß指失去配偶的男性是合理的 
3. 整章經文中，保羅指出男女雙方的相互性（mutuality）。所以這裡討論喪失配偶的男性和女性是合理的 
4. 此字在 v.11 再出現，指離婚後的人，而非指未婚的人 
5. 如此，vv.1-16 便是討論一切婚後的人（已婚及離婚）。vv.25-38 則討論未婚之人 

b. 「若他們常像我就好」：對那些因為死亡而喪失配偶的信徒來說，他是贊成「男人不與女人發生性行為的」。這與 vv.39-40
一致。但 v.9 是他以為合理的例外：對那些並不自制的人來說，他們應該結婚（再婚） 

13. v.9「倘若自己禁止不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不如嫁娶為妙。」 
a. 「禁止不住」：指「控制自己」。不是「能不能」(cannot) 的問題。是「若他們沒有，或不實行自制」（”do not exercise 

self-control” or “are not exercising self-control”）。這些人和 vv.1-7 的情況相似：正行淫亂的事／召妓 
b. 「慾火攻心」：原意是「被火焚燒」。可以翻譯為「慾火焚身」，或者是「因犯淫亂罪而被地獄之火刑罰」。但因為這信是寫

給基督徒，因此翻譯為「慾火焚身」比較合適。 
c. 「倒不如嫁娶為妙。」→ 新譯本：「因為結婚總比慾火焚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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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羅的意思是，那些正犯淫亂的人應該結婚（根本沒有理由以禁慾來特顯屬靈！），以免在過程中被自己的情慾陷入更危險之

地 
14. vv.8-9 小結： 

a. 喪失配偶的人保持現況是好的 
b. 但這也不是一條誡命，是他本人的看法 
c. 對那些不自制的鰥夫寡婦：婚姻是合理的選擇，不應否定。 
 

15. 基督徒婚配不得離異（7:10-11） 
a. 如 vv.1-7，已婚信徒不可拒絕婚姻中的性關係，在這段中，保羅則進一步說信徒不應取消婚姻聖約 
b. 在經文中，保羅多先處理女方所帶出的問題，及後才指出兩性的對等教導。這是否表明哥城女信徒正用此口號（v.1b）去拒絕

和丈夫有性行為（v.5），甚至因此提出離婚（v.10）— ”eschatological women” 「末世派的婦女」？ 
 

16. v.10 「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不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說：妻子不可離開丈夫，」 
a. 對比 vv.12-16：這裡應指「信徒夫婦」 
b. 「已經嫁娶的」：原文時態顯示這是指「現在仍維持婚姻狀態的人」。 
c. 「吩咐」：「命令」、「教導」。在當時的用法中，此字常用來當成軍事上的「命令」。 
d. 除 vv.2-5a 的命令語態（imperatives），這是唯一在第七章的命令（＝「吩咐」） 
e. 「主吩咐」：可以參考馬太福音五章 32 節、十九章 3-9 節等經文。 
f. 保羅在這裡沒有提及馬太福音五章 32 節的例外情況（因為淫亂的緣故），可能是因為讀者中間所發生的離婚理由都不充分。

也有可能耶穌的婚姻教訓在當時是廣為人知的，因此保羅只要大略提出，哥林多人就知道保羅所引用的耶穌教訓及其完整的內

容。 
g. 特別留意保羅先處理女性提出離婚。在猶太社會，這是不許可的。在希羅社會，這是可能但不常見。這樣討論的次序是相當不

尋常的，應該不是假設性的 — ”eschatological women” 「末世派的婦女」 ？ 
17. v.11「若是離開了，不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不可離棄妻子。」 

a. 「若是」：「若在任何情況下這真的發生了」 
b. 教導：「保持現況」 
c. 似乎保羅已離開「離婚為獨身」的討論，指出離婚不可為再婚的藉口（7:39; 羅 7:1-3） 

18. vv.10-11 小結： 
a. 有人以為保羅和主耶穌的教導太不近人情，要將它們消減 
b. 有人將之奉為至高律法 
c. 要先明白這裡討論離婚是在為禁慾的前設下開始的。必需先明白它的本來處境，才可以作任何引伸 
d. 若信徒夫妻間的關係也不能和好，又怎可成為這個破裂世界的見證呢？ 
 

19. 基督徒與非信徒的婚姻：盡可能維持（7:12-16） 
a. 基督徒與非信徒間的婚姻：「保持現況」 

20. vv. 12-13「我對其餘的人說，不是主說，：倘若某弟兄有不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不要離棄妻子。妻子有不信的

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就不要離棄丈夫。」 
a. 「不是主說」：不是要表示保羅這裡的意見比較沒有權威，而是表明保羅在這裡並沒有基督的教訓可以作為直接根據 
b. 「離棄」：應該譯為「送走」或「推開」。信徒不應主動提出離婚 
c. 並非所有哥城信徒也是全家信主的（對比 16:15） 

21. v.14「因為不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了聖潔，並且不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原文是弟兄）成了聖潔；不然，你們的兒女就不潔淨，

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了。」 
a. 「成為聖潔」：「分別出來（為特別目的）」（「得救」？對比 1:30; 6:11） 
b. 這一段經文是一段難以解釋的經文，主要的困難是「成為聖潔」的解釋。顯然這裡不可能是指「得救」，比較可能的解釋應該

是： 
1. 指不信主的一方因著信主的一方的緣故，在婚姻關係上也成為上帝「分別出來」的另一半。希望一天可以引領他們得教

（v.16）。「不然…但如［此］（”as it is”）」：如丈夫一樣，若可以留在婚姻之中，兒女就可以分別出來，一天可成為

主的兒女（彼前 3:1） 
2. 因著信主的妻子，與不信的丈夫同住，維持婚姻關係。於是雙方都有正常的性生活，不至犯罪（聖潔）。而兒女也不會因

家長犯錯，延至下一代，使他們犯罪，變成不聖潔（張永信）。 
22. v.15「倘若那不信的人要離去，就由他離去吧！無論是弟兄，是姐妹，遇著這樣的事都不必拘束。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 

a. 如果信仰不同，而對方主動提出離婚要求，就任由對方離去。 
b. 「拘束」：原意是「作奴僕」。原文時態顯示是「不要繼續被當作奴僕」。 
c. 「和睦」：原文是「平安」或「和平」的意思。而強迫維繫這樣的婚姻，不會帶來和平或平安，而只會帶來爭執與煩擾。 

23. v.16「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不能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不能救你的妻子呢？」 
a. 「吩咐」：軍事用語。 
b. ［解釋一］不必堅持婚姻的理由是因為不能確定另一半是否會得救，因此可以依照所面對的情況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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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解釋二］「怎知不能救另一半呢？所以應該要守住婚姻」 
d. 兩者都可能。個人偏向接受解釋二（彼前 3:1） 

 
小結：經文重譯（哥林多前書 7:1-16） 

現在論到你們所寫到的事：「男人不與女人發生性關係是好的」。但因為淫亂的事，每個男人應繼續與他自己的妻子行房，妻子也

應如此。一個丈夫應給予他妻子在性方面的權利，妻子也應如此。妻子並不擁有對自己身體的主權，權在丈夫。同樣地，丈夫也不

擁有對自己身體的主權，權在妻子。不可彼此虧負（槍奪／欺騙），除非在雙方同意之下，在特定的時限下，以至你們可以專心禱

告。之後還要再一起，以至撒但不能因你們的不能自制而引誘你們。我說這話是為准許，並非是命令。我願所有人都和我一樣。但

每個人有自上帝來的個別恩賜，有人是這樣，有人是那樣。 
 
我對著鰥夫和寡婦說，若他們像我就好。倘若自己不實行自制，就應該結婚。因為結婚比慾火焚身好。至於那已經結婚的，我吩咐

他們；其實不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說：妻子不可離開丈夫，若是離開了，應繼續不嫁，或是與丈夫和好。丈夫也不可與妻子離

婚。我對其餘的人說，不是主說，倘若某弟兄有非信主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不要與妻子離婚。妻子有非信主的丈

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就不要與丈夫離婚。因為非信主的丈夫因著妻子已被分別出來，非信主的妻子也因著弟兄被分別出

來；否則，你們的兒女就不潔淨，但如此他們是聖潔的了。倘若那非信主的人要離去，就由他離去。無論是弟兄，是姐妹，都不受

這樣的事約束。但是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能否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能否救你的

妻子呢？ 
 
 
其他資料：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 http://www.bible.org/netbible/
（此英譯本的特點在於它包括六萬多項的關於翻譯的討論，是了解難明經文的不同翻譯取向的重要資源） 
 

下週經文： 
哥林多前書 7:1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