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f 28 

哥林多前書第 5-6章 

哥林多前書第 5-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現在讓我們翻開聖經到哥林多前書第五章。保羅的哥林多書信

主要是糾正性質的。哥林多教會有許多的問題。革來氏家向保

羅報告許多存在於哥林多教會的情況。有些問題是教會的派系

分裂。有屬保羅的，有屬彼得的，有屬亞波羅的各種派別。保

羅說這是屬肉體的徵狀，因為基督是不分裂的。服事者之間應

該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競爭。當然我們寧可看見教會同工之

間互補而不是彼此競爭。我不覺得我們的教會和其他教會競

爭。我們也不該和其他教會競爭。我們應該和別的教會互補， 

補足他們沒有做的部分，如同他們補足我們沒做的部分一樣。

因此教會應該是互補，而不是競爭。然而哥林多教會已經落入

這個競爭裡頭了。搞派系的競爭分裂了基督的身體。這是屬肉

體的記號。在第四章最後， 保羅斥責教會的分裂。現在他談

到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教會里存在不道德的問題。 

風聞  (哥林多前書 5:1) 

風聞這詞是真的“外國皆知”， 或”普遍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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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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5:1) 

在哥林多教會中，有一個人和他的繼母通姦， 就是和他父親

的妻子通姦。哥林多教會正忙著爭論誰是屬磯法的，誰是屬亞

波羅的。他們卻允許這樣的狀況存在於教會裡面。事實上， 

他們幾乎以他們能夠寬容肢體裡面發生這類型的事為傲。他們

為自己開放的眼光自豪，不幸地，今天有些教會以他們開放自

由的觀點自豪。 

你們還是自高自大(哥林多前書 5:2) 

你們還以自己對這樣的狀況採取開放自由的態度而感到自豪， 

並不哀痛、 

或對這個存在的狀況悲傷 

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我身子雖不在你們那裡、心卻在你們那裡、好像我親自與你們

同在、已經判斷了行這事的人、(哥林多前書 5:3) 

我已經下定決心， 對這种情況作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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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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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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5:5) 

耶穌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指出他的錯誤， 他

若聽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但是他若不接受你， 你就另

外帶些人去， 為了對付他的罪。若是此弟兄仍不聽， 讓他被

驅逐出去，看他就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在教會里面弟兄若犯罪，第一件要作的是挽回的工作， 首先

尋求挽回， 改正錯誤。保羅勸誡加拉太人說，  

“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 你們屬靈的人， 就當用溫柔的心

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 

因此對待跌倒犯罪的弟兄，第一個責任是用溫柔的心，為他的

情況悲傷，尋求挽回他，與主的同行。甚至把他逐出教會的做

法，也是為了最終挽回他。 

所以對這位弟兄保羅說“我已經判斷了， 逐他出去。”把他

的肉體交給撒但。”不是身體， 而是肉體， 是跟隨在肉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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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能被敗壞的生命。藉由被逐出教會， 他將會明白自己所

犯的罪的嚴重性，使他遠離了教會的生活， 和遠離教會里基

督的生命。 

叫他離去是要除去屬肉體的事，希望他最後能夠回到教會團

契。逐出的最終意圖還是修復， 因為耶穌基督來就是要尋找

和拯救迷失的人。這也是教會處理會內事物的態度。有些時侯

我們在處理嚴重的道德問題， 我們會請有些人不要再到各各

他教會來。”不要再來，直到你處理了生活中的道德情況。這

樣做是為了修復他。 

究竟如何把他們交給撒但去， 敗壞他的肉體， 我不太確定。

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 談到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許米乃， 

他的品行劣惡， 無庸置疑。保羅說他已被交給撒但， 受到責

罰， 讓他不再褻瀆神了。所以把他們逐出教會沒了遮蓋的保

護， 撒但可能真的敗壞他們， 讓他們的生命行在罪中，肉體

遭到敗壞。 

有時通姦最好的治療是讓他們兩人結婚。撒但能這樣迷惑你， 

“喔， 我不能沒有他。這是我生命的愛，永久的愛。”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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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結婚， 就會發現沒有彼此能活得更好。這只是撒但在他

們心中編造的謊言。 

所以把他們交給撒但，使肉体敗壞，也敗壞那屬肉体的興奮，

迷惑和引誘。保羅警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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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肉體敗

壞，但重要的是靈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哥林多前書 5:6) 

你們自誇自大和榮耀自己的事實， 保羅說這類事是不好的。 

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 

酵素一向是作麵包時發酵用的東西。每一次總留下一點， 將

他們和新的麵團相混。而聖經里所提到的酵素總有不好的意

味。因為實際上發酵的過程就是一种腐化的過程。讓空氣藉以

進入麵團。只要放置少量酵素在新麵團中， 全團就會發酵。

這是很典型罪惡的畫面。只因寬容一點點邪惡， 就遍及全

身， 影響整個身體。小小的酵素能使整個麵團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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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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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保羅這里帶進逾越節的畫面， 是無酵麵包的時節。猶太人在

四月的第十四日預備逾越節時， 會徹底搜尋整個房子， 為了

除去任何可能存留在房子里的酵素，他們會用無酵的麵團作麵

包。發酵是罪的一种。因此逾越節是無酵麵包的節日， 它是

以無酵的麵包聞名。它之所以美麗是因為無罪的耶穌基督。酵

素和罪有關，我們舊的生命就是在罪中。從教會中除去酵素， 

好使我們成為新麵團。我們除酵， 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

督已經被殺獻祭了。在基督里整個逾越節的情節呈現， 有著

美麗的象徵， 基督為我們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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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5:8) 

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讓我們以誠實聚在一起，以真理聚

在一起， 讓我們以誠實和心靈來敬拜神，以誠實和心靈彼此

相愛。在基督的身體里，不應該有壞意， 我們不應該有爭

吵， 當我們聚在一起敬拜祂時，在主面前應該要有一顆清潔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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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以下所指的書信不是哥林多前書。我們現在所讀的可能是

卷二或更後。我們不知道保羅寫了多少封信給他們。這裏所指

的是先前寫的信。 

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哥林多前書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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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5:10) 

保羅在這里明確區分了我們在教會里的交通團契和我們作為世

界的燈。在教會里， 我們不可與淫亂的、也不可與貪婪的、

或拜偶像的人相交。在教會外， 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充滿淫亂

的人， 貪婪的人， 和拜偶像的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要住修

道院與世界隔離。 

為了過純潔的生活， 神並不要你隱居起來， 躲在高牆之後， 

與世界完全隔離。神要你作為世界的光。光不是隱藏在麥穗之

下， 或在封閉的高牆之後， 而是在世界中閃爍， 將光帶給

世界的人。當我面對世界時， 我必須與不道德的人交涉，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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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貪婪的人， 也可能是和拜偶像的人。 

但是我來到教會與神的子民在一起時， 我應該是在一個完全

不同的環境之下與人交往。肢體間的連結的聚集應該是聖潔

的。現在保羅列出三種基本的罪， 淫亂的、貪婪的、拜偶像

的。 

淫亂真是個得罪自己的罪， 只為著自私自利去佔別人的便

宜。只想滿足自己的性需要，不理會別人。只想滿足自己生理

的衝動。別人變成像一個利用的物體一樣，淫亂是自私自利冒

犯他人的一種罪。 

貪婪是完全的自私， 為了我自己儘可能想辦法從別人那裡得

到任何的東西。 

而拜偶像是得罪神的罪。就是拜神之外的東西。人建立自己的

偶像時， 有時不只是用金銀木頭雕刻出來的圖形。人一樣能

以車， 花園， 建築物作為偶像。令人驚奇的是竟有許多人拿

建築物作為偶像。 

當我們的教堂從一條街之遠的地方準備搬遷時， 許多人就擔

憂說。”我們是在這裏得救的。我們不能搬離這里。讓我們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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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會幕留在這里， 因為這是神與我相遇的地方。”每當人

建造偶像時， 他們於生活當中先失去了神同在的真實感受。

只是懷念以前曾有過的經歷。 

在舊約里， 希西家成為國王的當時， 以色列墮落入偶像崇拜

中。希西家是個改革者， 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拆毀各種拜不

同偶像的祭壇， 使人民少拜些假神和偶像。他砍碎摩西在曠

野所造的銅蛇， 他稱那個銅蛇為銅塊。 

當年以色列人在曠野營區被那些毒蛇咬，垂死之際， 摩西在

曠野造銅蛇。主對摩西說：造黃銅蛇， 把它放在營里的中

央， 只要任何人被咬，他抬頭看營中央的黃銅蛇， 他就會得

救。”如同耶穌向尼哥底母所指出那非常美麗的畫面。”摩西

在曠野怎樣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所以蛇是罪的象徵， 而黃銅蛇是罪

的審判象徵。看到耶穌為我的罪被審判， 我之所以能活著是

耶穌為我釘十字架。 

有人拿了銅蛇， 保存它，過了一段時間，銅蛇就成了人們的

偶像， 人們朝聖來到曠野向摩西所造的銅蛇朝拜， 因此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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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砍碎它， 說它是。"銅塊 "。這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黃銅。

它不是神， 也不代表神，只是一件黃銅作的東西而己。當我

們趨向愛戀一棟建築物時， 我們要明瞭， 那只是一棟建築

物， 是石頭造的， 木材蓋的東西。我們不能因那是神與我相

遇的地方而愛戀它。 

每天我應該重新經歷神。會想要造偶像表示失去了神的同在。

為了找回所失去的， 就試著崇拜聖物。但是偶像崇拜，是件

得罪神的事。 

然而我活在世界上， 和一般人混在一起時，我不能向我買雜

貨的人說:「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是聖潔的嗎? 除非你是重生

的。我不該讓你碰我的貨品。」我雖在世界中，有時卻不喜

歡， 甚至憎恨這世界。尤其當有些人們口里發出污穢的話

時， 更令我厭惡。 

我也討厭人們在餐廳裏抽煙。為什麼人們總是己所不欲還施予

人? 我告訴你為什麼他們這樣：他們自己也不喜歡聞惡臭的味

道， 竟完全不顧及別人的感受! 我住在世界里， 我不能夠逃

脫， 神也不要我找藉口理由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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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我真的渴望在加勒比海買個小島，上面全住著基督徒。

這樣小孩能夠安全的長大，不需要牢房或警察局。我們照著神

話語的原則生活，是一個相愛的團體。我多麼希望看到我的孫

子能在路上走而不用擔心有瘋子從車上跳出來誘騙他們，或是

用武力強制他們。世界走的方向使我擔憂，有時我真想逃脫這

個世界。 

但是神不要我們逃脫， 只活在我們自己的小天堂里。我們住

在一個充滿罪， 被罪敗坏的世界里。但是我們只是路過這

里。有一天， 我們會到一個美麗喜樂的地方。聖經說”小孩

在街道上玩並不害怕”可是現在還不是時候，我不能逃避。我

必須成為這黑暗世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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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與他喫飯都不可。(哥林多前書 1:11) 

不要和他有親密的相交。以“吃飯”作為象徵。按照中東的傳

統， 和人一起吃飯，就是與那人合而為一。因為通常他們吃

飯時，都在桌子中央放大鍋湯， 同吃一條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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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撕下一小塊麵包，然後把麵包浸在桌子中央乘湯用的碗中，

大家輪流吃同一個碗里的湯和同一條麵包。這樣一來，你與我

合一， 因為麵包變成我身體的一部分，也變成你身體的一部

分。同一條麵包的養份在你的身體之內也在我的身體之內。我

們因為一起吃飯合而為一。 這就是為什麼猶太人從來不和外

邦人一起吃飯的原因， 因為他們不想和外邦人合而為一。 

若教會裏有勒索的人， 貪婪者， 或偶像崇拜者， 酒鬼， 我

們不要和他有親密的來往，和他們不應該有親密的交通。 

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麼．

(哥林多前書 5:12) 

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哥林多前書 5:13) 

但是在教會里應該有某種程度的審判。 

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這是指那個與繼母通姦的人。 

在第六章保羅提出另一個議題，就是在法院控訴教會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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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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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面前求審呢。(哥林多前書 6:1)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

審判這最小的事麼。(哥林多前書 6:2) 

哥林多教會里有兩位信徒發生官司，法院在審理。保羅說最好

的方式是在教會里處理。因為神委任教會來裁判。教會將會審

判世界。 

我們知道基督將會是審判世界的那一位。因為我們在基督里， 

因此我們也將參與世界的審判。如果教會將負起這重大嚴肅的

責任，當然我們應該可以審判兄弟之間的小事。儘可能在教會

里解決兄弟之間的爭議。 

保羅並沒有說， 我們絕對不應該交付司法。他講的是處理教

會內的事。若對像不是教會的人， 他們不服從教會的權威。

為了公平正義，有時藉由司法的幫助是必要的。 

保羅他自己， 在非斯都面前， 當非斯都問:”你願意下到耶

路撒冷去面對審判嗎?”那時他已經花了兩年的時間在該撒的

監獄里等待公義。保羅明白這只是又一次的政治鬥爭。他

說:”我要向該撒求助”他運用羅馬公民的權利， 向該撒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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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 

所以保羅尋求司法的幫助。但是因為神在教會裡面己經安置審

判， 我們應該可以審理一些教會內的事務。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哥林多前書

6:3) 

有些天使並沒有守神賜的本分。他們有些和撒但一起對抗神的

權威。啟示錄里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與撒但同謀對抗神的權

威。而且猶大書告訴我們他們被主用鎖鏈拘留在黑暗里， 等

候大審判的日子。 

不可置疑的， 教會將會是對天使行使審判的那一位。因為我

們在基督中， 與基督有關， 在國度里與他合為一體。因此我

們將加入審判天使。 

這並不表示你有機會對你的護身天使說”十月十日我撞到那傢

伙時，你在那裡? 你為什麼不在那裡攔住我呢？” 

這些沒有守本分的天使，被主用鎖鏈拘留在地獄里， 等候審

判的大日子。若是連這樣屬靈的事我們都要裁判的話， 那麼

屬世的事，我們更應該能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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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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麼。(哥林多前書 6:4) 

就公義的裁決而言， 教會中最被輕看的基督徒所作的審判，

還比高等法院最聰明的法官所作的審判， 更加公義。當我越

讀高等法院作出的判決時，我越懷疑他們審判的能力。我對於

有些可怕的大罪，刑罰竟是那么輕， 甚至被判無罪感到非常

震驚。 

屬地的法院不懂屬天的律法。保羅談到屬血氣的人，不知道屬

靈的事，也不了解他們。但是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 卻沒有

一人能看透他。所以處理教會里的爭論， 尤其是關乎屬靈的

議題，最微小的聖徒比世界最聰明的人還有能力審判。你可能

從未受過教育，卻可以是被聖靈充滿的信徒，學習到更多神的

真理。你甚至能從他們身上得知許多屬靈真理， 這是國內最

聰明的博士。也做不到的。 

學術成就和屬靈的事務毫無關係。因為屬血氣的人不能夠暸解

他們， 也不知道他們。那些聰明的人不可能教導屬靈的真

理，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分辨屬靈的事。這些議題應該全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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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解決。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

能審斷弟兄們的事麼。(哥林多前書 6:5) 

難道你們沒有一個有足夠智慧的人來處理這些議題嗎? 

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哥林

多前書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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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不情願喫虧呢。(哥林多前書 6:7) 

你們倒是欺壓人、虧負人、況且所欺壓所虧負的就是弟兄。

(哥林多前書 6:8) 

真是悲哀!今日教會仍然有些人虧欠弟兄， 這些事從未曾停止

過。保羅談到如此可恥的狀況。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到法庭

去和不是弟兄的人彼此告狀。因為有時這樣做是我們唯一的出

路。這不是個禁令。特別是如果弟兄不願在教會里解決的話， 

我暸解去法庭告狀並不是禁令。如果弟兄不願順服教會的仲

裁， 那麼你需要其他的出路。只是保羅說這是可恥的事。 

吃虧反而比較好。如果一個人為了得到你的外衣控告你，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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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衣也給他吧。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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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

前書 6:9)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些非常嚴重的議題。保羅說，“難道你不明

瞭不義的人不會繼承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

的…”，在這裏這字的希臘文是男娼之意，拜偶像的， 姦淫

的， 作孌童的， 同性戀的。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神

的國。(哥林多前書 6:10) 

保羅寫的加拉太書第五章說：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 聖靈

和情慾這兩個彼此相對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作的」。如果你

被聖靈引導， 你就不在律法之下。肉體的工作就是放縱姦

淫， 淫亂， 不潔淨， 淫蕩， 拜偶像， 魔法邪術， 憎恨， 

不一致， 競爭， 憤怒， 爭吵， 異端， 妓妒， 殺害， 酒

醉， 辱罵。像這些我以前告訴過你如同我也已經及時告訴

你， 他們如此行將不會繼承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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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夠清楚吧!保羅說不要自欺。許多人自己欺騙自己，以為

無論過怎樣的生活都可以繼承神的國。並不是如此。這些話應

該成為我們心里的明燈。如果我要繼承神的國， 應該檢討自

己， 因為不義的人， 不會承受神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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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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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6:11) 

雖然那可能是你過去的一部分， 就讓舊事過去。若有人在基

督里他就是一個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倘若你說舊事並沒有

過去呢? 很明顯地你就不是一個新造的人。不要自欺。不要以

為淫蕩的思想無關緊要，只想躲在神的恩典之下，靠神的恩典

遮蓋我的生命， 就能過著追隨肉體的生活。 

今天甚至在教會里也講論把永生的道路變寬。容忍各種生活形

態，在神的家中竟然容許不敬神的生活。難道我們不都尋求相

同的目標?走相同的路嗎? 因為人們相信所有的道路都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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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以努力加寬永生的道路云云。 

讓我提醒你， 耶穌說：“努力進入窄門， 引到永生的門是窄

的， 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 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然後他說：“請注意假先

知”，緊接在講完兩個門之後。他說要防備假先知， 他們到

你們這里來， 外面披著羊皮， 裡面卻是狼。”假先知說：

“沒有關係。神愛每一個人。你如何生活都沒有關係。”當心

假先知， 他們可能身穿服事的外衣，卻是披著羊皮的狼。 

我對那些假裝自己是耶穌基督的服事者感到非常生氣。他們喜

愛牧師的頭銜。你記得 1983年是聖經年。其中有一些南加州

的牧師，他們集體控告雷根總統。雖然他們在名字之前冠上牧

師。他們卻是披著羊皮的狼， 假裝自己是基督的僕人。撒但

能把自己變成光明的天使來欺騙世人，他的使者也是如此。 

這些撒但的僕人偽裝成耶穌基督的僕人， 破壞基督的身體和

教會。我告訴你我一毛錢都不會捐給這樣的組織。他們支持好

戰團體， 殺害在辛巴威的宣教士， 及那裡的孩子。 

感謝神我們已被洗淨， 先洗淨然後成聖稱義。哦！神藉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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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聖靈的力量， 在我的心中作榮耀的善工。我不再是以

前的我。我的生命藉著聖靈的能力和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已經被

改變。是一個新的生命，舊事已過， 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 

凡事我都可行．(哥林多前書 6:12) 

這是非常開放的宣言，是人所能表達最寬容的道德標準。享樂

主義的哲學家非常接近這樣的說法。他們說凡事我都可行。只

要帶給我快樂什么都好，什麼都無所謂， 什么都可以做。”

他只問你享樂嗎?。只要它帶給你快樂就沒關係。” 

保羅說:”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處” 

身為神的孩子， 我是個目標導向的人。我的目標就是找到在

基督裡面的公義， 而不是我藉由律法自身的公義。我的目標

是有一天要站在耶穌基督面前， 你也要站在他面前，我們全

部必須在基督的審判台前為我們曾在肉體里所做過的事接受審

判， 為我們的信實我們的管家職份接受獎賞。我只有一生， 

而且很快就要過去，唯有我為基督做的將要永存。 

我將要站在衪面前， 領受我所做的， 我的事工會被火審判， 

看他們是什麼樣的類別。我的目標是當那一天來臨時， 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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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面前接受審判時， 他會看著我說， ”做得好!良善和

忠心的僕人。你在這些事上信實， 現在進入主的喜樂。我讓

你成為夏威夷島的統治者。讓你統治五座城或十座城。我不在

乎自己生命的成就，或自己得到什麼， 當我站在基督面前的

時候， 沒有一樣是重要的。在那時，得到衪的贊同及贊賞是

最重要的。那是我活著的原因，是我所期待的。 

凡事我都能做。我得救因為我對基督的信任和信心。但是有一

些事物使我受到轄制， 非常容易的受到轄制。阻礙我的目

標， 搶奪我的時間和精力， 以致於我沒有時間或精力去做主

的善工。 儘管不是壞事，卻需要我的投入， 而使我從我的目

標挪走了。對於我的目標而言， 這就是個障礙。因此， 雖然

凡事可行， 我不做，因為不都有益， 它不會加快我達成目標

的速度。 

所以我考慮生活中的優先次序是非重要的， 以免我受到轄

制， 花費太多的時間在無謂的事物上。人們很容易陷入這种

圈套裏， 將時間花費於短暫的事上。 

然而保羅在書信的最後告訴我們， 為主所做的從不會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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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們要站在基督的審判台前， 聽他說， ”做得好! 來

進入主的喜樂中。 

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那一件事， 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只有基督徒知道什麼是自由。活在罪中的人一點也不自由。保

羅寫信給提摩太說：“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 可

以醒悟， 脫離他的網羅。”保羅說這世界的神， 遮蓋人的眼

睛， 使人不能夠看見真理。的確如此， 人們被捆綁， 沒有

自由，瞎眼， 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別告訴我每個週末都在吸食毒品的人是自由的， 你別告訴我

酒鬼是自由的， 或被任何嗜好捆綁的人是自由的。“我必須

買”，或是“我需要”。你知道這不是自由， 這是奴役。只

有神的孩子知道什麼是自由。我感謝神為我所擁有的自由， 

我也愛我的自由。 

可以自由去做壞事，並不令我興奮， 而是有自由不去做它。

這是我所享受的自由。我有自由不做。我不需要做那些事來感

覺舒服或得到刺激。感謝神我不必做那些事， 我有自由。 

自由也有可能將人帶進捆綁中。如果我想要喝酒就自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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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就受酒精的影響， 使我的判斷模糊受損，思路不再清

楚， 這樣我就不是自由的人。我的腦細胞麻木。我受到酒精

的控制，使神經元不能連接， 雖然這可能延長我快樂的感

受，卻使我不能理性思考， 讓我上癮必須喝酒， 這樣我不是

自由的， 我是在酒精的控制之下。 

你的自由卻將你帶進捆綁中，這是何等的愚蠢。因為你不再自

由了。有些人濫用他們的自由以致受到捆綁。凡事可行， 但

我不再受任何事物的控制， 因為我領受耶穌基督的能力，不

去做那些毀滅的事。 

食物為肚腹， 肚腹為食物; (哥林多前書 6:13) 

那是身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吃肉， 沒有關係， 這不是重要的

議題。我所吃的肉將被破壞，  

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體不是為了淫亂。 

神並沒有將強烈的性慾放在你的裡面， 也不要你使用身體做

為淫亂的工具來獲得快樂。 

你的身體不是為淫亂， 乃是為主， 主也為身子。 

並且 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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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前書 6:14) 

我將要有一個新的身體。當神叫耶穌復活。祂也要興起我和我

的身體。我不跟隨肉體而活， 不跟隨肉體的事物， 不跟隨淫

亂而活。這樣一來不但滿足我活在此身體的需要， 還照著祂

的心意成為美麗的器皿， 做祂的善工。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麼．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

娼妓的肢體麼．斷乎不可。(哥林多前書 6:15) 

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體麼．因為主說、『二

人要成為一體。』(哥林多前書 6:16) 

藉著性行為， 兩人成為一體。你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 是基

督的器皿。如果你讓你的身體與娼妓發生淫亂的話， 實際

上， 藉由這樣的關係，基督受到沾污。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哥林多前書 6:17) 

我們與耶穌基督聯合， 與祂成為一靈。因此我們不濫用身體

於不道德的用途。 

你們要逃避淫行。(哥林多前書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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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寫給提摩太說：“逃避年青的貪慾。提摩太， 避開他

們。” 

哦!神， 求你幫助我們逃離誘惑， 像約瑟一樣。當波提乏的

妻子抓住他的時候說，“與我同寢吧!”約瑟寧可把衣服丟

了， 赤裸的逃跑，也不要被她迷惑而屈服。求神幫助我們逃

避淫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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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其他的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 得罪自己的身

子。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

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哥林多前書 6:19) 

保羅說”難道你不明白嗎?”你的身體是聖殿， 希臘文的意思

是聖潔的至聖所， 是神居住的地方， 是神聖活動之

地。”naos”是內部的至聖所。你的身體是聖靈的至聖所， 

你不是你自己而已， 是神的。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哥林多前書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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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救恩。我原是罪的奴隸， 自身肉體的奴隸。我做這些

事是因為我肉體受到捆綁。但是耶穌基督釋放了我， 使我得

自由， 不需要再做這些事。我曾經濫用我的身體， 現在奉獻

給神當作祂居住的聖殿， 成為祂能使用的器皿。變成一個聖

潔的地方， 成為一個至聖所。 

你看見耶穌救贖了我， 祂付上代價。祂把我從罪的奴隸身份

中救贖出來， 以至我現在是他的僕人。但是身為祂的僕人， 

我一定要順服祂。因為我是重價買來的。我不屬於我自己， 

因為祂救贖我， 使我屬於祂。我被他重價買來， 我不再照自

己的意思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的生命現在是屬於祂， 要做祂

所喜悅的事。 

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 

保羅說:”若任何人毀損神的聖殿， 神會廢去他。”我們需要

尊重我們的身體， 因為他們是神造的奇妙器皿。我前幾天讀

到關於腦部的東西。在一天之內， 腦部所製造的連接起來，

比起整個全世界的電話系統還多。難怪我們到晚上都會覺得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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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衛說， ”我們奇妙地被造。”一個美麗的器皿。我的

身體是神所造的，讓我們有靈藉此來認識神。神也可能藉著我

的身體彰顯祂自己， 成為祂的媒介， 這是神的理想。神藉你

啟示祂自己， 藉你的身體作為祂的器皿， 啟示祂的愛， 祂

的善工， 完成祂的計畫。 

因此我們需要照顧我們自己的身體，作為神的工具， 尊重身

體不去破壞或傷害神的聖殿。凡事都可行。也許你可以能夠證

明這無所謂， 只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是它對你有益嗎? 你

在它的控制之下嗎? 它是建造你還是拆毀你? 

天父我們感謝你的話語。願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生活中閃鑠的亮

光， 照明那些隱藏的事物。哦！神若在我們裡面有一顆邪惡

的心， 邪惡的慾望， 或是貪婪， 嫉妒， 苦毒之事， 用你

自己的話語將他顯明， 並且帶到十字架前。我們能夠棄絕在

黑暗中隱藏的事， 行在光中， 因為神是光。我們的生命被耶

穌基督的寶血潔淨， 得以與祂有美麗的連合和交通。神為著

你自己的話語及與孩子交通的特權感謝你。感謝你讓我們合而

為一， 永遠分享你的國和你國里的喜樂。祝福我們， 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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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我們禱告是奉耶穌的名求。阿們。願主的祝福臨到你的

生命， 願你在耶穌基督里凡事富足， 對祂愛的恩典， 祂的

道路和良善的認識。 當神向這個迷失的世界啟示祂自己的時

候，願你的身體成為祂的工具。神祝福你， 在現今這個邪惡

的世代， 堅固你與祂的同行， 幫助你善用你的時間。奉耶穌

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