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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第 7-8章 

恰克 史密思牧師 (各各他教會) 

現在我們翻開聖經到哥林多前書第七章。 

哥林多教會亂七八糟。有許多的問題，是一些屬肉體的問題。

教會裏有紛爭，有人說他們是屬磯法的，或屬彼得的，其他的

說他們是屬保羅的，還有的說他們是屬亞波羅的。他們彼此爭

訟到地上的法庭。保羅收到報告，於是寫信給他們。但是基本

上他寫信的目的是要回答某些他所收到的信的問題。第七章保

羅以回應他們的信和他們所問的問題來開始。 

我們須要了解哥林多這裡的真實情況和背景。哥林多是一座充

滿異教的城市。在哥林多的城裏有一座希臘愛神亞富羅底特的

大神殿,神殿的祭司是娼妓。娼妓的所得用來支持神殿的禮

拜。 

在這城中，神有許多的子民。當保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主鼓勵

他說，“在這座城中我有許多子民。”保羅在這裡建立教會。

但是像我說的，教會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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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許多怪異的教導和教義。他們以為身體完全邪惡，因此

有兩種不同的態度。第一，因為身體是完全邪惡，所以你怎麼

處置你的身體都無所謂，沒有關係。只有你的靈才算數。因此

你能隨心所欲地處置你的身體。你能用你的身體行淫或做任何

你想要的事情，因為無論如何身體是完全邪惡的，所以如何處

置你的身體都無所謂。另一個和此態度相同基礎的說法是不應

該用你的身體做任何屬血氣的事，即使你已婚，你應該限制與

你妻子發生關係，因為身體的每件事都是邪惡的，所有的衝動

和慾望都是邪惡的，這是趨於禁慾主義的第二種態度。 

在第七章，保羅對於這個問題：我是否應該結婚，或“如果我

已婚，我和我的妻子該有親密的關係嗎？”有所回應。於是他

在第七章開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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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林多前書 7:1-2) 

試著過獨身的生活是不自然的，保羅也承認這點。如果你不近

女色，雖是好的，但仍然是不自然的狀況。因此每個男人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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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妻子，而且每個女子應該有丈夫。 

有趣的是聖經不曾說保羅結過婚，但是很明顯地我覺得他結過

婚。第一，他是個拉比。依照猶太人的法律，每個男人應該結

婚並且有孩子。因為神說要多結果子和繁殖。他們覺得每個男

人應該實現神的命令。如果你沒有孩子，實際上你是在殺害你

的子孫。保羅身為拉比，正如他說的“關於法律的公義，我是

無可指責的”，不用懷疑他應該結過婚了。同時他也是公會的

一個會員。像法官那种類別的，會員的條件是他要已婚，因為

他們理解如果一個男人是已婚的，他會仁慈。至少認為他會比

較了解。 

有問題了，那保羅的妻子發生了什麼事？有兩種可能。一是她

死了，但另一個可能比較正確的說法是她離開了他。這是一般

教會傳統的說法。 

第七章這裡所寫的，在第二十九節引出這樣的想法，就是時侯

不多。保羅感受主很快就要回來，因為時侯不多，所以他給這

樣的婚姻指導。如此看來，他好像不鼓勵結婚，但若真是如

此，全是出於他“時侯不多”的想法。我們真的沒有時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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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但是，為了避免淫亂男子應該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

各有自己的丈夫，尤其是在哥林多這樣的環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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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7:3-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

告，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哥林多前書 7:5) 

保羅在這裡宣告婚姻裡的性關係是適當的，妻子應該尋求滿足

丈夫，而且丈夫也應該尋求滿足妻子。除非兩廂情願，不要分

房。唯一要暫時分房是為了要專心禱告，因為誘惑實在太大。

壓力實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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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

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哥林多前書

7:6-8) 

保羅當時是單身的，他主張他不結婚，但是他認同這在某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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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是神的恩賜。 

耶穌談論那些今生不論婚嫁的。有些是被神呼召。之所以如此

是為了神國的緣故。保羅有這恩賜，而且承認它是神所賜的，

人可以因著正常的生理要求而結婚。沒有性的生活是反自然

的。它是第四樣我們強烈的肉體需求，在空氣，口渴和飢餓之

後。它的排名很前面。如果一個人沒有強烈的性需求，這表明

神可能已經拿走了它，為了使這人作為神的一個器皿，像保羅

說的，當人結婚的時候就會關心彼此。 

婚姻確實呈現出全然不同的情況。在我結婚之前，我能自由地

橫越美國旅行。我所需要的只是一袋杏子，就能走了。我只需

停車加油。我從不停在餐廳。我直接去我想去的地方。在我結

婚之後變得不同了。我們從鳳凰城回家，我的妻子說，“親愛

的，我想要喝一杯咖啡！”我又開過另外一家咖啡店，她 

說：「親愛的我要喝咖啡。」當我又多開過多一家咖啡店，我

感覺她的腳好像在猛踩煞車似的，有被丟出擋風玻璃外的可

能。我知道她的意思，我們停在一家咖啡店，這對我來說是浪

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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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保羅說的，如果你已婚了，你不會真的那麼關心主的

事情，你關心你的妻子，你要怎樣作才能使她高興，既然你已

經和她住在一起了。你想使她完全高興。那是正確的。 保羅

說，如果你有這恩賜是好的。過像我一樣的生活。那沒有嫁娶

的和寡婦，若她們常像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應該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

為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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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不可離開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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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7:9-11) 

這當然是耶穌基督的教導。所以保羅說，其實這不是我的吩

咐，乃是主的吩咐。 

對其餘的人,我說，(哥林多前書 7:12) 

主沒有特別講述明顯地在這些爭論點中說什麼，因此現在保羅

以使徒的身分來說。 

(對其餘的人,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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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她就不要離棄丈夫。因為不信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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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而不信的妻子也因著丈夫成了聖潔。

不然你的兒女就不潔淨；但是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哥林多

前書 7:12-14) 

那麼不管丈夫或妻子，要使家成為聖潔的環境，使兒女得以被

遮蓋。 

許多次我被問及關於孩子死後的命運，更常被問到教會被提的

問題，或當教會被提時小孩子會全部被提嗎？我能向得救父母

的孩子保證，他們在一個或兩個信主的父母所保護下蒙福。我

對未信的父母沒有相同的保證。我個人感覺因為小孩他們還沒

到自己負責任的年紀，神會憐憫恩待他們。而且我強烈的相信

神的正義和神的公平。雖然我沒有強而有力的聖經作為基礎，

我沒有找到任何經節說所有的孩子會被提，或所有的孩子死時

會得救。但我們確實相信若有信主的丈夫或妻子的孩子就會如

此。 我的感覺是為什麼要活在層層問題之下呢？為什麼擔憂

呢？只要接受主而且認識衪。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只要有信主的

父母的家庭，有一個是信徒，家裏就會潔淨。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罷。無論是弟兄，是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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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

(哥林多前書 7:15) 

如果在你接受耶穌基督的這件事上，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不能

接受，他們說，“我不為此事跟你爭吵。我不能容忍你。我不

能與你同住。”那就讓他們分離吧。因為你不在捆綁中。你不

必為了和他們持續這樣的情況被捆綁。讓他們分開。神召我原

是要我們和睦，而不是在婚姻中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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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

召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會都是這樣。(哥林多前書 7:16-

17) 

現在保羅談到你被神呼召時的背景。 

有人已受割禮蒙召呢？就不要廢割禮。有人未受割禮蒙召呢，

就不要受割禮。受割禮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不得甚麼，

只要守 神的誡命就是了。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

守住這身分。(哥林多前書 7:18-20) 

當神拯救你的時候，你是未受割禮的異教徒嗎？不要被受割禮



9 of 21 

哥林多前書第 7-8章      

的猶太人的權力所煩擾。持守你蒙召時的身份。 

你是作奴隸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哥林多前書 7:21) 

當神召你的時候，若你是個奴隸，不要擔心。 

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

所釋放的人。(哥林多前書 7:21-22) 

就人而言你仍是僕人，但你是自由的，你是神所釋放的人。 

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僕人。(哥林多前書 7:22) 

那麼，我什么時候蒙召就什麼時候遵守那個呼召。不要試著在

你成為基督徒之後作重大的變動，除非你的生活或你的職業是

完全地與基督徒的原則相違背，以致你不得不離開。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哥林多前書 7:23) 

如果你是人的奴僕，你要明白其實你是耶穌基督的僕人。所以

基本上，不管我們在什么情形下全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弟兄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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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憐恤，

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哥林多前書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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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們在這裡，有三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是：保羅向有女兒是

處女的父親說話。而且他正在處理是否允許你的女兒結婚。 

第二個是以文化的眼光來看,那些住在一起甚至睡在一起的，

但是沒有性生活的關係。它是試婚型無性的生活，看看是否能

相處在一起，但是不起始於一段生理上的關係。這是當時哥林

多的習俗。 

第三個想法是己經確實結婚的人，感覺比較屬靈甚至在婚姻中

不要有性的生活。我個人認為保羅指的是第三种狀況。語言間

有些預先排除父親有一個處女的女兒想給她婚姻的可能。我認

為這裏指的是第三種想法，我們更屬靈的觀念，我們不需要有

性。是的，我們已婚，但是我的妻子仍然是個處女。好怪異。

我不能接受，這是我感受保羅在這裏所討論的爭論點。 

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纔好。你有妻子纏

著呢，就不要求脫離。你沒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妻子。

(哥林多前書 7:26-27) 

保羅所說的是在時間很短的情況之下。稍後他寫信給以弗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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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明白耶穌的來臨明顯地不是立即發生，所以他用婚姻關係

來比喻基督和教會間存在的美麗深層關係，而且描述存它是在

最美的關係。 

那麼你有妻子纏著，就不要求脫離。你沒有妻子纏著，就不要

求妻子。(哥林多前書 7:27) 

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這等

人肉身必受苦難，我卻願意你們免這苦難。(哥林多前書 7:28) 

他是說婚姻不是必勝。你可能在婚姻裏遭受苦難。 

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

要像沒有妻子。(哥林多前書 7:29) 

上下文來看，己婚的人關心世上的事，要怎樣讓他的妻子高

興。若是末婚者，只要尋求神的喜悅。所以，當他說他們是已

婚的，卻好像不是已婚，他是說人應該關心如何討神歡喜。這

才是人的首要關心。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置買的，要像無

有所得。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哥

林多前書 7: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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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多了。是說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忙於婚姻關係。我們沒有

時間沉迷於憂傷和悲傷中。我們沒有時間參加宴會和嚮宴。我

們沒有時間積聚財產。我們活在世界上，不要亂活。要活用

它。做你該做的事，但是不要過度沉迷於世界裏，因為這世界

將要過去，立刻就過去了。 

保羅當時的年代，社會現象惡化，他發出警告。時間不多了，

這世界快速過去，我們真的沒有時間浪費在這些無關緊要的事

上。 

我願你們無所挂慮。完全的關心是比較好的方式來了解這點。

你們從充滿挂慮或煩惱中得自由。 

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挂慮，想怎樣叫主喜悅。娶了妻的，

是為世上的事挂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婦人和處女也有分

別。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挂慮，要身體靈魂都聖潔。已經

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挂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我說這話，

是為你們的益處。不是要牢籠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

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哥林多前書 7:32-35) 

他只是說全然獻身服事主，妻子可能是個障礙，阻礙。你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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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考慮進去而且你在意的是討她高興。這是恰當的。我們應

該關心如何討我們的太太高興。而你的太太也應該關心如何討

先生的高興。我們需要認真考慮這件事情。它是恰當合宜的。

是正確的。 

再一次我認為男人必須有恩賜才能過單身生活。如果神沒有把

此恩賜給你，像聖經說的，找個妻子是件好事並且討主喜悅。

保羅所講的觀念是時間不多了，我們已經沒有時間煩惱這些

事。這可能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情況，臨到世代的未日一樣。然

而，聖經並不是說對婚姻絕望。這確實是神對人的計畫和目

的。它是自然的事。不結婚是不自然的。 

若有人以為自己待他的女兒不合宜，女兒也過了年歲，事又當

行，他就可隨意辦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親就是了。倘若人

心裡堅定，沒有不得已的事，並且由得自己作主，心裡又決定

了留下女兒不出嫁，如此行也好。(哥林多前書 7:36-37) 

沒有不得已的事,。是一個重要的句子 

並且由得自己作主，心裡又決定了留下女兒不出嫁，如此行也

好。這樣看來，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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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

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見

，若常守節更有福氣。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哥林

多前書 7:37-40) 

按我的意見，她保持單身會比較快樂。這是有趣的情形。必須

以哥林多當時的狀況來看，及保羅說時間有限，近乎結束的觀

念來看。 

第二個爭論點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

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但知識和愛是對敵

的。當時有個問題就是拜偶像很普遍，在市場買到的肉大部份

是被祭過偶像的。屠宰過的肉，人們會拿一部份獻祭給他們的

神，祭司得到另外一部份，其餘的歸還給人，通常剩餘的會被

拿到市場賣。 

當時許多基督徒良心不安，不想吃己被奉獻異教的祭肉。這真

的困擾他們。但是在哥林多有些人吹噓他們的知識，說偶像只

是一塊石頭而不是個神，他們以為這兩者間沒有任何的不妥。 

我以為這沒有什麼不妥，因此我能吃那獻異祭的肉，不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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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 

保羅陳述這自以為聰明的人，因為他們的知識，使軟弱的弟兄

不愉快。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

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 8:1) 

一個十分軟弱，另外一個十分堅固。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哥林多前書 8:2) 

這是千真萬確的。自認知道最多的通常知道最少，因為你知道

愈多，你知道你不曉得的愈多。 

莎士比亞說，“可憐的人啊，他知道愈多，便愈無知。”你最

知道什麼？哪一個領域的知識你最在行，科學，數學，還是語

言學？假設說你精通的領域是科學。你知道多少已知的科學

嗎？如果說你精通於數學。你知道多少已知的數學？我精通於

聖經，但我告訴你我所不知道的部份比我所知的還要多很多。

我自己知道我不曉得的。我也知道有許多該曉得的我一點也不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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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的人，他會說，“嗨，我是個專家，我能給你所有的

答案。”其實他知道得最少。如果任何人認為他知道任何事。

那他什麼都不知道，因為如果他真的知道，他不會誇口的。如

果你自以為你知道，這表示你並不太知道。可憐的人啊，自以

為聰明，實為愚拙。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

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

神。 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

多的主。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

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有

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哥林多前書 8:3-6) 

因此我們知道這些偶像算不得什麼。我們知道只有一位真的永

生的神，一位主。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

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哥林

多前書 8:7) 

哥林多的環境，是處於異教的環境。你生長於拜偶像和吃拜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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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神殿裏的肉的環境中。殿裡有餐廳，而且他們在儀式中獻肉

作為拜偶像的祭物，然後烤它，你進去吃神殿的肉，敬拜偶

像。 

你己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的主和救主，但是在長久吃這些拜偶

像的祭肉和異教的習慣中，你一直感到困難，因為長久下來吃

這些祭物好像在拜這些偶像，所以作為基督徒，你良心軟弱

了。不安它使你困擾。所以保羅說，“如今他們的意識受困

擾，他們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 

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喫也無損，吃也無

益。(哥林多前書 8:8) 

吃肉或不吃肉和我的靈性或我和神的關係完全一點也不相干。

更進一步說。 

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

石。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這人的良

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麼？(哥林多前書

8:9-10) 

我覺得有時喝一杯馬丁尼酒也沒有什麼錯。這只是一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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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確實感覺有錯。我在此事上良心有軟弱。但是假設說，

我喝了一杯酒，因為從口入的，不會污穢人，而是從口出來的

會污穢人。因此我感覺我能喝。不幸地許多出名的服事者也如

此認為，他們想他們有自由能喝。這樣說好了：若我是他們當

中的一個，如果我想喝的話，我感覺我有極大的自由能喝酒，

這裡有一個酒鬼接受了耶穌基督，才從他的酒癮中釋放出來，

他走進一家餐廳，而坐在酒吧台的正是我，恰克 史密斯。 

嗨，他是我的牧師。如果牧師能喝，我想我喝也沒有什麼關

係，然而他知道他錯，因為他知道他的問題，但是他不管喝

了，因為他看見我喝酒跟著我喝，卻使他的良心苦惱。我說，

“我屬靈的知識。”我說我有自由等等。實際上因為我運用我

的知識或自由，我成為毀壞這軟弱弟兄的器皿。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你們

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

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

了。(哥林多前書 8:11-13) 

那是愛，是行在愛中，愛能建造。知識卻自高自大。這是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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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情況。他們進入偶像神殿，在那裡他們買到好的價格和

好的烤肉，他們會說這些偶像沒什麼，我們能進去吃。所以他

們進去吃。但是軟弱的弟兄真的受此困擾，看見他們在偶像中

坐下吃肉，使他們困擾。但是他們想教會的執事，或長老，能

這麼做，我猜想，我也能這麼做。但是他們做不下去。 

你真的不能違背良心。我不管什麼人告訴你。對他而言這事是

錯的，對他就是錯的。你最好順從你的良心，因為如果你不順

服，你會處於麻煩之中。 

心理學家誤認為他們能改變人的良知。我不在談話中尋求改變

人們真心的良知。我有時知道這是他們自己的良知，或是某事

某人加在他們身上的。 如果這是他們的良知，雖然有些怪

異，我不會試著要他們在交談中說出來。我不會說，“嗨，那

是愚蠢的。”或“那是怪異的。”若一個人真的作某事，覺得

良心不安，他們最好就不要做，因為你若違背良心去作你會付

出代價。因此，我不應該，眩耀我的自由，使其他人也大膽做

相同的事。 

當他們做了，他們的良心受到困擾而遠離主，我真的就敗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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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比較軟弱的弟兄，因著我強調我在耶穌裏的自由。那不是行

在愛中。如保羅說的，愛是甚至不吃肉，如果這會使軟弱的弟

兄跌倒。 那麼，在愛中，我尋求不冒犯人。 

這個有個限制。有些人覺得在海邊沐浴是種冒犯。他們感覺到

海灘是一種罪。某些人在他的主觀意識裏對於海灘上有行行色

色的人，會使罪污染海灘而強烈地排斥那個地方，這不意味著

海灘會絆倒這些人，我們就不去海邊衝浪嗎，而是這些容易被

絆倒的人，應該不要到那种地方去。但是不要刻意地眩耀你的

自由，因為那不是行在愛中，對於眩耀你的自由此事必須謹

慎。 

保羅說，“你有自由，將它藏在心中。不要使它成為絆腳石，

要行在愛中。“有知識是好的，求知是好的，得以釋放也是

好，但是知識可能使你變得自高自大，我們應該尋求建造。愛

的建造。尋求在耶穌基督的愛裏彼此建造。 

父啊，我們請求你幫助我們能行在愛中，關心那些在信仰中比

較軟弱的人。我們祈求，主啊，彼此幫助，彼此建造。主啊，

幫助我們使你自己的話，能實際用於我們生活中。奉主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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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我們禱告，阿們！ 

願主與你同在，祝福你而且保守你在他的愛中，讓聖靈充滿

你，以他的話語來帶領你，堅固你與他的同行和他的相交。願

你這星期進入愛和擁有聖靈的能力做善工，知道我們都是耶穌

基督的僕人。願我們討衪歡喜來報答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