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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 婚姻的問題（7:1-24） 

1111．．．． 前前前前言言言言    

1) 本章特別提到有關男女結合的問題，可能針對當時教會一般錯誤的觀念，以為男女

的結合是不聖潔的事，所以有人主張守獨身。 

2) 另有人雖然結了婚，也信了主，卻以為夫婦分房會比較聖潔，因此在沒有什麼理由

下，夫婦分房。 

3) 還有一些信徒，因為信了主的緣故，不信的丈夫或妻子要求離開。他們不知是否應

該與不信的丈夫或妻子離開。 

4) 又有一些未婚的少女或寡婦，對於婚嫁問題感到徬徨，不知如何才對。 

5) 保羅再次針對哥林多人這些問題，按照真理，提供許多教導。  
2222．．．． 基基基基督督督督徒徒徒徒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應應應應當當當當結結結結婚婚婚婚（（（（7:17:17:17:1----7777））））    

a) 聖經從來沒有把男女正常的結合當作是不潔淨的事，或當作只是一種可以“通

融”的罪。相反的，聖經把男女正常的結合當作是有益的，應該的。所以，聖經

對婚姻的觀念和世上其它宗教的完全不同。世俗的異教對男女的結合，多少總以

為不如獨身聖潔，因此才有尼姑，和尚，神父，修女等守獨身的神職人員出現。

但事實上，婚姻是神所設立的，絕對神聖，男女藉著婚姻制度而結合，是神所喜

歡與悅納的。  
1) 獨身的好處（7:1） 

7:1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a) 按照猶太人的婉轉說法，【男不近女】是指男女的性行為。保羅說基督徒不要有

性行為，意思是對單身或未婚的說的。他並不是說，單身好，而結婚不好，或不

如單身。他只是說守獨身有好處。 

b)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表示保羅在此所說的話是答覆哥林多人寫給他信中的

問題。大概他們曾提到有關夫妻性生活的禁制問題。保羅首先表示，他認為男女

節制情慾，在原則上是好的。但男女嫁娶而過正常的同居生活，也是防止落入淫

亂的好辦法，所以下文接著就講到夫妻該怎麼樣同居的問題。  
2) 獨身的試探（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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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免淫亂，不能消極地禁制慾念，或勉強守獨身。所以除非有神特別的恩賜，

否則男女都應該結婚，並過著正常的夫妻 生活。按使徒保羅的意思，結婚可以

減少犯淫亂罪的機會。反之，不合理的禁慾，倒可能增加受試探的機會。【各有

自己的妻子、…..各有自己的丈夫】這句話含有夫妻應當正式結合，各自屬於配

偶。  
3) 夫妻同居的生活（7:3-5） 

7:3 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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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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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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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婚姻裡守獨身主義是錯誤的。這句話好像是一個明顯的真理，但對一些哥林多

信徒卻不是這麼明顯。因為他們對完全禁慾的屬靈觀念認識不清，就盲目地將之

應用在婚姻生活中。有些丈夫定意要將自己完全獻給神，就忽略了他們對妻子的

義務，尤其在性關係方面。有些妻子也是如此。這種情形特別發生在配偶不是信

徒的情形下。 

b) 但保羅在 10-17 節對所有婚姻下了命令，已婚的信徒不能拒絕與配偶有性行為，

無論對方是否是基督徒。 

c) 保羅吩咐【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沒有例外。神看

所有的婚姻是聖潔的，他也看所有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性行為不但是聖潔的，也是

合宜的，必須盡的義務。夫妻的性生活不單是一個特權和享受，而且也是一個義

務，使對方滿足。 

d) 這義務是相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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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義務是對等的，丈夫和妻子都有同樣的【權

柄】。神看重在婚姻中的性的慾望和表達。若違背神的心意就等於不尊重神。 

e)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是神的一個命令。在神的計劃中，婚姻是永久的，因此夫

妻之間的性關係也是永久的。唯一的例外是雙方同意【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

告】。就是當一方或雙方認為有必要暫時停止性關係，以便專注禱告（如同禁食

禱告）才行。至於暫停的長短和禱告的目的必須經過雙方的同意（【兩相情

願】）。 

f) 當這時期過後，仍要盡快地回到正常的關係（【仍要同房】）。原因是【免得撒

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情不自禁】的英文是“your lack of 

self-control”。當竭力的禱告過後，人一鬆懈，情慾與試探就回來了，那時是

人最不能控制自己的時候，就不能勝過撒旦的試探了。  
4) 獨身是一個恩賜（7:6-7） 

7:6 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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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concession）帶有讓步或遷就的意思。這字的原意是“有同樣的想法，

共同的意見，相同的了解“，而沒有勉強的意思。【我說這話】是指他剛剛說過

的話。他知道單身和獨身的好處，也明白婚姻的特權和義務。他說【不是命你

們】的意思是他不硬性規定基督徒都要結婚。他要說的是若你是單身的很好，但

若你是已婚的，繼續保持已婚，及維持正常的婚姻關係，因為這是神所賜的。單

身或已婚與一個人的屬靈光景沒有關聯。 

b) 一方面，保羅希望所有信徒都是單身的，【像他一樣】。他所考慮到的是他可以

毫無牽掛地，自由和獨立地事奉主。另一方面，他不期望所有基督徒都是未婚

的。他也不期待所有單身的能繼續保持單身。對所有已婚的，要像單身一樣過日

子，或想要成為單身，都是不對的。 

c) 雖然單身對未婚的基督徒有許多好處，但這是【神的恩賜】，祂不見得給每一個

人。正如濫用已有的恩賜是錯誤的，想用沒有的恩賜也是錯誤的。若一個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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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的恩賜，勉強去行反而帶來道德和屬靈的挫敗。但對有單身恩賜的信徒來

說，這是一個祝福。 

d) 每一個人有他自己從神來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我們的目標應

當是發現這些恩賜，並在事奉神上忠心地使用它們。也不要嫉妒或不屑別人有，

我們沒有的恩賜。  
3333．．．． 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婚婚婚婚姻姻姻姻指指指指南南南南（（（（7:87:87:87:8----16161616））））    

1) 對單身信徒的指導（7:8-9） 

7:8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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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8節中，保羅提到兩類單身的女子：【沒有嫁娶的】和【寡婦】。我們很確

定寡婦是死了丈夫的婦人。但【沒有嫁娶的】是從未結過婚的，或是結過婚，但

離了婚，目前是單身的。因為在 25-40中，保羅用 16節經文，專門論到【童身

的人】。因此，很明顯的，此處的【沒有嫁娶的】應當是指離了婚的單身女子。 

b) 保羅提到有些女子（或男子）在信主前就離了婚。他們想知道他們是否有權利可

以再婚。他的答案是【若他們常像我就好】。對【像我】這兩個字，也有兩種不

同的解釋。第一種說法是像保羅一樣獨身。但另有一種說法是保羅也是在信主前

離過婚，如今決定獨身事奉主。似乎第一種說法比較被多人接受。NIV 譯本是

“stay unmarried, as I am”。但 NASB 譯本是”remain even as I”。 

c) 寡婦雖然失去丈夫，但仍然可以事奉主。在路 2:21-38 記載了一個美麗的故事。

當女先知亞拿看到嬰孩耶穌時，就馬上認出彌賽亞來。她的丈夫在婚後七年就死

了。見耶穌時，她已經 84歲了，仍然忠心事奉主。 

d) 保羅接著說，若一個單身的信徒【自己禁止不住】，他就應當【嫁娶】。若這個

信徒沒有像保羅一樣有獨身的恩賜，【就可以嫁娶】。原因是若他【自己禁止不

住，與其慾火攻心】，還不如再婚吧。  
2) 對雙方都是信徒的婚姻指導（7:10-11）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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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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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保羅的指導中，可以看出這是針對基督徒夫妻所說的。下一段（12-16節）是

針對信徒與非信徒的夫妻。此處的教導是按照主在祂早期傳道所教導的真理（太

19:5-6）。耶穌在回答門徒的問題時說，神允許摩西准許離婚是因為以色列人的

硬心（太 19:7-8），而且只在其中一方犯了姦淫的前提之下（太 5:31-32）。神

藉著瑪拉基宣告，“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瑪

2:16）。 

b) 離婚與神為人預備的計劃是背道而馳的，而只在犯姦淫的情形下才被准許。這是

神恩慈的讓步，為的是在無可調解的不忠事件中保護無辜的一方。若犯罪的一方

悔改，關係仍然可以被恢復。 

c) 我們無法知道為什麼有些哥林多信徒要與妻子離婚。可能是認為他們可以因此過

一個更聖潔的生活。但無論什麼理由，他們都不應該離婚。【妻子不可離開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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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離開】和【離棄】就是指離婚的意思，而

這是神禁止的。 

d) 保羅不是在討論因姦淫引起的離婚，因為耶穌已經特別提供教導了（太 5:32; 

19:8-9）。他所指的是因其它的原因的離婚，即使是為屬靈的緣故。 

e) 有些哥林多信徒已經離了婚，或正在進行中。對這些人，保羅說，【若是離開

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若一對基督徒夫婦不是為了姦淫的理由離

了婚，兩個人都不可以再婚。。他們必須保持單身，或與配偶和好。在神的眼

中，他們的婚約從未破裂過。這不是一個輔導的建議，而是主的吩咐。  
3) 對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婚姻指導（7:12-14）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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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丈夫。 

7:14 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了聖

潔．〔丈夫原文作弟兄〕不然、你們的兒女就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 

a) 基於保羅在 6:15-20的教導，說信徒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並且是聖靈的殿，信

徒有未信配偶的就猶豫是否還需要維持他們的婚姻。這情況可以分成兩類：配偶

情願要留下一同生活，或配偶要離開。 

b) 耶穌對這問題沒有直接的教導，因此保羅說【不是主說】。但這並不是說，下面

的教導不是神的感動，而純碎是保羅自己的想法。只能說，神沒有啟示過任何這

方面的先例。但保羅現在按著神的心意，說出這問題的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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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夫妻，不需要擔心他們自己，他們的婚姻，或他們的兒女被

玷污了。恰恰相反，他們的兒女和不信的配偶藉著信主的配偶成了聖潔。 

d) 與不信的配偶同住，可能會使基督徒懊惱，不能同負一軛。但也不必分開，因為

一個信徒可以潔淨一個家庭。此處的【聖潔】不是指得了救，而是分別為聖。這

是婚姻方面和家庭方面的聖潔，而不是個人或屬靈的聖潔。在神的眼光中，當一

個家庭的丈夫，妻子，或任何其他家庭成員成為基督徒，神就將這家庭為祂自己

分別為聖。這家庭不都全是基督徒，但卻遠遠超越沒有基督徒的家庭。因為這個

基督徒的緣故，全家都蒙神的福。一個家庭中的基督徒使整個家庭蒙神的恩典。

神住在這基督徒裡面，使所有天上的祝福和恩典流到基督徒的生活中，並滿溢到

與他在一起的人。 

e) 雖然信徒的信心只能救他自己，不足以救別人，但他卻常常藉著他生活上的見證

帶領其他人也信主。 

f) 就如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所多瑪城裡連十個義人也沒有，以致被毀滅。表示

若能找到十個義人，所有人都不致被毀滅。神願意因為基督徒的緣故，赦免他們

周圍的邪惡的人。 

g) 基督徒不需要擔心兒女被不信的父或母玷污，以致不聖潔。【不然、你們的兒女

就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  
4) 對基督徒的未信配偶情願離開的教導（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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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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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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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個不信的配偶選擇離開，信主的配偶常常不能控制這件事。保羅說信徒應當

讓不信的配偶離開，甚至連勸都不要勸，【就由他離去罷】。當不信的配偶進行

離婚程序，基督徒配偶不要抗議。 

b) 【無論是弟兄、是姐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遇著這樣的事，都不

必拘束】的英文翻譯是“is not bound in such circumstances”，意思就是婚

約被解除。在神的眼中，婚姻之約束可以被解除，只在三種情況下：死亡（羅

7:2），一方犯姦淫(太 19:9)，或不信的一方要求離婚。當婚約在任何這三種情

況下被打破，一個基督徒可以自由再婚。 

c)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與其為不願離婚而吵架，心裡失去平安，不如和

和平平地分手。若不信的一方已經提出離婚，就讓他走吧。這不是一個允許，而

是一個命令。 

d) 一個信徒不能確定他可以救不信的配偶。無論他的動機和盼望如何，使那不信的

配偶信主是非常困難的。但若勉強將他的配偶留下來，那不信的配偶信主的可能

性更低。  
4444．．．． 安安安安守守守守原原原原來來來來的的的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7:177:177:177:17----24242424））））    

1) 安守本位的原則（7:17）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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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基督來到世上，不是來改變這個社會，而是來改變人心的。耶穌告訴彼拉多，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

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 18:36）。基督的使命是“人子來、為

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這也是教會的使命。當基督教變成與社會

運動息息相關，就淪落在失去福音信息的危險中。因為福音的主要目的是改變

人，不是改變社會。它的焦點是在於內在的變化，而不是外在的。我們必須安於

神將我們放在哪裡，接受【主所分給各人的】，而且【在神所召個人的】忠心而

行。當然，保羅不是告訴信徒安心留在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職業裡。而是信徒應該

滿足於他們信主時的社會狀況和處境。 

b) 【所召的】是指得救的時候。  
2) 安守本位的例子之一 - 割禮（7:18-19）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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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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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一個安守本位的例子是受割禮，就是猶太人與外邦人之分。若信主時是受了割

禮的，就不要變成沒有受割禮的。意思就是說當一個猶太人信了主，他不需要嘗

試變成一個外邦人。可能當時有些猶太人信了主後，就想成為外邦人，表明他們

與猶太教決裂的決心。當然，在身體上要除去所受的割禮不是這麼容易的。可能

有些猶太信徒信主後，盡量在外表上要表現出外邦人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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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實，神不注重表面的變化，只注重內心的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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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徒而言，受不受割禮沒有

任何屬靈的重要性或價值。對神而言，最重要的和最有價值的是遵行神的命令。

順服神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這卻是基督徒不可缺少的標誌之一。  
3) 安守本位的例子之二 - 奴僕（7:20-24） 

7:20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 

7:21 你是作奴隸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7:22 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

僕。 

7:23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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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保羅第二次表示滿足地守住蒙召時的身份的原則；無論是種族方面或社會地位。

基督徒該注目在屬靈的事情。 

b) 此處的例子是有關奴隸。保羅的重點不是贊成奴隸制度，或表明奴隸的生活與自

由人是一樣的。他所要表明的是若一個基督徒是一個奴隸，他仍然可以過一個基

督化的生活。他仍然可以順服和事奉基督，如同一個自由人一樣。 

c) 在羅馬帝國中，約一半的人是奴隸。與歷史上其它時期不同的是，當時的奴隸常

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技巧，有高文化水平的。許多生活很舒服，也受人尊

敬。然而，其他的奴隸生活在貧窮和卑賤中，受主人嚴酷和無憐憫的對待。 

d) 對保羅而言，他並不將他們區分出來。任何奴隸，在任何環境之下，可以保持在

現狀下。只有罪才能攔阻人順服神，事奉神；環境不能影響順服和事奉。因此，

如果一個奴隸活在艱難，不舒暢，和受約束的環境下，他【不要因此憂慮】，只

要繼續對主忠心就可以了。 

e) 即使在確定這個原則後，保羅清楚地表示他不認為身為奴隸是一件好事。【若能

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為畢竟身體自由比為奴好，況且，就算一個基督徒

繼續為奴也不見得比別人更屬靈。 

f) 雖然福音沒有贊同藉著社會革命來推翻奴隸制度，在歷史上，福音使許多人在肉

身（不單單靈魂）得以自由，比任何人的哲學，運動，或政治系統更有效。很不

幸的，過去有些基督徒支持並辯解奴隸制度的合法性。但聖經並沒有如此說。在

基督徒忠心於神的話語的地方，奴隸制度就不能興盛。 

g) 即使一個基督徒肉身是奴隸，他卻是【主所釋放的人】，不再受罪捆綁。而一個

基督徒即使是肉身自由的，他永遠是【基督的奴僕】。 

h) 保羅的結論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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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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