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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7:25-40 10/29/2018 

保羅在這一段談到單身或結婚的選擇, 特別強調這並不是從主領受的命令, 而是他自己的意見, 他從個人, 父母, 

還有寡婦的角度來安慰鼓勵單身的弟兄姊妹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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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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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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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聖經中清楚地知道婚姻是神所設立的, 創世紀 2:18“耶和華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

配偶幫助他。”2:23-24“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

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夫妻成為一體, 彼此幫助, 可以成就神更多更大

的事工. 

 但是在現實的環境裡, 總有人因種種原因遇不著合適的配偶, 神對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計劃, 單身並非在神的

計劃以外, 總要順服神的計劃, “守素安常”就是 “remain as he is”, 無論任何情況, 我們都能信靠神, 為

主作見證. 羅馬書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保羅在 27, 28 節談到婚姻, “有妻子纏著”, ”娶妻並不是犯罪”, ”出嫁也不是犯罪”, “肉身必受

苦難”, 語意好像有點負面, 可能是因為鼓勵單身基督徒, 希望他們能安於現狀, 不必羨慕結婚的人. 
討論問題: 

 你現在是未婚,已婚,失婚,或再婚? 願意分享一些正面的經驗和感想嗎? 

 每個人在婚姻上有不一樣的景況,是否和每個人有不同的原生家庭,不同的高矮胖瘦,不同的學歷,經歷,不同

的經濟能力,不同的健康狀況等等相似呢? 哪一項會影響我們的重生得救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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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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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 

32. 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 

33. 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 

34. 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慮，要身體、靈魂都聖潔；已經出嫁的，是

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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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減少了”就是主來的日子近了, 在主來的日子, 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沒有妻子, 

馬可福音 12:25 “人從死裡復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置買的, 要像無有所得, 彼得後書 3:12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

都要被烈火鎔化。”在今天的世界裡, 娶妻的, 哀哭的, 快樂的, 有財產的, 進入永恆的國度的時候, 和其他的人

將沒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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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娶妻的， 是為主的事掛慮， … 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慮.”, “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

想怎樣叫妻子喜悅。 … 已經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保羅從掛慮的角度來看成

家與否的差別, 單身的可以專心為主的事掛慮, 成家的, 不論男女難免會增加世上的掛慮, 保羅如此分析是為了

鼓勵單身的弟兄姊妹更加專心地服事主. 

討論問題: 

 保羅多方安慰鼓勵單身的弟兄姊妹們, 單身的弟兄姊妹, 你願意分想那些話對你最有幫助嗎? 

 “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 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

子喜悅。”娶了妻的會為家庭掛慮, 為妻子, 兒女盡責任, 要如何也為主的事掛慮, 也叫主喜悅?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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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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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這樣看來，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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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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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時的社會,父親可以決定女兒的婚姻.如果女兒到了適婚年齡, 可以隨父親的心意叫女兒出嫁或不嫁. 參

考創世紀 29:15-30 拉班如何將女兒利亞和拉結嫁給雅各的故事. 

 另有女兒不嫁的故事, 使徒行傳 21:8-9 “
8
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裡，來到該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

裡，和他同住。他是那七個執事裡的一個。9 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 

 父母視情況讓女兒成婚, 或留在家中不嫁, 保羅覺得兩者皆好. 

 丈夫活著的時候, 妻子當然應該與丈夫在一起, 丈夫死了之後, 妻子雖然可以再嫁, 只是要嫁給主內弟兄. 

參考路得紀, 路得守寡之後, 情願照顧婆婆拿俄米, 並信奉拿俄米的神,不回娘家,最終嫁給波阿斯, 成為大

衛王的曾祖母的故事. 

 保羅受聖靈感動, 覺得哥林多教會的寡婦守節不再嫁會更有福氣. 

討論問題: 

 在今天的社會裡, 父母對兒女的婚姻的態度應如何? 何時與如何把聖經對婚姻的教導曉諭兒女們? 

 教會要如何幫助鰥夫寡婦們? 教會要如何幫助單身和失婚的弟兄姊妹們? 

 

新譯本 ESV 

哥林多前書 7:25-40 

25 未婚、守獨身、守寡的問題關於守獨身的

女子，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蒙了主的

憐憫，成為可信靠的人，就把我的意見提出

來。  

26 為了目前的困難，我認為人最好能保持現

1 Corinthians 7:25-40 

25 Now concerning the betrothed, I have no 

command from the Lord, but I give my 

judgment as one who by the Lord's mercy 

is trustworthy.  

26 I think that in view of the present distres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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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27 你已經有了妻子嗎？就不要想擺脫。你還

沒有妻子嗎？就不要去找妻子。  

28 如果你娶妻子，這不是犯罪；如果處女出

嫁，也不是犯罪。不過，這樣的人要受肉體

上的苦難，我卻不願你們受這苦難。  

29 弟兄們，我是說時候不多了。從今以後，

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的，  

30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樂的要像不快樂

的，買了東西的要像一無所得的，  

31 享用世上百物的要像沒有享用的一樣，因

為這世上的情況都要過去。 

32 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子的人，掛

念的是主的事，想怎樣去得主喜悅；  

33 但娶了妻子的人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

樣去討妻子的歡心，  

34 這樣他就分心了。沒有結婚的婦女和守獨

身的女子，掛念的是主的事，好讓身體和心

靈都成為聖潔；但結了婚的婦女是為世上的

事掛慮，想怎樣去討丈夫的歡心。  

35 我說這話，是為了你們自己的益處；我不

是要限制你們，而是要你們作合宜的事，一

心一意地對主忠誠。 

36 如果有人認為是虧待了自己的女朋友，她

也過了結婚的年齡，而他覺得應當結婚，他

就可以照著自己的意思去作，這不是犯罪；

他們應該結婚。  

37 但如果他心裡堅決，沒有甚麼不得已的原

good for a person to remain as he is.  

27 Are you bound to a wife? Do not seek to be 

free. Are you free from a wife? Do not seek a 

wife.  

28 But if you do marry, you have not sinned, and 

if a betrothed woman marries, she has not 

sinned. Yet those who marry will have worldly 

troubles, and I would spare you that.  

29 This is what I mean, brothers: the appointed 

time has grown very short. From now on, let 

those who have wives live as though they had 

none,  

30 and those who mourn as though they were not 

mourning, and those who rejoice as though they 

were not rejoicing, and those who buy as 

though they had no goods,  

31 and those who deal with the world as though 

they had no dealings with it. For the present 

form of this world is passing away. 

32 I want you to be free from anxieties. The 

unmarried man is anxious about the things of 

the Lord, how to please the Lord.  

33 But the married man is anxious about worldly 

things, how to please his wife,  

34and his interests are divided. And the 

unmarried or betrothed woman is anxious 

about the things of the Lord, how to be holy in 

body and spirit. But the married wom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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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決心讓女朋友

持守獨身；這樣作也是好的。  

38 所以，那跟自己的女朋友結婚的，作得

好，那不結婚的，作得更好。（或譯：“ 

36 如果有人認為待自己的女兒不合適，她

也過了結婚的年齡，而且應當這樣行，他就

可以照著自己的意思去作，讓她們結婚，這

不是犯罪。 

37 但如果他心裡堅定，沒有甚麼不得已的

原因，又有權作主，決心留下自己的女兒，

這樣作也是好的。 

38 所以，那讓自己女兒出嫁的，作得好，

那不讓女兒出嫁的，作得更好。”） 

39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受約束的；丈夫

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給她願意嫁的

人，只是要嫁給主裡的人。  

40 然而照我的意見，倘若她能守節，就更有

福了。我想我這話也是 神的靈感動的。 

anxious about worldly things, how to please her 

husband.  

35 I say this for your own benefit, not to lay any 

restraint upon you, but to promote good order 

and to secure your undivided devotion to the 

Lord. 

36 If anyone thinks that he is not behaving 

properly toward his betrothed, if his passions 

are strong, and it has to be, let him do as he 

wishes: let them marry - it is no sin.  

37 But whoever is firmly established in his heart, 

being under no necessity but having his desire 

under control, and has determined this in his 

heart, to keep her as his betrothed, he will do 

well.  

38 So then he who marries his betrothed does 

well, and he who refrains from marriage will do 

even better. 

39 A wife is bound to her husband as long as he 

lives. But if her husband dies, she is free to be 

married to whom she wishes, only in the Lord.  

40 Yet in my judgment she is happier if she 

remains as she is. And I think that I too have 

the Spirit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