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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第第第第 5555 章章章章    10/1/201810/1/201810/1/201810/1/2018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 5 5 5 5    
1.1.1.1. 風風風風聞聞聞聞在在在在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中中中中間間間間有有有有淫淫淫淫亂亂亂亂的的的的事事事事。。。。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淫淫淫淫亂亂亂亂連連連連外外外外邦邦邦邦人人人人中中中中也也也也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有有有有人人人人收收收收了了了了他他他他的的的的繼繼繼繼母母母母。。。。    

2.2.2.2.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還還還還是是是是自自自自高高高高自自自自大大大大，，，，並並並並不不不不哀哀哀哀痛痛痛痛，，，，把把把把行行行行這這這這事事事事的的的的人人人人從從從從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中中中中間間間間趕趕趕趕出出出出去去去去。。。。    

3.3.3.3. 我我我我身身身身子子子子雖雖雖雖不不不不在在在在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那那那那裡裡裡裡，，，，心心心心卻卻卻卻在在在在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那那那那裡裡裡裡，，，，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我我我我親親親親自自自自與與與與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同同同同在在在在，，，，已已已已經經經經判判判判斷斷斷斷了了了了行行行行這這這這事事事事的的的的人人人人。。。。    

4.4.4.4. 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聚聚聚聚會會會會的的的的時時時時候候候候，，，，我我我我的的的的心心心心也也也也同同同同在在在在。。。。奉奉奉奉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主主主主耶耶耶耶穌穌穌穌的的的的名名名名，，，，並並並並用用用用我我我我們們們們主主主主耶耶耶耶穌穌穌穌的的的的權權權權能能能能，，，，    

5.5.5.5. 要要要要把把把把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人人人人交交交交給給給給撒撒撒撒但但但但，，，，敗敗敗敗壞壞壞壞他他他他的的的的肉肉肉肉體體體體，，，，使使使使他他他他的的的的靈靈靈靈魂魂魂魂在在在在主主主主耶耶耶耶穌穌穌穌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得得得得救救救救。。。。     
• 哥林多城道德淪喪, 充滿了淫亂,不以為恥,甚至有哲學理論助長其風.在這樣的環境裡, 哥林多教會不能潔身自愛, 進而影響社會, 竟然受了淫亂的侵擾而又自高自大. 
• 歷代志上 5:1,” 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列列列列的的的的長長長長子子子子原原原原是是是是流流流流便便便便；；；；因因因因他他他他污污污污穢穢穢穢了了了了父父父父親親親親的的的的床床床床，，，，他他他他長長長長子子子子的的的的名名名名分分分分就就就就歸歸歸歸了了了了約約約約瑟瑟瑟瑟。。。。只只只只是是是是按按按按家家家家譜譜譜譜他他他他不不不不算算算算長長長長子子子子。。。。”.如此亂倫的事是神所譴責的. 
• 教會裡有人作了亂倫的事,敗壞的程度超過教會外的世界,教會不知警惕,把這個毒瘤除去,以免擴散,反而認為走在社會風氣的前端,或者自詡有包容的雅量,引以為傲.照神的教導, 應該為此披麻蒙灰, 痛心, 羞愧, 悔改認罪, 可是哥林多教會竟隨著社會潮流, 墮落至此, 怎不令保羅心焦如焚呢? 
• 保羅寫這信的時候,也許身在以弗所,但是心卻一直掛念著哥林多教會的景況,聽到哥林多教會的諸多問題,包括這裡提到的亂倫的事,就寫信勸誡他們,並奉主的名禱告,靠著神的權能,神的懲罰,使這犯罪的人受到教訓之後,幡然醒悟,最終可以得救.  討論問題: 
• 今天的世界,離開神的程度比當年的哥林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婚外情都稀鬆平常,甚至同性戀,性別自定等罪行還受到法律的保護,別人不得予以教導糾正.我們身處這個環境之中, 應如何教導我們的兒女? 如何把神的話放在他們的心中? 教會如何進入社會,影響社會? 
• 教會中如果有人陷在淫亂的罪中,我們應如何幫助他離棄罪惡? 若無法悔改, 我們應花多少人力,物力和時間來幫助? 如何不讓這樣的罪在教會擴散?是否該將他趕出教會?  

6.6.6.6.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這這這這自自自自誇誇誇誇是是是是不不不不好好好好的的的的。。。。豈豈豈豈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一一一一點點點點麵麵麵麵酵酵酵酵能能能能使使使使全全全全團團團團發發發發起起起起來來來來嗎嗎嗎嗎﹖﹖﹖﹖    

7.7.7.7.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既既既既是是是是無無無無酵酵酵酵的的的的麵麵麵麵，，，，應應應應當當當當把把把把舊舊舊舊酵酵酵酵除除除除淨淨淨淨，，，，好好好好使使使使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成成成成為為為為新新新新團團團團；；；；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我我我我們們們們逾逾逾逾越越越越節節節節的的的的羔羔羔羔羊羊羊羊基基基基督督督督已已已已經經經經被被被被

殺殺殺殺獻獻獻獻祭祭祭祭了了了了。。。。    

8.8.8.8. 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守守守守這這這這節節節節不不不不可可可可用用用用舊舊舊舊酵酵酵酵，，，，也也也也不不不不可可可可用用用用惡惡惡惡毒毒毒毒（（（（或或或或作作作作：：：：陰陰陰陰毒毒毒毒））））、、、、邪邪邪邪惡惡惡惡的的的的酵酵酵酵，，，，只只只只用用用用誠誠誠誠實實實實真真真真正正正正的的的的無無無無

酵酵酵酵餅餅餅餅。。。。     
• 第六節的自誇對應第二節的自高自大,教會面對世界的罪惡,首先應竭力保持本身的聖潔,對於軟弱的肢體要盡力規勸,使之歸正,對於不願悔改的,則只能按照紀律規範將其趕出教會,以免像麵酵使整個麵團發起來,影響到其他的弟兄姊妹. 
• 麵酵用來比喻”罪”,主耶穌基督以經死在十字架上,成為我們的贖罪祭,教會各肢體的罪都靠著耶穌的寶血得到潔淨,就像是個無酵的麵團,所以我們應該除去老我,使整個教會有從神來的新生命,成為一個無酵的新團. 
• 當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吃的是無酵餅,後來紀念逾越節吃無酵餅衍生為除去所有的罪,又不沾染世界上新的罪,過聖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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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8:6-7, “凡凡凡凡使使使使這這這這信信信信我我我我的的的的一一一一個個個個小小小小子子子子跌跌跌跌倒倒倒倒的的的的，，，，倒倒倒倒不不不不如如如如把把把把大大大大磨磨磨磨石石石石拴拴拴拴在在在在這這這這人人人人的的的的頸頸頸頸項項項項上上上上，，，，沉沉沉沉在在在在深深深深海海海海裡裡裡裡。。。。這這這這世世世世界界界界有有有有禍禍禍禍了了了了，，，，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將將將將人人人人絆絆絆絆倒倒倒倒；；；；絆絆絆絆倒倒倒倒人人人人的的的的事事事事是是是是免免免免不不不不了了了了的的的的，，，，但但但但那那那那絆絆絆絆倒倒倒倒人人人人的的的的有有有有禍禍禍禍了了了了！！！！”教會如果不聖潔,容許淫亂,自高自大,結黨紛爭等罪行存在,而絆倒了弟兄姊妹,這是主耶穌嚴詞譴責的.  討論問題: 
• 除了第二節的自高自大,在第四章保羅也三次提到自高自大,保羅在這裡直接指出這自誇是不好的,自誇就是驕傲,也就是自高自大.彼得前書 5:5, “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年年年年幼幼幼幼的的的的，，，，也也也也要要要要順順順順服服服服年年年年長長長長的的的的。。。。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你你你你們們們們眾眾眾眾人人人人也也也也都都都都要要要要以以以以謙謙謙謙卑卑卑卑束束束束腰腰腰腰，，，，彼彼彼彼此此此此順順順順服服服服；；；；因因因因為為為為神神神神阻阻阻阻擋擋擋擋驕驕驕驕傲傲傲傲的的的的人人人人，，，，賜賜賜賜恩恩恩恩給給給給謙謙謙謙卑卑卑卑的的的的人人人人。。。。”. 教會裡哪種人容易陷入自高自大? 老基督徒還是新基督徒? 服事多的還是服事少的? 有職分的還是沒有職分的? 若有人自高自大, 應如何自省, 要如何勸誡?教會須要紀律嗎? 
•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聖潔的,不容罪在裡面滋長. 出埃及紀 3:5, “神神神神說說說說：：：：不不不不要要要要近近近近前前前前來來來來。。。。當當當當把把把把你你你你腳腳腳腳上上上上的的的的鞋鞋鞋鞋脫脫脫脫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你你你你所所所所站站站站之之之之地地地地是是是是聖聖聖聖地地地地。”我們都是蒙神恩典重生得救的, 務必竭力除去個人的舊酵, 並合力阻擋邪惡的酵進入教會.若有自誇的, 淫亂的, 貪婪的, 勒索的或拜偶像的, 必要在它擴散之前去除乾淨. 如何除酵, 就在本章第 11節.  

9.9.9.9. 我我我我先先先先前前前前寫寫寫寫信信信信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說說說說，，，，不不不不可可可可與與與與淫淫淫淫亂亂亂亂的的的的人人人人相相相相交交交交。。。。    

10.10.10.10. 此此此此話話話話不不不不是是是是指指指指這這這這世世世世上上上上一一一一概概概概行行行行淫淫淫淫亂亂亂亂的的的的，，，，或或或或貪貪貪貪婪婪婪婪的的的的，，，，勒勒勒勒索索索索的的的的，，，，或或或或拜拜拜拜偶偶偶偶像像像像的的的的；；；；若若若若是是是是這這這這樣樣樣樣，，，，你你你你們們們們除除除除非非非非離離離離開開開開

世世世世界界界界方方方方可可可可。。。。    

11.11.11.11. 但但但但如如如如今今今今我我我我寫寫寫寫信信信信給給給給你你你你們們們們說說說說，，，，若若若若有有有有稱稱稱稱為為為為弟弟弟弟兄兄兄兄是是是是行行行行淫淫淫淫亂亂亂亂的的的的，，，，或或或或貪貪貪貪婪婪婪婪的的的的，，，，或或或或拜拜拜拜偶偶偶偶像像像像的的的的，，，，或或或或辱辱辱辱罵罵罵罵的的的的，，，，或或或或醉醉醉醉

酒酒酒酒的的的的，，，，或或或或勒勒勒勒索索索索的的的的，，，，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人人人人不不不不可可可可與與與與他他他他相相相相交交交交，，，，就就就就是是是是與與與與他他他他吃吃吃吃飯飯飯飯都都都都不不不不可可可可。。。。    

12.12.12.12.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審審審審判判判判教教教教外外外外的的的的人人人人與與與與我我我我何何何何干干干干﹖﹖﹖﹖教教教教內內內內的的的的人人人人豈豈豈豈不不不不是是是是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審審審審判判判判的的的的嗎嗎嗎嗎﹖﹖﹖﹖    

13.13.13.13. 至至至至於於於於外外外外人人人人有有有有神神神神審審審審判判判判他他他他們們們們。。。。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應應應應當當當當把把把把那那那那惡惡惡惡人人人人從從從從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中中中中間間間間趕趕趕趕出出出出去去去去。。。。     
• 保羅寫這封信以前,已經寫過另外一封信警告哥林多教會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但是教會外面行淫亂的, 或貪婪的, 勒索的, 或拜偶像的太多了, 有待我們傳福音給他們, 靠著福音的大能來幫助他們除去各樣的罪行. 
• 但是如果弟兄中有這些罪行的, 又不知悔改, 而繼續犯罪, 我們不可與他相交, 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以, 因為與他相交就是認同他的行為,與他吃飯就在他的罪上有分. 約翰二書 1:11,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問問問問他他他他安安安安的的的的，，，，就就就就在在在在他他他他的的的的惡惡惡惡行行行行上上上上有有有有分分分分。。。。”. 
• 羅馬書 6:1-2, “這這這這樣樣樣樣，，，，怎怎怎怎麼麼麼麼說說說說呢呢呢呢﹖﹖﹖﹖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可可可可以以以以仍仍仍仍在在在在罪罪罪罪中中中中、、、、叫叫叫叫恩恩恩恩典典典典顯顯顯顯多多多多嗎嗎嗎嗎﹖﹖﹖﹖斷斷斷斷乎乎乎乎不不不不可可可可！！！！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在在在在罪罪罪罪上上上上死死死死了了了了的的的的人人人人豈豈豈豈可可可可仍仍仍仍在在在在罪罪罪罪中中中中活活活活著著著著呢呢呢呢﹖﹖﹖﹖”. 教會外尚未得救的人, 是我們傳福音的對象, 他們如果拒絕主耶穌赦罪的寶血,他們的罪有神審判他們.教會內的弟兄姊妹不可在罪中活著, 為了神家中的聖潔, 不悔改的惡人必須被趕出教會.  討論問題: 
• 馬太福音 9:13, “經經經經上上上上說說說說：：：：我我我我喜喜喜喜愛愛愛愛憐憐憐憐恤恤恤恤，，，，不不不不喜喜喜喜愛愛愛愛祭祭祭祭祀祀祀祀。。。。這這這這句句句句話話話話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你你你你們們們們且且且且去去去去揣揣揣揣摩摩摩摩。。。。我我我我來來來來本本本本不不不不是是是是召召召召義義義義人人人人，，，，乃乃乃乃是是是是召召召召罪罪罪罪人人人人。。。。 ”. 主耶穌來到世上, 是為了召罪人悔改, 並獻上自己為贖罪祭. 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 若有軟弱跌倒, 靠著弟兄姊妹的提醒, 和神的憐憫, 只要悔改, 就得赦免. 若不悔改,教會應按照既定的紀律規範, 將惡人趕出教會. 

• 馬太福音 18:18, ”我我我我實實實實在在在在告告告告訴訴訴訴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凡凡凡凡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所所所所捆捆捆捆綁綁綁綁的的的的，，，，在在在在天天天天上上上上也也也也要要要要捆捆捆捆綁綁綁綁；；；；凡凡凡凡你你你你們們們們在在在在地地地地上上上上所所所所釋釋釋釋放放放放的的的的，，，，在在在在天天天天上上上上也也也也要要要要釋釋釋釋放放放放。。。。”. 我們要靠著主耶穌的權能, 在教會中施行愛和公義, 絕不讓罪污染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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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譯譯譯譯本本本本    ESV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前前前書書書書 5 5 5 5    1. 聽說你們中間竟然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在教外人中間都沒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繼母同居。 2. 你們還是自高自大！難道你們不該覺得痛心，把作這件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嗎？ 3. 我身體雖然不在你們那裡，心靈卻與你們在一起，好像我親身在那裡審判了作這件事的人， 4. 就是當你們奉我們主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我的靈在那裡，我們主耶穌的權能也同在的時候， 5.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敗壞他的身體，使他的靈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 6. 你們這樣自誇是不好的。你們不知道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麵發起來嗎？ 7.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就應當把舊酵除淨，好讓你們成為新的麵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羊羔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8.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又邪又惡的酵，而是要用純潔真實的無酵餅。 9. 我以前寫信告訴你們，不可與淫亂的人來往。 10. 這話當然不是指這世上行淫亂的、貪心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如果是這樣，你們就非脫離這世界不可。 11. 但現在我寫信告訴你們，如果有稱為弟兄，卻是行淫亂、貪心、拜偶像、辱罵人、醉酒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和他來往，連和他吃飯都不可。 12. 審判教外的人，跟我有甚麼關係？教內的人不是你們審判的嗎？ 13. 至於教外的人， 神會審判他們。你們要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1 Corinthians 5 

1.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that there is sexual immorality 

among you, and of a kind that is not tolerated even 

among pagans, for a man has his father's wife.  

2. And you are arrogant! Ought you not rather to 

mourn? Let him who has done this be removed from 

among you. 

3. For though absent in body, I am present in spirit; and 

as if present, I have already pronounced judgment on 

the one who did such a thing. 

4. When you are assembl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nd my spirit is present, with the power of our 

Lord Jesus,  

5. you are to deliver this man to Sata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lesh, so that his spirit may be 

saved in the day of the Lord. 

6. Your boasting is not good. Do you not know that a 

little leaven leavens the whole lump? 

7. Cleanse out the old leaven that you may be a new 

lump, as you really are unleavened. For Christ, our 

Passover lamb, has been sacrificed.  

8. Let us therefore celebrate the festival, not with the 

old leaven, the leaven of malice and evil, but with the 

unleavened bread of sincerity and truth. 

9. I wrote to you in my letter not to associate with 

sexually immoral people—  

10. not at all meaning the sexually immoral of this world, 

or the greedy and swindlers, or idolaters, since then 

you would need to go out of the world.  

11. But now I am writing to you not to associate with 

anyone who bears the name of brother if he is guilty 

of sexual immorality or greed, or is an idolater, 

reviler, drunkard, or swindler—not even to eat with 

such a one.  

12. For what have I to do with judging outsiders? Is it not 

those inside the church
[b]

 whom you are to judge? 

13. God judges
[c]

those outside. “Purge the evil person 

from among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