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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淫亂（林前 5:1-13） 

 

1. 對罪的姑息（5:1-2） 

5:1風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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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1『風聞』（actually reported） 

保羅應該是從革來氏家的人（1:11）或是三人代表團（16:17）得知此事，他並不是捕風

捉影或是人云亦云，顯然他們有確實的證據帶給保羅。「風聞」並不是翻譯的很好。應該

是「確實的報導」。我們在責備別人之前一定要把責備的內容搞清楚，如果責備錯了反而

造成裂痕。 

 

『繼母』（father's wife, 利 18:7-8） 

淫亂的事是什麼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可能這人的父親剛死。這是律法中明文禁止

的惡事。參利利利利 18:7-8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羞辱了你父親羞辱了你父親羞辱了你父親羞辱了你父親．．．．他是你的母親他是你的母親他是你的母親他是你的母親、、、、不可露他的不可露他的不可露他的不可露他的

下體下體下體下體。。。。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 

 
當時的哥林多是最著名的淫蕩之所，許多外邦人信主後仍受舊時風氣影響，周圍的環境處

處都是誘惑。但是這件醜聞甚至驚動外邦人，不論羅馬人或希臘人都禁戒這種事。這給基

督教留下了一個極壞的污點，成為外人攻擊的把柄。在今天教會裡面也是一樣，不可比外

邦人還糟糕。我們要謹慎我們的言行，不給魔鬼有攻擊的把柄。 

 

2『自高自大』（proud, arrogant, 4:6-7,18-19） 

我們很難想像他們的心態，面對這樣的惡行，他們還能自高自大。保羅一再警戒他們不可

自高自大，顯然這是他們很嚴重的缺點。參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4:6-7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我為你們的緣故我為你們的緣故我為你們的緣故、、、、拿這些拿這些拿這些拿這些

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事轉比自己和亞波羅．．．．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免得你們自高自大免得你們自高自大免得你們自高自大免得你們自高自大、、、、貴重這貴重這貴重這貴重這

個個個個、、、、輕看那個輕看那個輕看那個輕看那個。。。。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若是領受的若是領受的若是領受的、、、、為何自為何自為何自為何自

誇誇誇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彷彿不是領受的呢彷彿不是領受的呢彷彿不是領受的呢。。。。4:18-19有些人自高自大有些人自高自大有些人自高自大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以以以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為我不到你們那裡去。。。。然而主若許然而主若許然而主若許然而主若許

我我我我、、、、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我必快到你們那裡去．．．．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並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語、、、、乃是他乃是他乃是他乃是他

們的權能們的權能們的權能們的權能。。。。 

 

『哀痛』 

保羅所說的哀痛乃是用在親人過世的哀痛，我們對罪惡的態度也應該如此慎重。聖潔是無

限的美，罪惡是無限的可怕。面對無限的可怕怎麼能不慎重呢？ 

 

自高自大的結果就是看不起別人，包括使徒在內。他們認為自己知識豐富，不再需要別人

的教導，什麼事都可以自己判斷，自己作主。參 4:8你們已經飽足了你們已經飽足了你們已經飽足了你們已經飽足了！！！！已經豐富了已經豐富了已經豐富了已經豐富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自己就作王了自己就作王了自己就作王了自己就作王了！！！！他們認為自己可以處理收納繼母的事情，不需要使徒的教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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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聖經的教導。有可能是這人在教會中有影響力（小集團的領袖？富人？），將他趕

出教會可能會造成教會的分裂，也可能哥林多教會中根本就不認為這是什麼嚴重的事。 

 

不論是那一種情形，後果只有一個﹕降低了神的標準。一旦有了先例，遲早會發生骨牌效

應，道德標準越來越低，光和鹽的見證就失去了。最後教會就和社會沒有兩樣，人們無法

從教會裡面看到神的同在和榮耀。 

 

『趕出』（remove, put out） 

保羅要他們將這種人趕出教會。什麼叫做趕出教會呢？不讓他進大門？教會是神的代表，

接納所有的人，特別是不信的人。所謂趕出去是指在屬靈的事上與他隔絕。譬如不許他領

聖餐，不許他事奉，不和他有來往、交通、團契…也就是看他如外邦人。耶穌的教導﹕

太太太太 18: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指出他的錯指出他的錯指出他的錯

來來來來．．．． 他若聽你他若聽你他若聽你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他若不聽他若不聽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要憑兩三個要憑兩三個要憑兩三個

人的口作見證人的口作見證人的口作見證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句句都可定準句句都可定準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若是不聽他們若是不聽他們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就告訴教會就告訴教會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若是不聽教會若是不聽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就看他像就看他像就看他像

外邦人和稅吏一樣外邦人和稅吏一樣外邦人和稅吏一樣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保羅是根據什麼來責備哥林多教會？我們今天又是根據什麼來批評責備人？ 

哥林多教會包庇什麼人？他們的態度如何？ 

他們為什麼會自高自大？這樣做有什麼嚴重性？ 

我們今天對於罪惡的態度是怎樣？我們哀痛嗎？ 

對於犯罪的人教會應該怎樣處理？到什麼地步要趕出教會？ 
 

2. 使徒的管教（5:3-5）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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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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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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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親自判斷』 

保羅在前面曾教導他們不可論斷：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4:5所以時候未到所以時候未到所以時候未到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甚麼都不要論斷甚麼都不要論斷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只等主來只等主來只等主來、、、、

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顯明人心的意顯明人心的意顯明人心的意念念念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這時卻說他已

經親自判斷了這人（判斷=論斷）。為什麼呢？因為他是使徒，特別是外邦人的使徒。使

徒乃是奉主的差遣出去的，他們具有主所給的權柄，可以代表主行事。例如在前面他曾經

警告他們：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4:21你們願意怎麼樣呢你們願意怎麼樣呢你們願意怎麼樣呢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是願意我帶著刑杖到你們那裡去呢、、、、還是要我還是要我還是要我還是要我

存慈愛溫柔的心呢存慈愛溫柔的心呢存慈愛溫柔的心呢存慈愛溫柔的心呢。。。。因此他在這裡乃是使用這樣的權柄靠著主判斷行這事的人。另外一

個例子就是彼得的權柄。他曾經將一對夫妻刑罰而死—亞拿尼亞和妻子撒非喇的故事。彼

得乃是從聖靈的啟示知道他們的謊言。我們相信保羅也是透過聖靈執行這樣的判斷。 

 

4-5『交給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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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他如何將這樣的人交給撒但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本來就是

從撒但的權下被拯救出來的。參來來來來 2:14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

體體體體．．．．特要藉著死特要藉著死特要藉著死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我們得救以前乃是被他控制的。交給撒但

就是讓他再被撒但控制，如同一個被釋放的奴隸，再被鎖鏈拘禁起來。因著他和撒但的關

係，他的生活就與神失去了親密的連結，一切屬靈的恩典因此而中斷。好像一個瞎子重見

光明後眼睛又瞎了，雙重的痛苦。 

 

5『肉體…靈魂』（flesh, spirit） 

撒但如何敗壞他的肉體我們不確定，這肉體可以指身體—敗壞肉體就是讓他死去；也可以

指我們的邪情私慾—遭受苦難的磨練，使情慾被洗淨。但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保羅

的懲罰乃是出於愛心，他並不喜悅看見弟兄姐妹受罰。最終的目的是要他得救，在主耶穌

再來的時候可以站立得住。來來來來 10:39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靈乃是有信心以致靈乃是有信心以致靈乃是有信心以致靈

魂得救的人魂得救的人魂得救的人魂得救的人。。。。 
 

保羅前面不是教導信徒不要論斷嗎？為什麼現在他說已經判斷了犯罪的人？ 

交給撒但是什麼意思？有什麼後果？ 

什麼叫『敗壞他的肉體』？肉體是指什麼？敗壞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責備批評人的時候態度如何？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3. 無知的自誇（5:6-8） 

5:6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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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6『自誇』（boasting） 

他們可能認為這個人將來也許會改過自新，如果趕出教會，可能會使他自暴自棄，應該用

愛心包容他。基督教不是講究愛心嗎？我們這樣做豈不是很有愛心嗎？他們的自誇很可能

從此而來。 

 

6-7『麵酵，惡人』 

保羅在這裡引用舊約逾越節的規定來教導他們。他用酵來形容惡人，著重罪惡的傳染性。

我們就像一個麵團，一個人的惡行如果不對付，反而姑息，遲早會越來越惡劣，而且會影

響到別人。亞當一個人犯罪，結果是人人犯罪。我們本來就是罪的奴僕，肉體還在，非常

容易跌倒。我們得救之前沾染了許多壞習慣，這些惡習甚至在我們得救之後還跟著我們。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新的麵團，就要將這些舊酵除盡。如果我們不對付這些舊酵，靈命就

無法長進。就如我們中國人常說的『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全團』 

我們如果不能對付這些酵，容讓罪惡在教會中成長，結果就是全教會敗壞。保羅在加拉太

書裡也有同樣的教導﹕加加加加 5:9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那裡保羅警戒加拉太的弟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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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留心防備異端的教訓，這些教訓就如同惡人、惡習一樣會影響全教會。我們也要堅守聖

經的教訓，不給異端留任何地步。 

 

出埃及時過逾越節的規定—一是宰羔羊，二是吃無酵餅。出出出出 12:6要留到本月十四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在在在

黃昏的時候黃昏的時候黃昏的時候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12:18從正月十四日晚上從正月十四日晚上從正月十四日晚上從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

你們要喫無酵餅你們要喫無酵餅你們要喫無酵餅你們要喫無酵餅。。。。保羅的意思是說，如今羔羊已經宰了，為什麼酵還沒有除去呢？這樣

怎麼能算是守逾越節呢？ 

 

8『守節』 

保羅這裡不是說基督徒要守猶太人的逾越節—遵守律法的禮儀。原文沒有定冠詞，意思就

是要常常記念主的死如同逾越節的羔羊。如何記念？除去舊酵和惡毒、邪惡的酵。 

 

「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 

舊酵就是惡人，惡習；惡毒就是害人的念頭；邪惡就是不合真理的事情。這些都是從心裡

發出來的惡念，進而發展成惡行。我們的言行思想都要潔淨才配得上逾越節的羔羊基督。 

 

我們今天領聖餐也就是守屬靈的逾越節。聖餐的目的就是要記念主的犧牲。我們要常潔淨

自己如同新團。當時的信徒是每天守聖餐。徒徒徒徒 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且且且

在家中擘餅在家中擘餅在家中擘餅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存著歡喜存著歡喜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誠實的心用飯誠實的心用飯誠實的心用飯。。。。我們今天也應該每天記念主，不是只在聖餐的時

候而已。 

 

『誠實真正』（sincerity and truth） 

誠實—光明的，經得起考驗的；真理—正大的，公開的。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應該是光明

的，不怕別人挑剔的。我們每天的生活也應該是正大的，公開的，不是見不得人的。保羅

這裡不是責備那犯淫亂罪的人，他乃是責備那些包庇罪惡的人，特別是教會的領袖。今天

作為教會的牧人，要特別謹慎保守教會的潔淨。 

 

他們為什麼會自誇？他們自誇什麼？ 

保羅用什麼來形容教會？酵在這裡代表什麼？有什麼可怕？ 

保羅在這裡為什麼會提到守逾越節？目的何在？ 

我們今天要守逾越節嗎？要如何守？ 

新團和舊團的區別在哪裡？惡毒邪惡的酵和誠實真正的酵區別在哪裡？ 

我今天裡面有什麼舊酵嗎？我的生活是光明正大的嗎？ 
 

4. 內外的分別（5:9-13） 

5:9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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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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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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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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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9『先前寫信』 

有人認為林後 6:14-7:1就是這裡『先前之信』的一部分，後來抽出加插在林後的。因為這

一段經文，打斷了林後連貫的思路。林後這一段提到信徒與不信者相交所產生的問題。而

在林前 5:9，保羅寫「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使人很容易認為他

心中所想的是林後 6:14-18中保羅叫他們不可與不信的人相交。何況林後 6:13中「你們也

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與 7:2的「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成為一個巧妙的連接，

更証明林後 6:14-7:1是加插進去的。因此林後 6:14-7:1被認為就是林前 5:9所指的『先前

的信』，寫在哥林多前書之前。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6:14-18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不要同負一軛不要同負一軛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光明和光明和光明和黑黑黑黑

暗有甚麼相暗有甚麼相暗有甚麼相暗有甚麼相通通通通呢呢呢呢．．．．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和和和和彼彼彼彼列有甚麼相和呢列有甚麼相和呢列有甚麼相和呢列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干干干呢呢呢呢．．．．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

和和和和偶偶偶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像有甚麼相同呢像有甚麼相同呢像有甚麼相同呢．．．．因因因因為我們是為我們是為我們是為我們是永生永生永生永生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就就就就如如如如神神神神曾說曾說曾說曾說、、、、『『『『我要在他們中我要在他們中我要在他們中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間居住間居住間居住、、、、

在他們中在他們中在他們中在他們中間間間間來來來來往往往往．．．．我要作他們的神我要作他們的神我要作他們的神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他們要作我的他們要作我的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子民子民子民。。。。』』』』又說又說又說又說、、、、『『『『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務務務務要從他們中要從他們中要從他們中要從他們中

間間間間出來出來出來出來、、、、與他們與他們與他們與他們分別分別分別分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沾沾沾沾不不不不潔淨潔淨潔淨潔淨的的的的物物物物、、、、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收納收納收納收納你們你們你們你們。。。。我要作你們的父我要作你們的父我要作你們的父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你們要作你們要作你們要作

我的兒女我的兒女我的兒女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這是全能的主這是全能的主這是全能的主說說說說的的的的。。。。 

 

9-10『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associate）…世上一概行淫亂的…』 

這裡的相交乃是打成一片的意思，就是彼此來往交流，例如共同生活，工作玩耍，同出同

入，團契，交通，吃飯等。『世上一概行淫亂的』就是指在非信徒當中有這些行為的人，

特別在哥林多城當中，淫亂的事太普遍了。由於我們仍然生活在這世上，仍然在這個社會

國家之中，必須與許多非信徒交往，就難免會遇到這樣的人。而且若完全不相來往如何向

他們傳福音？ 

 

11『行淫亂，貪婪，拜偶像，辱罵，醉酒，勒索』 

那麼保羅說的『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是那些人呢？主要是指教會裡面的人。就是那些自

稱為是基督徒的人，他們口頭上說是相信基督，但是生活上卻是背道而馳。他們犯罪已經

是習以為常，不是偶然跌倒，如果是偶然被過犯所勝，就不應當那麼嚴厲的對待他們。參

加加加加 6:1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弟兄們、、、、若有人若有人若有人若有人偶偶偶偶然然然然被被被被過過過過犯犯犯犯所所所所勝勝勝勝、、、、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屬屬屬屬靈的人靈的人靈的人靈的人、、、、就就就就當當當當用溫柔的心用溫柔的心用溫柔的心用溫柔的心、、、、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挽回挽回挽回挽回過過過過

來來來來．．．．又當又當又當又當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小小小小心心心心、、、、恐怕恐怕恐怕恐怕也也也也被引誘被引誘被引誘被引誘。。。。 

 
淫亂—與配偶之外的人發生關係；貪婪—貪愛世界上的東西，損害別人，剝削別人；拜偶

像—任何在心裡取代神的人事物；勒索—極度的貪婪，甚至搶奪別人。這些人如果繼續留

在教會中，只會對教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12『審判』（論斷） 

教會有責任保持基督身體的潔淨，因此對於這些人教會必須加以處置。首先教會必須根據

事實來審斷他們。我們要小心，不可以個人的身份去論斷別人，我們不是使徒，沒有他們

的權柄和智慧。必須以教會的地位來處理，要公開並當面來審斷，而不是私下背後的論斷

毀謗。這種權柄屬於教會，不屬於任何個人，因此最好由兩個人以上一起出面同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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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必須經由教會的授權（長老會、執事會、同工會…）。在面談的時候必須根據聖經的

教導指出他的錯來，不可以純粹根據自己的喜好或意見來判斷。 

 

13『趕出教會』 

一旦審斷定案，就要將這種人趕出教會。前面已經提過趕出教會的意思不是不讓他進教會

的大門，乃是在屬靈的事上與他隔絕。有些教會有會籍的登記，犯罪情況嚴重的可以革除

會籍，而革除會籍的人就喪失了一切在教會裡面的權利和義務。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目的何

在？不是要和他永遠斷絕來往，而是要使他自覺羞愧，因而醒悟改正。參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14-15若若若若

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話話話、、、、要記下他要記下他要記下他要記下他、、、、不和他交不和他交不和他交不和他交往往往往、、、、叫他自叫他自叫他自叫他自覺覺覺覺羞羞羞羞愧愧愧愧。。。。但但但但不要以他為不要以他為不要以他為不要以他為仇仇仇仇

人人人人、、、、要要要要勸勸勸勸他他他他如如如如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先前的信是什麼？寫了些什麼？ 

相交是什麼意思？哪些人可以相交，哪些人不可以相交？為什麼？ 

是否教會裡面有人犯罪就要和他絕交？根據什麼來決定？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趕出教會？什麼情況下可以再度接納？ 

今天教會裡面如果有人（特別是領導階層的人）犯罪，我們應當如何處理？ 

我們是否還有許多舊的習慣使我們常常跌倒？ 

教會裡面是否有些舊的傳統、規條攔 阻了教會的發展？ 

我們什麼時候想到基督的愛和犧牲？我們如何記念祂？ 

當我們處理教會問題的時候，我們是根據傳統、領導、還是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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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風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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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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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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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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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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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 

5:9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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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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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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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NIV NASB 

5:1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that there is sexual immorality among 

you, and of a kind that does not occur even among pagans: A man 

has his father's wife. 

2 And you are proud! Shouldn't you rather have been filled with 

grief and have put out of your fellowship the man who did this?  

3 Even though I am not physically present, I am with you in spirit. 

And I have already passed judgment on the one who did this, just 

as if I were present.  

4 When you are assembled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and I am 

with you in spirit, and the power of our Lord Jesus is present,  

5 hand this man over to Satan, so that the sinful nature may be 

destroyed and his spirit saved on the day of the Lord. 

6 Your boasting is not good. Don't you know that a little yeast 

works through the whole batch of dough?  

7 Get rid of the old yeast that you may be a new batch without 

yeast--as you really are. For Christ, our Passover lamb, has been 

sacrificed.  

8 Therefore let us keep the Festival, not with the old yeast, the 

yeast of malice and wickedness, but with bread without yeast, the 

bread of sincerity and truth.  

9 I have written you in my letter not to associate with sexually 

immoral people--   

10 not at all meaning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who are immoral, or 

the greedy and swindlers, or idolaters. In that case you would have 

to leave this world.  

11 But now I am writing you that you must not associate with 

anyone who calls himself a brother but is sexually immoral or 

greedy, an idolater or a slanderer, a drunkard or a swindler. With 

such a man do not even eat.  

12 What business is it of mine to judge those outside the church? 

Are you not to judge those inside?  

13 God will judge those outside. "Expel the wicked man from 

among you." 

5:1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that there is immorality among you, and 

immorality of such a kind as does not exist even among the 

Gentiles, that someone has his father's wife.  

2 You have become arrogant and have not mourned instead, so that 

the one who had done this deed would be removed from your 

midst.  

3 For I, on my part, though absent in body but present in spirit, 

have already judged him who has so committed this, as though I 

were present.  

4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when you are assembled, and I 

with you in spirit, with the power of our Lord Jesus, 

5 I have decided to deliver such a one to Sata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his flesh, so that his spirit may be saved in the day of the Lord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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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ns the whole lump of dough?  

7 Clean out the old leaven so that you may be a new lump, just as 

you are in fact unleavened. For Christ our Passover also has been 

sacrificed.  

8 Therefore let us celebrate the feast, not with old leaven, nor with 

the leaven of malice and wickedness, but with the unleavened 

bread of sincerity and truth.  

9 I wrote you in my letter not to associate with immoral people;  

10 I did not at all mean with the immoral people of this world, or 

with the covetous and swindlers, or with idolaters, for then you 

would have to go out of the world.  

11 But actually, I wrote to you not to associate with any so-called 

brother if he is an immoral person, or covetous, or an idolater, or a 

reviler, or a drunkard, or a swindler -- not 

even to eat with such a one.  

12 For what have I to do with judging outsiders? Do you not judge 

those who are within the church?  

13 But those who are outside, God judges. "Remove the wicked 

man from among yoursel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