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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8

•信徒運用自由的原
則

6:18-20

•信徒的必須要保守
自己的身體聖潔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

論婚姻與守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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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論夫妻間的性關係與禁慾主意

7:8-9
•對沒有嫁娶的和寡婦的勸勉

7:10-11

•對已婚夫婦（皆為信徒）的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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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6
• 對已婚夫婦（配偶為非信徒者）的教導

7:17-24
• 繼續蒙召時的身份生活

7:25-38
• 有關守獨身的教導

7:39-40
• 對已婚妻子及寡婦的勸勉



7:1-7論夫妻間的性關係與禁慾主意

本章開始，保羅回答哥林多人給他的信中所提到的問題：嫁娶的事，祭
偶像之物的問題，聚會中的細節，屬靈恩賜的問題，復活的問題，捐錢
的事。

不過在主題的發展上，仍然和前面一氣相連。首先回答的嫁娶的事，與
本書第五章是前後相通的。

保羅在第五及六章剛處理完信徒婚外性行為的問題，這裡則處理信徒在
婚姻關係裡沒有正常性生活所產生的危機。第五及六章的淫亂問題，黑
白分明，沒有半點隱晦含糊的地方；第七章婚姻生活的問題，則涉及較
多灰色地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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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7:1 論到你們信上所題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新漢 7:1 *論到你們信上所寫的事，你們說：*「男人不親近女人倒是
好的。」
*7:1-14:40 第7–14章應該是保羅回答哥林多教會提出的問題。
*你們說或譯作「我認為」。
NLT: 7:1 Now regarding the questions you asked in your letter. Yes, it 

is good to live a celibate life. 

ESV 7:1 Now concerning the matters about which you wrote: “It is 

good for a man not to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a woman.”

原文直譯 7:1  關於你們(信上)所寫的事：「不去親近女人對男人是好
的」：
呂振中 7:1 論到你們信上所寫的問題，我以為男人與女人沒有性接觸
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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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原文是: ἅπτομαι ; Transliteration: haptomai ;  簡意是: 

1) 點亮, 燃亮
2) 緊密碰觸
2a) 觸摸, 握住
2b) 攀住 ( 約 20:17 )

2c) 觸摸表達祝福
2) 參與某事,有加入異教的含義. 與...有來往 ( 林後 6:17  西2:21 )

4) 親密接觸, 發生性關係 ( 林前 7:1 ) 

5) 意圖傷害的碰觸 ( 約壹 5:18 )

---------------------------------------------------------------------------------------

哥林多信徒的兩個現象：
• 對性關係的放縱
• 鼓吹禁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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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慾主義與禁慾主義，這兩種傾向主要來源於二
元論，即物質和精神，靈性與肉體是分離的。在

公元二世紀頗有影響力的異端諾斯底主義就採用
的二元論，諾斯底主義集合了神秘主義，希臘哲
學，注重神祕的靈性知識。在希臘哲學的影響下

，輕肉體重靈性，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
式：（1）縱慾主義，既然肉體是無足輕重的，
那麼只要關注靈性，肉體可以隨意享樂；（2）

禁慾主義，人的肉體與靈性不相關，是邪惡的，
因此要嚴格控制人肉體的慾望。



9

根據下文，”男人與女人沒有性接觸的好” 是指夫妻之間
的性生活。為何哥林多信徒會有這樣的思想呢？
• 這可能是與他們錯誤的屬靈觀所致，有些信徒為了保
持聖潔，追求更屬靈的生命，要過像天使般不嫁不
娶的生活，視性行為是不潔，甚至是罪，而停止與
配偶正常的性生活。﹔

• 有些信徒也可能以保羅獨身為榜樣，誤解保羅有關獨
身的信息（參7：6），實行禁慾主義，忽略甚至拒絕
滿足配偶的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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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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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7:2 不過，由於淫亂的事屢屢發生，*男人就應該各有自己的

妻子，女人也應該各有自己的丈夫。

*由於淫亂的事屢屢發生直譯作「由於淫亂〔的事〕」。「淫亂」一

詞在原文是複數的，指實際發生的個案，所以不是說「為了避免淫

亂的事」。

NLT 7:2 But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sexual immorality, each man 

should have his own wife, and each woman should have her own 

husband. 

現中 7:2 不過，既然有那麼多淫亂的事發生，每一個男人應該有自己

的妻子；每一個女人也應該有自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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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是夫妻發生性行為的委婉說法。保羅的意思不是指為了避免
淫亂的事，男人最好要結婚；而是指夫妻在婚姻裡應該保持良好
的性生活，否則很容易墮入姦淫的詩探。
參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Revised 及 David E. Gerland所著的 1 

Corithians,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T 都有類似的分析。
-------------------------------------------------------------------------------------------

而且 ‘有自己的妻子’ 是隱含著: ‘在婚姻裡’及’有性生活’ 的意思（5：
1及7：29）
因此保羅在7：3-4計續補充說明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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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這裡
顯示了7：
2，3及4節
的相互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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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7:3 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新漢 7:3 丈夫對妻子應該盡自己的本分，妻子對丈夫也應該這樣。
NLT 7:3 The husband should fulfill his wife’s sexual needs, and the wife 

should fulfill her husband’s needs.

合宜之分: 就是婚姻裡的性生活，夫妻都要盡上應盡的本分。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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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7:4 妻子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主權在丈夫；同樣，丈夫對自己的身
體也沒有主權，主權在妻子。
NLT 7:4 The wife gives authority over her body to her husband, and the 

husband gives authority over his body to his wife. 

參 ESV Study Bible: The emphasis here is on mutuality i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described in Eph. 5:22–23 and Col. 

3:18–19.

https://www.esv.org/Ephesians+5:22%E2%80%9323/
https://www.esv.org/Colossians+3:18%E2%80%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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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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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7:5 你們不要虧負*對方，*除非為了專心禱告，雙方同意，才可暫時分房；之後仍要同房，
免得撒但趁你們不能自制，引誘你們。
*虧負這詞也出現在6:7及6:8。這詞也可解作「欺騙」，是一個相當強的字眼，指用不合法的手段
奪去屬於他人的東西。
*你們不要虧負對方或譯作「你們作夫妻的不可虧負對方」。
NLT 7:5 Do not deprive each other of  sexual relations, unless you both agree to refrain from sexual 

intimacy for a limited time so you can give yourselves more completely to prayer. Afterward, you 

should come together again so that Satan won’t be able to tempt you because of  your lack of  self-

control. 

保羅指出在以下的情況下，夫妻間的性生活可暫時停止，旦之後仍是維持著: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for suspending sexual intercourse in marriage: (1)是暫時性的 temporary—for a 

time (or season)...then come together again, (2) 是雙方同意的 by mutual agreement, not unilaterally, and (3)是為
要專心禱告 for the purpose of  devoting yourselves to prayer (have time, leisure, for prayer). But even when the 

reasons are very spiritual, abstinence should not be carried too far, to the point where self-control begins to 

weaken and one is vulnerable to temptation to fornication. The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 1 

Corinth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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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7:6 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
新漢 7:6 我這樣說，是向你們讓步*，不是命令你們。
*讓步是原文的意思 (συγγνώμη ; Transliteration: syngnōmē) 顯然哥林多
信徒是在屬靈追求的名義下（這裏所說的「專心禱告」），要求不與配
偶有性生活，甚至離婚（見下文）。保羅作出讓步，只同意他們在「要
專心禱告」的情況下，才可不與配偶有性行為，而且還嚴加規範：必須
雙方同意，時間不能太長。
NLT 7:6 I say this as a concession, not as a command.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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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7:7 我願意人人都像我一樣；但各人從神領受各自的恩賜，有人是
這樣，有人是那樣。
NLT 7:7 But I wish everyone were single, just as I am. But God gives to 

some the gift of  marriage, and to others the gift of  sing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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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

保羅提出，在滿足上述條件(7:5)的前提下暫時婚
內禁慾只是一個特准。他不希望自己的意見被解
讀為一個命令。因為保羅針對婚姻本身提出這條
“特准”建議，並不符合創世記1章28節神在聖經

中賜給人類的第一道命令，也不符合保羅的猶太
背景。猶太文化提倡，除了沒有性能力的人，所
有男子都有責任結婚（Mishnah Niddah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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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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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的重點並不是要說明配偶要支體；乃
是夫妻之間為著夫婦之愛的緣故，願為對方的性需要去切想，從而
滿足對方的需要。這是夫妻間一個須要持續學習的功課，從而達到
更瞭解及明白自己的配偶。
這不單在夫妻間的性生活而言，而是應該對我們配偶的感受及其他
的需要有敏銳的感覺. 作為已婚的信徒，我們應時刻反省：
• 我們了解我們的配偶嗎？
• 我們願意為配偶讓步甚至犧牲我們看為好的嗎？
• 我們有沒有虧負我們的配偶呢？



7:8-9對沒有嫁娶的和寡婦的勸勉

和合本 7:8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若他們常像我就好。

新漢 7:8 對未婚的人和寡婦，我要說：他們能夠像我一樣保持獨身*倒是
好的。

*為使文意暢達，補上獨身。

NLT 7:8 So I say to those who aren’t married and to widows—it’s better to 

stay unmarried, just as I a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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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嫁娶的:可以說是包括所有單身人仕，但是按照上文下理來分析7

：1-5剛提到妻子與丈夫，隨後又在7：11 用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形
容已婚卻與配偶離異的女子，由此可見這詞不是指未結過婚的人，
加上下面又有對沒有結過婚和守童身的人的勸勉（7：25），因此，
沒有嫁娶的最有可能是指那些已喪妻的男士（鰥夫）。鰥夫又與緊
接的寡婦平衡，看來更為合理。{參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Revised 及何啟
明博士所著的：問題多多哥林多（七至十六章）}

他們常像我就好: 指回復單身較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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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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但他們若不能自制，就應當結婚；因為與其慾火焚身，倒不如結
婚好了。
NLT 7:9 But if  they can’t control themselves, they should go ahead 

and marry. It’s better to marry than to burn with lust. 

ESV 7:9 But if  they cannot exercise self-control, they should marry. 

For it is better to marry than to burn with passion.

禁止: 原文是: ἐγκρατεύομαι ; Transliteration: enkrateuomai簡意是: 

自制, 禁絕 ( to exercise self-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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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火: 原文是: πυρόω ; Transliteration: pyro ; 簡意是: 

1) 燃燒; 

1a)字意的
1b)喻意的
1b1)燃起同情,幫助,或憎恨之心 ( 林後 11:29 )

1b2)熊熊欲火 ( 林前 7:9 )

2) 使之極熱,使之發亮,熱透 ( 啟 1:15,3:18 )

保羅提到鰥夫和寡婦，若能像他一樣保持單身是最好的。但若他們
被情慾所困，就不如再婚. 當時哥林多時代的女子通常12歲就結婚，
因此成為寡婦的情況也很普遍。通常寡居一年內就會再嫁，可能與
當時婦女經濟難以獨立有關。
參提前5:14 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生養兒女、治理家務、不給
敵人辱罵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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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婚姻狀況，看林前7、8兩節，可以肯定保羅在寫此書信時是
處於獨身狀態，這也是會內很多人認為保羅終身獨身的重要經文依
據。
但是對於保羅在之前是否結過婚，雖然在聖經裡沒有明確記載，但
我們可以根據相關的經文來探討一下。因為如果保羅是一個未結過
婚的人，為何對婚姻及相關問題能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個人認為保
羅在之前曾經結過婚，主要根據是：（1）保羅信主前是一個嚴謹的
法利賽人（徒22:3，26:5），而且說他自己「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
無可指摘的。」（腓3:6）。這意味著他一定會尊重並嚴守傳統。而
按照猶太人的傳統，男性很少獨身不婚，因為婚姻是人最自然的狀
態因此保羅應該曾結過婚。（2）此外保羅自述曾在迫害基督徒的事
上「出名定案」（徒26:10），這個原文中有「投票」的含意，所以
他那時很可能是公會成員，而公會成員必須是結過婚的人。



7:10-11對已婚夫婦（皆為信徒）的提醒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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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7:10 對已婚的人*，我要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已婚的人：按下文第12節及下，這裏是專指夫婦兩人均是信主的。

NLT 7:10 But for those who are married, I have a command that comes 
not from me, but from the Lord. A wife must not leave her husban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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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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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漢 7:11 （如果離開了，她就不可再婚*；否則，就應當與丈夫
復合。）*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不可再婚即上文譯作「未婚的人」的那詞（8節）。第8節用的那
詞是陽性複數，這裏卻是陰性單數。
*如果……復合可能是哥林多教會現存的問題，所以保羅要加以補
充，故譯文加上括號。
NLT 7:11 But if  she does leave him, let her remain single or else be 

reconciled to him. And the husband must not leave his wife. 

ESV 7: 11 (but if  she does, she should remain unmarried or else be 

reconciled to her husband), and the husband should not divorce his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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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現狀的原則也適用於已婚信徒。保羅引用耶穌的教訓處理
信徒離異的問題，若不是因為淫亂，信徒夫婦不可離婚（參太5

：32、太19：1-12 及可10：1-12）。因此，保羅說這乃是主的分
咐。

• 離婚在昔日的羅馬社會實在是司空見慣，而且是甚簡單的。猶
太人的律法則有點不同，只有丈夫可以主動提出離婚，妻子卻
不能，只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請，向丈夫施壓力，讓她重獲自由；
或是像希羅時代的婦女常用的方法離家出走。保羅用’離開’ 

(7:10) 來描述妻子的行動；用’離棄’ (7:11) 來形容丈夫的行動，
主要是基於他的猶太人背景及對文化的敏銳觸角，但在律法及
實際層面上卻沒有太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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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反省:

• 你對離婚有什麼樣的看法，你覺得基督徒該離婚嗎？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你覺得可以離婚？

• 極具現實的問題：如果離婚的原因是涉及難以糾正
及解決的問題，如虐待配偶或子女、有問題的一方
多年來都沒有意欲改變，又是否可以離婚呢？離婚
後是否不可再婚呢？應如何應用保羅的教導。

• 你覺得現在基督徒婚姻中最主要的是哪些問題，請舉
例分享，我們該如何處理？

• 基督徒對於兒女要與非基督徒結婚時應如何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