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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 
4. 道德伦理的混乱道德伦理的混乱道德伦理的混乱道德伦理的混乱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5:1-6:20) 
                              

     
一一一一、、、、 教会中淫乱的事教会中淫乱的事教会中淫乱的事教会中淫乱的事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5:1-13)  
 
(一一一一) 「「「「风闻风闻风闻风闻」」」」有淫乱的事有淫乱的事有淫乱的事有淫乱的事 
这里的「风闻」不是指传言或是谣言，乃是确实发生的事。在哥林多的教会中有淫乱的事发

生。不但教会中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发生，甚至在不信主的外邦人中，也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
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林前 5:1)  

 
希腊文「淫乱」这字乃是英文 (pornography) 色情刊物，色情画报的字源 。淫乱的人将来要被扔

进地狱的硫磺火湖里，这是严厉的警告。(启 21:8) 耶稣论奸淫时讲到连动淫念都不可以。(太 5:28) 
犯奸淫的人将要下地狱。(太 5:29) 乱伦比淫乱更加邪恶。罗马演说家西赛罗说，乱伦的事在罗马
社会中也是不多的。更何况旧约律法明文禁止此事。继母的身体就是父亲的身体，因为夫妇乃是
同一个身体，二人成为一体。(创 2:24)「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利 18:8) 
「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申 22:30) 「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
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申 27:20) 流便与他父亲雅各的妾辟拉行淫。(创 35:22) 在
神面前是犯了大罪，因此他失去了长子的身份与祝福。(创 49:4) 押沙龙听从亚希多弗的计谋，与
他父亲大卫的妃嫔亲近，这是让大卫最痛心的恶。(撒下 16:22) 押沙龙的结局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
杀死。(撒下 18:14) 我们不可与世界苟合行淫，因为神必要审判。(来 13:4) 淫行与拜偶像同罪。(结
23:49) 

 
(二二二二) 这些人不肯认罪这些人不肯认罪这些人不肯认罪这些人不肯认罪 
教会是圣洁的，不可发生如此的淫行。然而，哥林多的信徒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也不把

行这事的人从教会中赶出去。(林前 5:2) 行恶的人若悔改，神就赦免这人。(结 18:21-22) 行恶若不
悔改，大家都要灭亡。一个人犯罪会影响群体，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亚干贪财，违背神的命令，因
他一个人的罪，使以色列全族的人都受了亏损。以色列人在艾城被敌人打败，三十六人被杀。(书
7:1-26) 虽然教会只有这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但是若不除去罪的酵，神的教会就会受到亏损。(林
前 5:2) 

 
将恶人赶出去，就是不可与恶人相交，不可与他在主里面有团契。耶稣教导门徒说，若人犯罪

受警告后，仍不悔改，就要当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 18:15-17) 这就是赶出去的意思，要远
离这犯罪的人。当时可能有人认为神的恩典大就可以任意犯罪，这就是自高自大。因为保罗说：
「断乎不可。」(罗 6:15) 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题都不
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弗 5:3)又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
当远离他。」(帖后 3:6) 不要在人的过犯上有份，不要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是不要以他为
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帖后 3:14-15) 
 
(三三三三) 保罗判断这人保罗判断这人保罗判断这人保罗判断这人 
    保罗带着神给他的权柄，判断这人。(林前 5:3) 保罗虽然自己不在哥林多城，但是他赶紧告诉哥
林多的信徒，他们所作的是不对的。这些人听了保罗的话就应当立刻悔改，好让他们得福气。但
是他们听了以后若不肯悔改，那么神的审判就必定会临到。保罗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
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叫人悔改。(提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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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人交给撒但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人交给撒但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人交给撒但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人交给撒但 
保罗奉主耶稣的名，并用主耶稣的权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林前 5:4-5) 保罗的权柄是从耶

稣来的，因为保罗蒙主差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所作的事是基督借着他所作的，他借着言语作
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罗 15:18) 保罗不是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保罗乃是有能力赶出污鬼。(徒 19:15) 这行淫的人并不是保罗交给撒但唯一的人。保罗也将谤渎神
的许米乃和亚力山大交给撒但，使他们受责罚。(提前 1:20) 交给撒但乃是讲到不与这些人在主里
有团契，就等于将他赶出神国的保护区，进入撒但的势力范围。因为撒但的国度就是属这世界黑
暗的国度。 

 
这被赶出去的人，他的身体会被败坏。因着犯罪的缘故，身体一定会得病。现代的人随意滥

交，性病，爱滋病是犯罪所受到的刑罚。行淫乱的人，欲火攻心，「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
的报应。」(罗 1:26-27)  

 
这人若是真信主的，被教会赶出去后，他一定会懊悔承认自己有罪，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

候，他的灵魂还可以得救。(林前 5:5) 撒但虽然是那杀身体的，但是牠不能杀信徒的灵魂。(太
10:28) 有一些人故意犯罪，有一些甚至犯罪后，受到神的惩治，结果死亡就临到了。(林前 11:30) 
神惩罚信徒是为了信徒的好处，因此有人被主惩治之后，就生发懊悔的心，免得犯罪的信徒与世
人一同定罪。(林前 11:32)  

 
我们信主之后，不会失去救恩，不会失去永生，永远不会灭亡，因为没有人能将信徒从主耶稣

基督和父神的手中夺去。(约 10:28) 但是重点是，信主的人是主的羊，主的羊一定会听主的声音。
(约 10:27) 我们若不听主的声音，犯罪后仍然硬着心，不肯悔改，生命中完全不遵行圣经的指导，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主的羊。他们可能自以为得救了，但却没有得救的表现，这是自欺。人种甚
么，就收甚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惟有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收永生。(加 4:7-8) 
     
(五五五五) 信徒是圣洁的要远离罪恶信徒是圣洁的要远离罪恶信徒是圣洁的要远离罪恶信徒是圣洁的要远离罪恶 
一点面酵就能让全团发起来。(林前 5:6) 面酵在圣经中是隐喻一点小的败坏可以引发成为全面的

腐化。大部分的时候面酵是代表罪。(可 8:15) 唯有耶稣所讲面酵关乎天国的比喻是例外。(太
13:33) 一点小罪就能将一个人毁掉。这就是为何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众条。」(雅 2:10) 同样，亚当一个人犯罪，就让他所有的后裔都被玷污。(罗 5:15) 我
们应当小心，不可自以为义。唯有耶稣基督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彼前 1:19) 我们是因为祂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十字架得以向罪死，并向神活。(罗 6:11) 所以信徒不可容罪在我
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正如保罗所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
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
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 6:13-14) 

 
(六六六六) 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 
    逾越节的羔羊是豫表基督将为我们成了代罪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门徒第一次领受圣
餐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行的。在主耶稣受难之前，祂邀请门徒们一同吃逾越节的筵席。(路
22:15) 地点是在祂将要为世人的罪而被处死的耶路撒冷。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起，守逾越
节的习俗到那时已经有一千四百七十多年了。被杀的代罪羔羊是谁呢? 逾越节这被杀的献祭羔羊就
是基督。(林前 5:7) 

 
犹太人遵守神的吩咐守逾越节，预备无残疾的公羊羔，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出

12:5-8) 他们在房子里吃，羊羔的骨头不可折断。(出 12:46) 用牛膝草，蘸被杀羔羊的血，打在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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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门框上。(出 12:21-24) 吃的时候，束腰带，穿上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出 12:11) 守这记念
日作他们蒙拯救永远的定例。(出 12:14)这些都是豫表一千四百多年后，耶稣将成为神的羔羊，除
去世人的罪孽。(约 1:29) 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
开口。(赛 53:7) 逾越节的羊羔乃豫表基督： 

 
  1. 无残疾的的羊羔： 无罪的神的羔羊，人找不出他的罪来。(约 18:38) 
  2. 一岁的羊羔献祭：三十岁开始事奉，是祭司事奉的年龄。(民 4:3) 
  3. 公羊羔：豫表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太 3:17) 
  4. 用火烤：受火炼。(彼前 4:12，路 22:44，来 5；7) 
  5. 在房子里吃：信主的才有福领受。(林前 11:29) 
  6. 骨头不可折断：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约 19:33) 
  7. 用牛膝草蘸血：用牛膝草蘸醋。(约 19:29) 
  8. 拯救长子的性命：拯救我们的性命。(约 3:16) 
  9. 羊羔的血：基督的宝血。(彼前 1:19，20) 
10. 门楣和门框：十字架。(约 19:34) 
 
(七七七七) 不可与不洁的人相交不可与不洁的人相交不可与不洁的人相交不可与不洁的人相交 
保罗不是说信徒不可与还没信主的人有来往，如果是这样，我们怎能传福音给他们呢? 也唯有离

开世界才可能不与罪人接触，这不是基督的教导。基督告诉我们，祂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这
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世界。(约 15:19,17:15) 主要我们放心，因为祂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因此我
们在基督里，也可以胜过这世界从情欲来的败坏。 

 
保罗说，不可与犯罪的信徒来往。「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林前
5:11) 许多问题不在于这一段经文是否够清楚，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读经的人是否相信神的话立定在
天，永不改变。很多的基督徒跌倒就是因为不信不可与这些犯罪的基督徒来往。有些人自以为有
爱心跟犯罪的信徒来往没有关系。结果就给撒但留地步，最后自己也跌倒，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要遵行圣经的教导。 

 
(八八八八) 信徒分辨的能力与责任信徒分辨的能力与责任信徒分辨的能力与责任信徒分辨的能力与责任 
保罗告诉圣徒要审判教内的人，这并不是论断，乃是要凭着主给的权柄，用爱心说诚实话，为

了要让人悔改。但是不必审判教外的人，因为有神审判他们。我们一定要分别出这两者的区别。
我们劝勉信徒，他们会知道自己错了，可以认罪悔改。我们劝勉非信徒，他们没有圣灵在心中，
不但不肯悔改，甚至还会要报复，甚至杀害圣徒，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不懂得顺服的道
理。保罗很坚定的命令哥林多的信徒，应当把那恶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林前 5:13) 
 
二二二二、、、、 基督徒彼此相争的事基督徒彼此相争的事基督徒彼此相争的事基督徒彼此相争的事 (6:1-11) 
 
(一一一一) 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 
   新约告诉我们，信徒之间若有彼此相争的事，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靠着肉体这是不容易作
到的事，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顺服主的命令，要相信「伸冤在主，宁可让步」。 
 
(二二二二) 圣徒将要审判天使圣徒将要审判天使圣徒将要审判天使圣徒将要审判天使 
得胜的圣徒将来有极高的地位，因为圣徒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圣徒在基督耶稣再来时

要得到一个 属天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一千年。一千年后，圣徒在永恒里要与基督完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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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着属天的尊荣与权柄。将来圣徒要审判世界，不但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林前 6:2-3) 
在哥林多的教会中怎么可能没有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呢? 他们竟然敢在不信的人面前求审。保罗非
常直接的指责他们，目的是要信徒们知道羞耻。(林前 6:5) 
 
(三三三三) 情愿受欺情愿受欺情愿受欺情愿受欺 
除非有属天的看见，否则人就不可能愿意受欺，也不愿意吃亏。(林前 6:7) 在旧约圣经中，神很

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必然受到神的惩罚。(摩 4:1-3) 耶稣训勉人：「你
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
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
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 6:27-31) 使徒
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
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一
4:19-21) 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彼后 1:6) 若我们没有基督的心，就不可能作到爱人
如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 5:8) 
 
(四四四四)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当耶稣基督以神国的君王出现时，神的国就已临到世上。关乎我们

的需要，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太 6:33) 因为神乐意把祂的国赐给我们。(路 12:32) 保
罗告诉我们有哪些罪要提防的，免得我们与神的国无分。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
承受神的国么? 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
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林前 6:9-11) 所以我们得以
承受神的国是因为圣灵已经将我们洗净，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好象没有犯过罪一般。 
 
三三三三、、、、 基督徒与娼妓行淫的问题基督徒与娼妓行淫的问题基督徒与娼妓行淫的问题基督徒与娼妓行淫的问题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6:12-20) 
 
(一一一一) 凡事我都可行凡事我都可行凡事我都可行凡事我都可行 
保罗接着说到甚么是真正对我们有益处的。保罗引出身子的功能，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身

子不是为了淫乱，也不是为了自我享受，乃是为了荣耀神。这个身子虽然会朽坏，但是我们将来
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一个复活的身子。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
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
活。」(林前 6:12-14)  
 
(二二二二) 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 
圣经很清楚的指明二人成为一体是神的计划。不但讲到丈夫和妻子是神所配合的，二人成为一

体，不可有任何人介入。(弗 6:31) 二人成为一体更是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弗 6:32) 人不可与娼妓
联合，因为那就象征着信徒与世界联合。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么，我可以
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么，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么，因为
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 6:12-20)  
 
(三三三三) 信徒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信徒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信徒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信徒要在身子上荣耀神 
   信徒与世界联合就是属灵的淫乱。让我们来看圣经如何讲到神要审判淫乱： 
1.  十诫讲到不可奸淫十诫讲到不可奸淫十诫讲到不可奸淫十诫讲到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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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稣的标准更高耶稣的标准更高耶稣的标准更高耶稣的标准更高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
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
狱里。(太 5:27-29) 
3.  使徒讲到不可奸淫使徒讲到不可奸淫使徒讲到不可奸淫使徒讲到不可奸淫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偶像的
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徒
15:28-29) 
4.  奸淫的罪神必审判奸淫的罪神必审判奸淫的罪神必审判奸淫的罪神必审判 
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
的，就被蛇所灭。(林前 10:8-9) 
5.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来 13:4) 

6.  除了犯奸淫外除了犯奸淫外除了犯奸淫外除了犯奸淫外，，，，不可离婚不可离婚不可离婚不可离婚 
    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太 5:32) 
7.  耶稣再度宣告奸淫的罪耶稣再度宣告奸淫的罪耶稣再度宣告奸淫的罪耶稣再度宣告奸淫的罪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取那被休的妇人，也
是犯奸淫了。(太 19:9)   
8.  人人都要逃避淫行人人都要逃避淫行人人都要逃避淫行人人都要逃避淫行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甚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
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18-20) 
9.  任何人都不可毁坏神的殿任何人都不可毁坏神的殿任何人都不可毁坏神的殿任何人都不可毁坏神的殿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
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林前 3:16-17) 
10.  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犯罪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
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
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林
前 6:9-11) 
11.  犯罪的人要被扔在地狱火湖里犯罪的人要被扔在地狱火湖里犯罪的人要被扔在地狱火湖里犯罪的人要被扔在地狱火湖里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
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 21:8) 
12. 基督将要再来审判世人基督将要再来审判世人基督将要再来审判世人基督将要再来审判世人 
    基督徒相信基督耶稣有一天将要再回来，审判死人与活人。但日期和时间是无人能知道的。(约
14:3, 犹 14,15) 信主的人虽然死了将来都要以灵体复活，与神永远同在。 
13.  教会如何帮助犯罪的人悔改教会如何帮助犯罪的人悔改教会如何帮助犯罪的人悔改教会如何帮助犯罪的人悔改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
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林前 6:9-11) 
14.  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与圣徒相交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与圣徒相交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与圣徒相交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与圣徒相交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
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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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么，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
去。(林前 5:11-13) 
15.  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领圣餐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领圣餐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领圣餐犯罪的人若不悔改不可领圣餐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
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
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林前 11:28-32) 
16.  有一些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一些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一些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一些的罪是不至于死的罪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
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约一 5:16-17) 
17.  犯罪的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犯罪的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犯罪的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犯罪的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
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 5:14-15)  
18.  管教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回转管教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回转管教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回转管教的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回转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
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 5:19-20)  
19.  犯罪的人不可硬心犯罪的人不可硬心犯罪的人不可硬心犯罪的人不可硬心，，，，要受警戒要受警戒要受警戒要受警戒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
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
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
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
是可怕的。(来 10:26-31) 
20.  耶稣要犯罪的人悔改耶稣要犯罪的人悔改耶稣要犯罪的人悔改耶稣要犯罪的人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 13:5) 
21.  犯罪的人必须认罪才可得到赦免犯罪的人必须认罪才可得到赦免犯罪的人必须认罪才可得到赦免犯罪的人必须认罪才可得到赦免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
1:8-9) 
22.  犯罪的人要承认犯罪的人要承认犯罪的人要承认犯罪的人要承认「「「「得罪神得罪神得罪神得罪神」」」」的罪的罪的罪的罪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撒下 12:13) 
23.  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祢，在祢眼前行了这恶，以致祢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
时候，显为清正。(诗 51:4) 
24.  用温柔的心挽回犯罪的人用温柔的心挽回犯罪的人用温柔的心挽回犯罪的人用温柔的心挽回犯罪的人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

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 6:1) 
 
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神的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林前 6:19) 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

我们原是受了祂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弗 4:30) 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
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 14:7-8) 我们要知道圣灵是柔和的，祂不与人的
灵相争，免得人的灵发昏。(赛 57:16) 我们必须谦卑地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若我们没有一个顺服听
话的灵，我们就会销灭圣灵的感动。(帖前 5:19) 我们既然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
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加 5:25) 乃要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的能力，结出圣灵的果
子，荣耀神的名。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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