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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惩戒

在林前一到四章、五到六章之间的关联，
保罗是在对付教会中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权柄的危机和福音的危机。

在教会中有 些受到假教师煽动的信徒 也就是那些自高自大者在教会中有一些受到假教师煽动的信徒，也就是那些自高自大者，

他们以假的智慧也就是属世的智慧来处理教会乱伦和诉讼的问题，

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的主要的关键；
这样的处理，就带领教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如果顺从这样的权柄，福音就要与世界妥协了，

所以保罗在对付这个教会中的双重危机：就是权柄的危机，

领袖、工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那么带领的信徒也一样会走错路

如果顺从这样的权柄 福音的危机就产生如果顺从这样的权柄，福音的危机就产生，

也就是用世界的方式来处理教会的问题，那福音就要与世界妥协

在第五章就是教会惩戒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教会很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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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章就 教会惩戒的问题，这 问题 教会 处理 ，
也是牧者觉得非常棘手的，甚至于出问题的就是牧者或者是同工。

保罗所面对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就是有淫乱的事发生…
五1「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五1「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个「风闻」其实它的意思是确实听到，
因为如果真的只是风闻的话，那么就有不确定的情况、可能性，

但既然已经清楚地写在信上，所以风闻其实就是有把握而且是实际的状况：

有一些人他们以自高自大的态度在纵容罪恶，有人犯了淫乱、有人乱伦，
但是治理者并不哀痛 对于罪失去了敏感度但是治理者并不哀痛，对于罪失去了敏感度，

或者他们误解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认为凡事都可行，

或者说他们以为包庇就是爱，这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保罗甚至说在教会里发生的事，在外邦人中也没有，
那真是兹事体大，真的是辱没了神的名。

2-3「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
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保罗是建立教会者 从神领受使徒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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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建立教会者，从神领受使徒的职分，
所以有权柄可以来处理，虽然他人不在他们当中。

其实在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罪的一些状态…
创四7「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门前创四7「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这是该隐跟亚伯，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
诗四十12「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罪会追赶的形容。
箴五22「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
来三13「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来三13「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罗七11「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罪会趁着机会、

罪伏在门前、罪会埋伏、罪会趁着机会、罪会追赶、罪会缠绕、罪会迷惑，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像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写罪的非常可怕的动作。

你 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 切 为 生的 效 由心发出箴四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林前十12「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反而用这个定罪 论断的指头指向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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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反而用这个定罪、论断的指头指向别人，
并且也自以为的有爱心，甚至于包庇，甚至于看见了罪却不处理。



3-4看到为父的心肠，牧人以为父的心肠为教会得罪神而心中哀痛，他有爱

但是不纵容罪 他用神所赋予的权柄来惩治罪 但惩治 永远是以挽回为目的但是不纵容罪，他用神所赋予的权柄来惩治罪。但惩治，永远是以挽回为目的，

所以惩治只是手段。读先知书就会看到罪、罚、恩的次序：以色列人得罪神，
神就责罚他们，但是责罚永远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挽回才是目的。

所以罪、罚、恩，这就是神对祂儿女的爱，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不是说

我们有自由了，无所谓，反正天父是慈爱的，像这样的以为其实是错误的。

保罗他心痛 他哀伤 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教会不惩治呢？保罗他心痛、他哀伤，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教会不惩治呢？
教会里出了这些事情，已经是羞辱神的名了，人还自以为自己有爱心、不处理。

今天教会是不是比第一世纪的教会更圣洁呢？基本上应该不是，今天教会是不是比第 世纪的教会更圣洁呢？基本上应该不是，
在初代教会我们会看到在徒五1-11 亚拿尼亚跟撒非喇的事件，

当这一对夫妻他们在欺哄圣灵，让我们可以看到

初代教会竟然有逼人致死的圣洁。
今天的教会，我们说不会比以前初代的教会更圣洁，

但是我们却还没有听到像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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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却还没有听到像这样的事情，

只能说主的怜悯、主的恩典，真是十分的丰盛。

保罗带出牧者的心肠，他有权柄，他要来处理，
4「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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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看到这个罪、罚、恩，
这个责罚、这个惩治，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

让他的灵魂得救 或者将他挽回 这才是目的让他的灵魂得救、或者将他挽回，这才是目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惩戒的方法了，就是交给撒但。
么是「交给撒但」呢？意思就是赶出教会、回到世界，回到撒但掌权的地方。

「交给撒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赶出教会，
他就离开了神的同在、圣灵运行、肢体相顾的范围，

回到了撒但掌权、诱惑、苦害的范围，以至于他可能生病，

甚至死亡或者遭受到某种的攻击，就是身体遭受苦难。

但是他后来却悔改了 他知道得罪神了 得罪人了 得罪自己的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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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后来却悔改了，他知道得罪神了，得罪人了，得罪自己的身子，
他悔改了，以至于灵魂得救。所以这个交给撒但就是让他遭受到苦难。

另外一个解释，我们可以说交给撒但，就是败坏他的肉体，
也就是罪性的诠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罪性的诠释的这样的 个情况，
不必指成是撒但直接的作用，或者让他生病、死亡或者遭受了某种攻击

而是说，他被赶出教会这件事的本身，就带来了把罪的肉体作用治死的功效，

以至于他就能再回到教会中

这个败坏肉体就是败坏罪掌权的权势。

他被教会惩戒然后赶出教会 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震撼他被教会惩戒然后赶出教会，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震撼—
可能他以为说教会就是爱，就是包容他、包庇他，

现在发现不是如此啊，教会开始有惩戒的行动出来了，现在发现不是如此啊，教会开始有惩戒的行动出来了，

对他产生的震撼，同时也让他知道得罪神，至于他悔改。

就是赶出教会这件事的本身，就带出了他的一个悔改的心，
以至于不是还要到后来死亡、生病或者遇到攻击，

他其实是赶出教会这个惩戒临到的时候，他就悔改了，以至于他能够再回到教会中，

所以我们会看到惩戒的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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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会看到惩戒的这个方式，
「交给撒但」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不要轻慢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不能够轻慢的，
不要以为仗势着神是爱 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胡乱的作为不要以为仗势着神是爱，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胡乱的作为。

加五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就不要再回到律法的辖制当中，因为不是在活在律法之下、是活在恩典之下。

但是也不是放纵，滥用自由，加五1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所以基督徒自由的特征是在爱里的互相的服事 而且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所以基督徒自由的特征是在爱里的互相的服事，而且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火车是在轨道上最自由，基督徒在爱神爱人的轨道上，行事为人可以得着最大的恩典、

得着释放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滥用自由，无所谓或者觉得没有关系，得着释放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滥用自由，无所谓或者觉得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要去试探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甚至于有牧者、或者是同工在情欲上跌倒，这些事情都是羞辱主的名，
都让教会或者是信徒知道十分的痛苦、受到打击。

求主怜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也都需要求主常常的扶持我们，

我们也要紧紧地抓住神 我们也要紧紧地跟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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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紧紧地抓住神，我们也要紧紧地跟随主，

否则的话，就会有一些危机的发生。



现在也有一些机构，是专门处理教会里面所发生关于情欲的犯罪、
牧者同工的犯罪的事情 由一些基督徒的专业的人士牧者同工的犯罪的事情，由 些基督徒的专业的人士，

可能是律师、心理师、各样专业的人士，组成的机构，

可以介入、提供一些建议，来帮助教会知道该如何的处理。

但是终究来讲，都求主怜悯，在末后的世代，我们也要常为牧者来祷告，
因为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牧人如果跌倒所带来的伤害的确是非常大，求主怜悯。

所以我们不是以外面的这个教会的工作做得多大 或者说有多少人来看所以我们不是以外面的这个教会的工作做得多大，或者说有多少人来看，

重点还是服事的人，这个人对了，这个工作才会对；

这个人不对，可能我们破坏的比建造的还要来得快呢！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服事者需要被提醒的，
在神学院的老师们也是常常会提醒学生、将来的准传道人，

不论在情欲的试探、权利的试探、或者财务的试探上，
都要特别的小心。

这些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的确 我们会看见在这些事上跌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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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因为的确，我们会看见在这些事上跌倒的，

是有的，求主怜悯、求主坚固、求主保守祂的教会。

6-13要把旧酵要除净，好让成为新团…
6 8「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6-8「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 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

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我们是一个被主更新成为新人，有了新生命的神的儿女，但是仍然还要去旧而更新，
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要把旧酵除净，意思就是先得着神的恩典领受了主的怜悯，

然后才能够带来在主观上 在我们个人的行为举止上 心灵的然后才能够带来在主观上、在我们个人的行为举止上、心灵的、

一些心思意念行为上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

保罗神学讲到已然跟未然，已然就是已经成就的。神在我们这一个接受祂救恩的人身上保罗神学讲到已然跟未然，已然就是已经成就的。神在我们这 个接受祂救恩的人身上

已经成就的事。未然就是还未成就，但是呢，我们却需要等候，在等候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有行动，意思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有成圣的地位、更需要有成圣的生活。

成圣的地位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用行为来换的，
林前一2「在基督里成圣了，蒙召作圣徒」，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乃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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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福音其实就是这么清楚，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主为我做成了什么。

所以我们有成圣的地位、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
但是我们还要追求成圣的生活 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但是我们还要追求成圣的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西三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已经死了，我们已经
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是不是一切都完全了呢？
在客观的真理上是如此，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但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却依然要靠主、要依靠圣灵来过得胜的生活

西三5「所以 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西三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地上的肢体他没有说手啊、眼啊、脚啊，没有，他说什么：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为身上的肢体就是会去犯这些罪，所以他说：

「地上的肢体」，他用了所犯的罪来代替身上的肢体。

所以成圣是我们有成圣的地位，我们要治死我们的旧人，
我们要治死这个在地上还是会犯罪的肢体，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身里，

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 罪恶的大环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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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罪恶的大环境当中，

所以基督徒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五6-8我们已经是无酵的面了，那因此就好像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
但是他提醒说你应当把旧酵除净 意思就是无酵的面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给我们的但是他提醒说你应当把旧酵除净，意思就是无酵的面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给我们的，

旧酵除净是把客观的真理带进主观的生命的改变当中。

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再是像那个属灵的婴孩，长不大，
然后所做的跟不信的、跟世人的样子没有差别，

甚至于还得寸进尺，甚至于所犯的罪，连外邦人都没有；

保罗特别的来提醒他们 特别的要他们接受这样的劝诫保罗特别的来提醒他们，特别的要他们接受这样的劝诫，
这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自己必须要谨慎的，

刚刚我们说过保守我们的心，一切人生的果效，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教会有这些事，我们的确是要来很谨慎的来处理，
保罗在这里他是在书信当中公开说的，为什么？

因为虽然是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宣告，或者说他已经说明了，

但这件事情因为在教会里面是众所皆知的，

它已经影响到众人了 所以就属于众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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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经影响到众人了，所以就属于众人之事，

所以保罗就在书信里面公开的来做处理，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私下进行的。



但是一般来讲，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基本上还是低调，
我们还是少数人私下的进行 用很清楚的 或者是用马太福音的步骤：我们还是少数人私下的进行，用很清楚的，或者是用马太福音的步骤：

出了事情要怎么样的去谈，怎么样的帮助人能够悔改，指出他的错，

这些其实都有一个步骤。

但是如果能够先在还不是全教会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有事情发生了，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私下的进行，但是如果不悔改，

我们就可以有后续的 公开的处理我们就可以有后续的、公开的处理。

但是还是要注意，惩戒仍然是以医治为目的的，不是以审判定罪为目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不管教会做如何的处理，仍然是希望以挽回为目的，以医治为目的，

而不是把他逼到墙角 而不是以审判 以定罪为目的而不是把他逼到墙角，而不是以审判、以定罪为目的，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人悔改，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人回到主的面前，
这件事情，是需要用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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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是需要用很多的努力，

或者是在上帝面前祷告、流泪、爱心的挽回，这些都很重要。

在面对教会内部伦理道德方面的罪，或 9-13淫乱、贪婪、勒索、辱骂、醉酒、拜偶像，

这些，牧者同工要审慎的处理，如果不悔改，就是要把他赶出教会，这些，牧者同工要审慎的处理，如果不悔改，就是要把他赶出教会，
就是前面所讲淫乱那样的事情，或者 11「若有称为弟兄的也是不悔改」，

有许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教会都需要审慎的处理。

五9「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保罗曾经给哥林多教会一封信，那个叫做前信，

已经遗失了 我们现在看的是哥林多前书 没有看到哥林多前书已经遗失了，我们现在看的是哥林多前书，没有看到哥林多前书

前面还有一个先前写的信，而且这个信内容就是在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因此，保罗就再次说他写信的重点。

10不是指这个世上一切行淫乱的、贪婪的这些，不是指还未信主的人，
如果我们跟还未信主的人全部断绝关系的话，我们如何传福音呢？

或者保罗说如果你要跟他完全断绝关系，你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所以我们对于还不认识主的外邦人，或者还不认识主的朋友，

要另外的方式来面对：委婉的提出他的问题 指出他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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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外的方式来面对：委婉的提出他的问题，指出他要面对的，

指出他无能无助的，以至他需要耶稣，需要有救恩。

牧者所处理的、面对的大概是 95%都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但是在各行各业带职事奉的弟兄姊妹 每天所面对的 95%都是还不认识主的人但是在各行各业带职事奉的弟兄姊妹，每天所面对的 95%都是还不认识主的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带职的弟兄姊妹是职场宣教士，他们会碰到第一线

很多的慕道朋友、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职场宣教士。

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在各行各业为主做见证，
不只是把他们本身的工作做好，本身工作做好是一个本分；

但是如果他只是把本身的工作做好得着人的肯定 但他从来不传福音但是如果他只是把本身的工作做好得着人的肯定，但他从来不传福音，

从来不跟他的同事、朋友来分享这个美好的救恩，

事实上，他还不是真正的走在神的心意中。

牧者、传道人，基本上已经退到第二线，但不是说牧者不传福音，
牧者当然要传福音，甚至于是带头的带领弟兄姊妹去传福音；
但是很多时候牧者仍然还是在处理教会的事：关心弟兄姊妹、探访、教导、

预备在话语上的服事，都是在神的带领当中。

有人蒙召做全职事奉者 有人被神差派到世界上的许多工作当中做职场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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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蒙召做全职事奉者，有人被神差派到世界上的许多工作当中做职场宣教士，
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中。

我们特别要为教会祷告，为所有的牧者、同工来祷告…
教会出现这样得罪神的事 特别在情欲 在道德的犯罪上 是十分的得罪神的教会出现这样得罪神的事，特别在情欲、在道德的犯罪上，是十分的得罪神的，

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打包票说我不会跌倒。

甚至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要很注意，提摩太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
但是保罗还是要提醒他要远离一切的犯罪，少年的私欲他要逃避

然后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然后躲避世俗

私欲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谨守 我们要去靠主来得胜私欲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谨守，我们要去靠主来得胜。

但是关于魔鬼，我们必须要去抵挡，你没有办法去逃避，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这些警戒。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这些警戒。

思想到约瑟面对波提乏妻子引诱的时候，他是立刻的逃走的。

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个事实上老人也有啊，
血气的这个事情，不论是少年、不论是青年、不论是老年都有，

求主怜悯、求主施恩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守住圣洁 分别为圣 站稳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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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圣洁，分别为圣，站稳脚步，

靠主来打美好的胜仗，走在分别为圣的恩典道路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