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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圣洁

第五章保罗惩戒了教会里面淫乱的事，
保罗甚至于斥责他们在教会里所行的，连外邦人都没有做过，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很重要的伦理跟道德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很重要的伦理跟道德，

也就是圣洁的问题。

第六章和第五章相同，主要的也是谈教会在面对信徒六 同， 在
不圣洁、纷争之事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

在旧约的审判方式，是由坐在城门口的长老来审断，
得四1-2「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
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 』」来审断事情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来审断事情。

犹太拉比禁止犹太人向外邦人求审断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政府准许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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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的权力来处理审断内部的事务，特别是在耶路撒冷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出现了六次「岂不知」，
在 2、3、9、15、16、19，

一章圣经里面出现有六次「岂不知」，意思就是

带出了信徒的无知—保罗强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带出了信徒的无知 保罗强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岂不知」，
赛五13「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无知会被掳
林前二 也特别看到，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到神施恩、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所以「知道」其实是 个好大的恩典所以「知道」其实是一个好大的恩典，
无知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跑，

无知就是得罪了神 自己还不知不觉、自己还不明白。无知就是得罪了神，自己还不知不觉、自己还不明白。

无知会被掳，而自以为是，
但是却对神的行事的法则无知，

3

自然也就会做出不合真理、得罪神的事。

六1-8保罗特别提醒信徒，信徒相交、相争，彼此相争是不合宜的，
特别这里他们还告到教会的外面 告到外面的法庭去特别这里他们还告到教会的外面、告到外面的法庭去…

六1「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我们看到不义的人，6「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不义的人就是不信的人，

因为 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义的人就是指不信的人，他还不认识主，

这个争讼的事告到外面的法庭去了这个争讼的事告到外面的法庭去了。

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纷争出现，就在会内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来面对，
来用圣经所提示我们的准则，按着神的心意来处理。来用圣经所提示我们的准则，按着神的心意来处理。

但是现在教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保罗在 2 又来了一个「岂不知」，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信徒要审判世界，保罗承继着旧约的观念，他也接受新约耶稣的教训。
但七22「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 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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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七22「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审判世界，神要伸冤。



太十九28「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
祂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祂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看到跟从主的赏赐是何等荣耀，主所赏赐的权柄，又是何等的大呢！
让我们看到将来荣耀的情境。

启二十4「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所以林前六保罗就提醒圣徒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

六3「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审判天使也就是恶天使六3「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审判天使也就是恶天使，
犹6「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来告诉信徒，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
还要审判天使，所以拿将来必成的事情来看今天教会对每一件事情的立场跟做法，
将来要审判世界，与之相比，今天自然可以审判最小的事

将来要审判天使 与之相比 今天自然可以审判今生的事将来要审判天使，与之相比，今天自然可以审判今生的事

这是在六1-4所看到的对照：保罗用现在跟将来，
来看信徒将来所得的荣耀以及权柄来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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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信徒将来所得的荣耀以及权柄来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保罗把它归之于最小的事、今生的事。

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那么，现在你们在做些什么呢？…
4「既是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 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4「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在世界上的审判当然就是由法官来主审了，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指派谁来做陪审、来做法官、来做断案者。

这个地方的「派」，事实上是「委任」的意思，既然我们将来会有这样的权柄，

而现在面对的与将来相比，不过就是最小的事、不过就是今生的事。

还特别讲「教会所轻看的人」还特别讲「教会所轻看的人」，
不是说法官是腐败的，断事不公，好像我们就已经断定他就是这样的人

而是说法官不是基督徒，因此他与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他地位他固然是法官，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对于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就不要跟着世俗来走，
虽然我们说法官应该也是要断事公正的 但事实上是世界观不同虽然我们说法官应该也是要断事公正的，但事实上是世界观不同，

所以看法应该有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地方说「派教会所轻看人审判」，意思就是我们委任世上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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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 方说「派教会所轻看人审判」，意思就是我们委任世上的法官，

他不是神的儿女、也不可能用圣经的准则来判案，当然是会有一些不相合的地方。

既然有了纷争就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
神的确是非常的奇妙 你看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神的确是非常的奇妙，你看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

也有不同的思维的模式，然后我们现在进到一个属灵的家也就是教会。

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彼此相顾，不要彼此相咬相吞，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

学到一个最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学习，那就是叫做「彼此」。

然有这么多的 同 那我们彼此的接纳 互相的之间 这个生命的操练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同，那我们彼此的接纳、互相的之间，这个生命的操练，

就是必须要去面对、要去学习；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问题，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问题，就要来解决问题。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问题，就要来解决问题。

徒六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门徒增多」，然后有些人是说希腊话的，
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有一些怨言产生—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使徒们并没有在问题出来的时候逃避问题，他们就去选了

「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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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让他们出来、特别来管理教会的行政事务，这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再回到林前六要面对问题、要解决问题，不是交给教会外的法官、法院来处理，
而是要教会弟兄姊妹、长执、牧者、同工们一起来商讨该如何的来处理。而是要教会弟兄姊妹、长执、牧者、同工们一起来商讨该如何的来处理。

5a「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因为交给外面，好像教会没有人可以处理，
5b「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不会一个都没有吧？为什么那么快就把主导权交给了外面的法官呢？

而且他不会是用教会的、用圣经的准则来处事的，来审断案子。

但是如果不是要来审判 然后要来分个谁是谁非的话但是如果不是要来审判，然后要来分个谁是谁非的话，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来处理呢？

6「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6「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这地方就非常清楚了，

就把前面 1-5「岂不知、岂不知」、「教会所轻看的」，
或者说圣徒要审判世界、然后来跟这一个审判最小的事，

或者说审判天使，来跟审判今生的事来对照，

6就讲得很清楚了 事实的核心就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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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讲得很清楚了，事实的核心就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就告在法官的面前。



7a「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主耶稣教导所谓「彼此」的功课 在这个地方放到告状上去了主耶稣教导所谓「彼此」的功课，在这个地方放到告状上去了。

7b-8「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7-8保罗所劝的是强势者、欺压者，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已经是比他优势了，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而且所欺压所亏负的，是已经成圣称义被称为弟兄的肢体，

保罗把重点放在欺压者 放在强势者 或者说就是去告状的这一方保罗把重点放在欺压者、放在强势者，或者说就是去告状的这一方，
保罗特别的来提醒他们，甚至于也来有所责难、责备他们：

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这些其实都已经是很负面了，

积极面就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

但是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是强逼别人、
把别人逼到死角，让他没有路走。

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把弟兄姊妹，把肢体，哪怕他真的是得罪你，

或者说他真的是一个问题在对方 但我们也不能够把他逼到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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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他真的是 个问题在对方，但我们也不能够把他逼到死角，

然后不给他一条路走。

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总是给我们路走…
马太福音 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可以吗？耶稣说的是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 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可以吗？耶稣说的是七十个七次，

基本上并不是要计算，意思就是不是那样去计算。

太十八讲到有一个人，他欠了主人千万的银子没有办法偿还，那主人就豁免了他，， ， ，
也就是让他完全的债都给他免除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

「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但是你看到那个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 个同伴 这个同伴 欠他十两 他前面才刚刚被免了千遇见他的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只欠他十两，他前面才刚刚被免了千万，

一千万银子的债，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不得了了，

「他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他的同伴就求啦，「他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他的同伴就求啦，
「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但是他不肯，还把他下在监里，

要让他还完了十两银子才放他。当然有人看不过去也很忧愁看到他做的事，
就把这个事告诉主人，那主人当然也就非常的愤怒，叫他：「『你这个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的所欠的债 」结论在十八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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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的所欠的债。」结论在十八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我们就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欠祂是不知道有多少 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我们欠祂是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

用祂的生命来为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这就是主的爱。

当我们思想到主对我们的赦免，祂在我们身上所放上的
舍命、舍身、流血的这样的救赎之恩，有任何得罪我们的，

是不是我们相对的，就可以用主的慈爱、用主的怜悯、
用主所给的恩典 智慧 来处理这样的事呢？用主所给的恩典、智慧，来处理这样的事呢？

而不是，就像圣经里面讲到的对那个欠了十两银子的放不过，

要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还把他下到监里，这就不是神的儿女该做的事。， ， ， 该

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已经是事情发生了，他必须要处理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防范未然，我们要彼此相爱、

不要造成彼此的冲突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有了冲突的话，那也要求主给智慧，
告诉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 用神所教导我们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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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用神所教导我们的准则、

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

接下去就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保罗就提醒他们 因为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 他对他们过往是非常熟悉的保罗就提醒他们，因为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他对他们过往是非常熟悉的，

9-11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是怎么样信主了，他们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就是回应到一28「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得救的这些肢体，

其实保罗对他们的认识，他们的出身也是卑微的，

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堪的过往 但是主没有计较 主的恩典大过一切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堪的过往，但是主没有计较，主的恩典大过一切。

9-10「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过去每一个人都不义，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过去每 个人都不义，因为没有义人，连 个也没有，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过去那些不义，保罗就列举了十项得罪神，而不能进神国的罪行。

但是感谢主这一切的罪，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

使信祂的人得以称义。

9 10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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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等等，
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11a「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从他们的出身、背景，保罗也让他们面对过往，
他们是如何进到神的家 如何进入神的国 如何能够被赦免 被洁净他们是如何进到神的家、如何进入神的国，如何能够被赦免、被洁净，

成为神的儿女呢？所以保罗提醒信徒，我们有成圣的地位，因此之后就应该要过
成圣的生活，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与信徒学习彼此相爱。

1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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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是这样」、「但如今」这两个是很大的对比。从前如何但现今大大的不同，
〈奇异恩典〉那首诗歌里面也有讲从前我是眼瞎 但如今能看见〈奇异恩典〉那首诗歌里面也有讲从前我是眼瞎，但如今能看见，

这就是所有的圣徒，信主的人，有成圣地位，在追求成圣生活的弟兄姊妹的写照。

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每个人也都有他许许多多的过去我们都不愿意再回顾的，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黑暗，很多被罪恶权势所笼罩、所辖制的那些情况、生活。

但感谢主，今天我们是得自由的一群，今天我们是蒙恩、蒙救赎的，
我们今天成为祭司，我们也可以向人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多么感恩的事，

所以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过成圣的生活 追求成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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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过成圣的生活，追求成圣的生活，

让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12-20保罗特别提醒每个人是有圣灵居中的人、有尊贵的身体，因此都要来荣耀神。
哥林多的信徒有错误的自由观 以为凡事都可做 凡事都可行 我是一个自由人哥林多的信徒有错误的自由观，以为凡事都可做，凡事都可行，我是 个自由人

也有错误的身体观，这是受了希腊二元论的影响，认为如果灵魂是永存的，

那么身体反正都要败坏的，身体算不得什么，所以呢，我去放纵自己、

放纵情欲，甚至去找娼妓，这些事情无所谓。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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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可行」它的限制是什么呢 不是滥用自由 而是对人对己要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它的限制是什么呢？不是滥用自由，而是对人对己要有益处，
而且不受它的辖制。所谓「受辖制」就是说你不能没有，这个非要有不可，

如果没有就不行，那就受它的辖制了。有人很喜欢运动，运动本来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就不行，那就受它的辖制了。有人很喜欢运动，运动本来是 件好事，

但是如果不运动，我就好像活不下去了，那这个是不是有种受辖制呢？

你看上去是小事，但是它已经在辖制着你的身体，有的时候是辖制着你的心理，
那这些要小心。所以呢，凡事可行有一个限制，
就是对人对己要有益处，如果没有益处，就不做了吧

如果受辖制 你非它不行 没有它就不可以 那么这个也是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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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辖制，你非它不行，没有它就不可以，那么这个也是要注意，

因为，已经影响到这个人的全人的身心灵的发展

13-14保罗就特别提醒信徒，他们勿把应用在食物跟肚腹的这个例子，
把它引申 应用在淫乱跟身子上把它引申、应用在淫乱跟身子上…

把吃东西进到肚子，进到身体里面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应用在淫乱跟身子上，

然后来做一个连结的用法，这是错误的。

在婚约之外的出轨的行为，当然这就破坏了婚姻的法则，
来十三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苟合是婚前的性行为，行淫是婚外的性行为，这个都是得罪神的事，

所以讲到说婚约之外的出轨行为，跟娼妓联合就破坏了婚姻的法则。，

那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是婚姻的法则。

如果放在属灵的寓意上，那就是得罪了教会的元首基督，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跟主联合的，
如果跟主联合然后又要去跟娼妓来联合，那就是破坏了基督的身体。

13「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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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因为你食物吃了，你消化了，然后第二天还是要吃，这些都不会永存的，

13b「身子不是为淫乱，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是要为主而活的 要显出圣洁荣耀的见证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是要为主而活的、要显出圣洁荣耀的见证。
不是说身体没有用，身体反正是废坏，有一天会没有用了，

因此不用去注意它，哥林多的信徒有这样错误的身体观
我们被主拯救回来，身子是属神的、要来荣耀主

14「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让耶稣复活的大能 也要让我们可以复活 以至于今天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耶稣复活的大能，也要让我们可以复活，以至于今天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复活之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就可以靠主得胜、有能力活出得胜的生活见证。

15a又有一次「岂不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15a又有 次「岂不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好像是告诉弟兄姊妹他们是无知的，不知道、不明白被主拯救以后

我们的主权是归属于主，我们是属祂的，我们的身子是要为主而活。

因此 15b「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
与娼妓联合的，就是跟她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是与主成为一灵。

非常重要的属灵准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子 荣耀主的名 18-20「你们要逃避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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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属灵准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子、荣耀主的名，18-20「你们要逃避淫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虽然这地方只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但是历世历代，我们知道他是对所有的人、
所有神的儿女说：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所有神的儿女说：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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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十四7「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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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是多么的宝贵 这句话也应该是所有神儿女清楚的认知这句话是多么的宝贵，这句话也应该是所有神儿女清楚的认知，
我们信了主，我们生命的主权归属于祂，我们再不要为自己活，我们是要为主活，

若死了是为主死，荣耀主的名，不论是活、不论是死都是属祂的，都是主的人，

多么宝贵的提醒，这样一个属灵的教导。再不要去看轻自己的身子，觉得无所谓，

我们要保养顾惜，这还只是肉身啊，更重要我们的心灵也要归向主，
不可以再去作恶 不可以与这个破坏身子的这些事情再去得罪神不可以再去作恶，不可以与这个破坏身子的这些事情再去得罪神，

所以身子是圣灵的殿，看重自己的身子，保守自己的身子，
因为，我们是看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是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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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看重住在我们 面的圣灵，我们是看重

神借着他儿子基督的舍命救赎的恩典，因此，一言一行都要荣耀神。

这一章里面，前面看到保罗借着一个实例：教会发生的争讼、打官司的事，

而且不把这个处理的事情放在教会内部 而是告到外面 告到法院而且不把这个处理的事情放在教会内部，而是告到外面、告到法院，

保罗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做的不对，而且，如果可以防范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操练学习彼此相爱，生命互相的扶持走天路，

然后，彼此相伴、顾念，一起向着标竿直跑，这是多美的见证。

教会生活是让人羡慕的，特别是让还不认识主的人特别的羡慕，

来到教会 面 来到信徒当中感受到信徒彼此生命相连 彼此相爱的美好跟 暖来到教会里面，来到信徒当中感受到信徒彼此生命相连，彼此相爱的美好跟温暖，

甚至也就吸引他们愿意来成为神的儿女。但这地方这个相告、彼此的争讼，
谁也不让谁或者说是强压的、欺压者、强势者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谁也不让谁或者说是强压的、欺压者、强势者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

这个事情已经是背离了神的心意了，然后再回想到过往如何，从前是在一个
不荣耀神的光景，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生命不一样了，

如今是已经成圣称义的人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就可以放纵、就可以随意而行，

为什么呢？因为凡事虽可行，但是要对人有益处，而且不受辖制。

保罗也用了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人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是违背了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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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也用了另外 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人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违背了婚约，
要在婚约之外出轨，得罪了身子，当然他也得罪了婚约的另一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也特别的提醒，
在今天的教会里是不是也会有相仿的事情呢？应该是有吧在今天的教会里是不是也会有相仿的事情呢？应该是有吧。

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今天的信徒的一个提醒，

家庭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相爱的一对父母、夫妻，

他们的孩子应该就是最有福气、最蒙福的了。

这件事情其实对教会的见证也是非常的重要，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婚姻出状况的？
也是有的 牧者甚至有的时候也需要去辅导许许多多在婚姻上出状况的也是有的，牧者甚至有的时候也需要去辅导许许多多在婚姻上出状况的，

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而不是基督化的家庭。
很多时候，还需要更多的领受恩典，更多的检讨，很多时候，还需要更多的领受恩典，更多的检讨，

更多的反思，更多的愿意到主面前，两个人一起来

寻求主的恩典，重新的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这些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有的，有一些家庭出问题，甚至于也是有出轨的，
那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跟第五章一样，

第五章 讲教会惩戒 第六章讲教会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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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讲教会惩戒，第六章讲教会的圣洁，

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荣耀主的名，在生活言行上能够荣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