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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第八課…

婚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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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娶之事

我們繼續來看哥林多前書第七章，整章保羅在教導婚娶之事。

 一到六章保羅從革來氏家人聽聞教會的近況，

教會裡面有紛爭結黨、有淫亂、有爭訟等等的問題，

保羅不但提出了解決的方案更帶出了神的準則和心意

 七到十六章保羅針對教會所提的問題一一地答覆

教會給保羅的信，從十六17
可能是由司提反、福徒拿都、亞該古帶來的。

我們在概論的部分也提過哥林多前書的結構很清楚，

一到六章是問題教會，

七到十六章是教會問題，

七1、25、八1、4、十二1、十六1 都有提到「論到」，

保羅都是從「論到」，

然後開始敘述教會問他的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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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是夫妻生活的教導，基本原則就是要避免淫亂，丈夫跟妻子的互動要合宜…
1「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就是他們論到這個婚娶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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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不近女」就是不要有任何接觸；這個「好」，不是說必須要如此，

或者這樣就道德上比較高，不是這個好，而是說就不會被指責。

NIV 英文版本就翻成「不結婚」。但是呢，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因此 2 就說：也不是說大家都不結婚了，而是說結婚以後

要怎麼樣的互相對待，有什麼事情要特別的留意。

 當時有些自認為屬靈的婦女，她們不跟丈夫有正常的夫妻關係，

覺得自己比較屬靈，導致於夫妻關係就有問題，甚至讓丈夫有了婚外情

 也有一些另一方面的極端，就是自認為自己是屬靈的，

反而輕視了物質世界跟身體，認為身體算不得什麼，甚至於出軌好像也有理由

這些都是錯誤的思想、偏激的思想。所以保羅需要導正，

告訴他們什麼才是正確的，所以特別講到

夫妻的生活基本原則就是要避免淫亂，夫妻互動要有合宜的對待。
4

除非是因著屬靈的原因，也就是要專心禱告，而且互相同意了，才能夠暫時分房，

以後仍要同房。為什麼要如此呢，保羅提醒他們要小心，以免給撒但留地步。

在這章會看到保羅非常謹慎的用語，6「我說這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

12「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有些是保羅自己的意見，有些是出於神的心意。

在當時第一世紀，婦女地位是非常卑下的，但在教會裡面她們是有被主提升的地位，

而且這裡所教導的是丈夫與妻子的彼此的互相尊重、而且互有權柄。

聖經裡面的教導很清楚，我們的屬靈生活是建立根基在你平常的日子的裡面，

我們不是每天都去靈修會、每天都去退修會，…基督徒生活不是這樣，

我們是與人接觸的，特別是跟家裡的人更是非常親密的關係，

也不是只有在讀經禱告靈修的時候才叫做屬靈，每一天的生活，

我們的言語、我們的心思意念、我們的行為都見證出我們有主的生命。

所以特別在夫妻的關係上這是非常清楚的教導。

在這一章裡面我們會看到，保羅把兩性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

也反對把禁慾看做正常的事，

這些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家庭的、夫妻關係的一些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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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講到夫妻生活之後，保羅就講到關乎離婚的事情，

就是夫妻有一些情況、分開了…

這個地方讓我們看到很清楚從聖經的教導：

婚姻是盟約，婚姻不是契約，

所以在離婚的這件事上，夫妻關係的事上，

基本的原則就是不可彼此離棄。

因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這神聖的、在神面前立了約的，所以是不可彼此離棄。

如果雙方都是基督徒、都是信徒的話，

這個更要注意，更有該遵守的、更有該要知道的。

10-11「妻子不可離開丈夫、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如果雙方都是信徒、離婚了，那麼不可再婚。

10「妻子不可離開丈夫」，保羅特別說不是我說的，

是主說的，10「主吩咐」的。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如果離開了不可再嫁，或者就跟丈夫再復合、再與丈夫和好；

同樣的，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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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對其餘的人說（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妻子。」

「其餘的人」就是原來都不信的，然後結婚以後，有一方信了，

那信的一方覺得不信的一方就不潔淨。

這邊講說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那你就不要趕她喔，

因為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就不要離棄妻子。

哥林多教會有一些猶太人，他們用猶太的律法，例如：

 拉十1-4 以色列百姓因為娶了外邦女子為妻，干犯了神，因此就休妻

 瑪二11 先知責備以色列人背約行詭詐，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

因此，就要求對方離開

這是講到說其餘的人結婚以後有一方信主，

那信的一方覺得不信的一方他就不潔，

所以他想用離婚來解決這件事，就要對方離開，

保羅就特別提醒你不要離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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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因為不信的丈夫就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就因著丈夫成了聖潔。」

因對方的信而成聖了，這個地方是講到身體，

身體因婚約而分別為聖，不是因為靈性的關係，

不是因為因信稱義而有分別，而是因著婚約的關係，

然後也有分別了，所以你就不要離開對方了。

但是還有一個狀況，就是不信的一方，也就是婚後有一方信主了，

然後不信的一方就不願意跟信的對方繼續住，不信的一方他要走，

而信的一方，他盡力挽回但是卻沒有辦法，保羅說：就由他吧，

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

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

但是應該要盡力挽回才是。

所以，重視神對婚姻的心意要超過你是不是應該要離婚、

可不可以離婚的這些規條，畢竟恩典要比律法更有約束性。

彼此相愛就不會想要分開，

所以這個地方就已經要解決要分開的問題，其實是蠻傷感情的。 8

聖經裡只有在婚後有了性犯罪、出軌了、被遺棄了，才准許完全的離婚並且容許再婚。

有一句話叫做「馬太的例外」，耶穌在太十九3-9 祂所做的反應，就是所謂

有限離婚跟再婚觀。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婚約被破壞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才准離婚。

十九3「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

耶穌並不針對法利賽人的問題直接回答，耶穌把神對婚姻的心意很清楚的帶出來，

耶穌說：「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不要談分開的事，因為神對婚姻的祝福是這麼清楚、是蒙恩的。

但是法利賽人是要來試探耶穌的，

7「摩西為什麼要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

好像摩西是允許離婚的，耶穌就解釋「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

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你給一個休書至少要讓這個妻子，她有一個你為什麼不要她的證明嘛，

而不是隨意的任何原因都可以把她趕出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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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起初不是這樣，「但起初」的意思就是神造人，神設立婚姻，

不是為著你叫去分開，起初是一個祝福，不是分開、是二人成為一體，

9「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

「不是為淫亂的緣故」意思就是在婚姻裡面准許的離開，

是因為有一方破壞的婚約，那如果不是因為有一方破壞婚約就離開的，

那麼這是不合神心意的，如果有人娶那個被休的婦人，

而他不是因為破壞婚姻而離開的話，也是犯姦淫。

10「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

那又走了極端了，那就不要結婚就不會有這樣的事。

當然耶穌也有另外的教導：

獨身的事情是神的恩賜，賜給誰誰才能夠領受。

所以這個地方講「馬太的例外」，

是講到說除非有淫亂的事情在夫妻關係當中已經破壞了婚約，

才有一個可以離開的，離婚的准許，否則的話都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不是在一個破壞婚姻的關係當中分開的，那也不能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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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是「保羅的允許」了，就是七15 當不信的一方因為配偶信仰的緣故，

不信的堅持要離開，那保羅就對這個要盡力挽回、

卻沒有辦法的這個信的一方說：那就讓他離開吧，就不必拘束。

所以這地方講「保羅的允許」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也不是因為淫亂的緣故、

也不是因為有婚外情、第三者，就是因為對方的信仰，不信的一方堅持要走，

不要跟信耶穌的配偶一起生活，而且十分的堅持，挽回也不能，

在這種情況之下保羅就說那就由他吧。

但保羅在這裡沒有提可不可以再婚，

七10-11 兩個信徒的離婚除非是因為不忠不貞，

保羅很清楚表明，如果雙方不是因為婚約破壞而分開的話，那就要保持獨身、

或者尋求復合，沒有其他的選擇，這是在聖經這一章的教導。

 基督徒離婚如果從太十九9 就是一方犯淫亂，耶穌的回答這是可以離婚

 另外就是不信的一方堅持離開，你盡力挽回也沒有辦法，那這種就是離開了

那當然還有所謂的犯規離婚，講犯規離婚就是各種各樣理由，

那就是任憑己意，現在有很多情況有可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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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再婚的情況，就是配偶離世，或者說配偶犯淫亂，

就是有了第三者婚約破壞，就是唯一的原因離婚的，那可以再婚。

還有呢，有人擴大了保羅的允許，就是說不信的一方離開，

保羅在這裡沒有說可不可以再婚，但是如果

不信的一方離開、而且他再婚的話，那信的人可以再婚。

那當然還有犯規再婚，就是什麼原因都不管，都隨意，這個不好。

如果是如此的話，我們是該要多麼的謹慎

在經營我們的婚姻、在維繫我們的感情，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會看到有人雖然沒有離婚，但是事實上也是感情非常的不合，

那也是蠻苦的事情，所以還是夫妻的關係都需要好好的去培養，好好的去經營。

現在講的都是後面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但事實上，教會其實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來幫助弟兄姊妹，

可以建立一個好的家庭關係，

例如說教會可以建立一套全面的家庭教育訓練課程，

教導信徒正確的婚姻觀、家庭觀，也加強婚前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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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預防勝於治療，在新人要進入禮堂之前，

有一段時間，我們有一個課程、幫助他們給他們一些輔導。

你可以先告訴他們婚姻有一些危機隱含在其中，

應該如何的處理，應該如何的來彼此的成全，

這些其實婚前輔導蠻重要的。

當然如果真的婚姻關係出了狀況、出了問題，

超過了牧者、或者教會裡面的輔導者的能力的話，

仍然還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專家、一些專業的人士，

可以來做更進一步的幫助協談，在這些情況當中可以做挽回的。

教會也可以轉介更有一些經驗的，就是在幫助這些瀕臨危機的家庭，

夫妻的關係，可以有些協談，這是好的，有些諮商也是好的。

當然我們也是不斷的要去關心教會的一些家庭，不論是新成立的家庭，

或者說中年的甚至老年的，每個家庭所碰到的困難，

夫妻的關係的困難是不一樣的，牧者作全人的關懷，

家庭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輔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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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再婚可以再事奉嗎？其實這是誤解了提前三2、12，多一6
「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這一句話，就反對再婚的人擔任核心的服事，

保羅用這樣的一句話講到「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

重點不是在說那個人曾經結過幾次婚，而是他很清楚的，做長執的候選人

應該在各方面都有好榜樣，在任何時候他也只能做一個婦人的丈夫，

他不可以是一個多妻者。所以這個經文根本不是在談再婚者可不可以服事，

聖經的準則是非常的清楚的，但是要求主賞賜智慧，

讓我們面對不同的這些情況，應該怎麼樣帶來幫助弟兄姊妹明白。

林後十一29「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牧者在面對信徒婚姻上的難處的時候是最難過的，

就算我們明白一切聖經的準則，有很多很好的輔導的常識，

但都要求主給智慧，都要求神加添牧者輔導者為父心腸，

用愛來領回這些軟弱的肢體，來纏裹他們的受傷也陪伴孤單的人，

幫助他們要來跟隨主的腳蹤而行。這個在教會裡面的牧養

是一定會碰到的，那就是要求主給我們有這樣的智慧以及恩典。
14

七18-24 講到要守住身份…
保羅在這裡不是離題，但他的重點仍然是要強調—

各人蒙召是什麼身份你就要守住這個身份。

丈夫跟妻子要看重從神來的呼召，盡力守住婚姻的神聖，

然後你現在有一個丈夫的身份、你有一個妻子的身份，你就不要改變。

這個地方也特別的做一個提醒要守住身份，

 就好像奴僕蒙召，他有得自由的機會固然是好，但如果沒有，

他其實在基督裡面他已經是個自由人了，他已經是得著釋放了，在主的眼裡看

 那當然如果你在這個世上你不是奴僕，你是自由人，你就更不需要為著私利，

有什麼好處，把自己賣身為奴，或者說到一個有錢人的家就賣身為奴，

那你大可不必如此。24「弟兄們，你們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

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份。」所以從前面到後面保羅並沒有離題。

保羅就強調個人蒙召是什麼身份就要守住這個身份，

他用奴僕蒙召以及自由人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棄掉，

然後要去賣身做別人的奴僕這樣的一個例子，來提醒我們守住身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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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5-38 保羅講到童身的問題，論守童身…
25「論到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憐恤

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

我們看到保羅的用字遣詞是非常的謹慎的，

有的是主的命令是聖經的準則，有的是他的意見、看法，他都講得很清楚，

因為保羅自己是單身他沒有結婚，在這樣的情況當中，

他用自己的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跟經驗，然後來做分享。

 如果你已經有家室，當然就不要求脫離

 如果你沒有進入婚姻，如果說你可以單身的來服事主，專心的來服事主更好

這是保羅自己把他的意見來告訴信徒。

26「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就是你按照你的素常的，什麼樣的情況就是什麼情況，

如果你還沒有婚姻的話那保羅的意見是你不需要刻意進入婚姻，

進入婚姻當然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它很辛苦的地方。

但是如果沒有婚姻你可以更專心的來服事主，更知道用殷勤地事奉來討主的喜悅。
16

29「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

講到主要再來，講到在這個末後的世代的一些因應，一些情況…
保羅用家庭的生活來帶入：在婚姻當中，你要付上很多的代價，也是很辛苦，

33「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

32「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

當然我們是有家庭的人我們有家庭的責任，不管你是丈夫，你是妻子，

你是父親、是母親，都有家庭的責任，神也讓我們在生活當中來經歷祂。

在很多困難當中禱告，神也垂聽禱告，幫助我們度過困難，

有人是說他作了父親以後，他才更深的明白天父的愛，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有一個家庭，就要學習更多的包容、接納、忍耐、謙卑，更要好好去顧念我們的家人。

弗五很清楚講到夫妻關係，用教會跟基督的關係來比方。

在這地方也是特別的提醒，你要專心的來服事主，

 可能你沒有家庭的纏累那其實是更方便一些，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家庭，當然你需要好好的看管你的家庭，

因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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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末世中、在等候主來，在這段時間，更要殷勤的來服事主…
35「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不是要牢籠你們。 」

不是說我來把我很多的意思告訴你，你一定要聽我的；不是這樣，我是為你好，

「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

這些也是一個牧者、一個為父心腸，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幫你分析然後告訴你，

你在什麼光景當中，你可以怎麼因應，你可以怎麼樣的對待。

後面講到對自己的兒女，如果這個孩子

 有一個堅定的心，他要守著家庭守著父母，那也不妨、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要進入婚姻，父母當然也是不能攔阻，

父母應該要鼓勵，父母也應該要成全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做主，那我們就不要勉強，

他要結婚你就讓他結婚，他如果不結婚那麼你也尊重他。

這些都是做一個提醒。如果用女兒來解，從這個字面來說的話，

那就對父母說 38「這樣看來，叫自己的女兒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就是彼此了解，不勉強，這個就是保羅在這裡的意思。
18

39-40 講到寡婦再嫁的事情，

有一方離世，另外一方可以再婚，保羅特別說那你要嫁給在主裡的人、嫁給弟兄…
40「然而按我的意見，若常守節更有福氣。」因為保羅自己是未婚，

所以在前面的經文特別講到如果是單身的話，

在服事主的事上可以更專心、更殷勤，

可以更沒有旁騖，可以更沒有纏累。

所以他在這裡也說「如果守節更有福氣。」

守節並不表示好像中國古時候貞節牌坊，不是那樣的意思。

這個地方講的就如果你不結婚你可以更好的服事主，很單純就是這個意思。

40「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靈感動了。」他沒有特別強調這個是一定要這樣做，

保羅說他被神的靈感動，所以他有這樣的提醒、看法出來。

在婚姻的事上、或者單身的事上，在林前七講得非常的清楚的，

在這一章裡面婚娶的事，還有夫妻關係如何的來彼此相宜、彼此的尊重，

這些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教訓，我們領受以後我們就能夠做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