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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41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約壹一 – 三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約壹一 – 三）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父母］ 
(5) 箴十三：24 

 
兩人一組複習。 
(5) 愛的管教。箴十三：24。不忍用杖（希伯來文：shebet）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責罰、責備）（希伯來文：musar）。 
 

4 
講授 （85 分鐘）                                           ［復興教會的事工］ 

  離婚與再婚 
 
引言。這一課講授離婚與再婚。我們會探索聖經對離婚的教導。我們會查考“姦淫”和“淫亂”這兩個詞，並

且探討離婚人士可否再婚。 
 

神說：“休妻（打發妻子離開）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瑪二：16）。神認為離婚是對待

配偶的一種暴力行為，祂恨惡這事。耶穌基督教導：“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性

方面或屬靈上的淫亂）（希臘文：porneia），就是犯姦淫了。”（太十九：9）“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

淫，辜負他的妻子；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可十：11-12）。 
 

因此，由於人的罪惡和破碎，聖經中的神只容許在以下三種情況下離婚： 
• 身體上的原因：淫亂和暴力（太十九：8-9）。 
• 屬靈上的原因：屬靈上的拜偶像（行淫或虛假宗教）（太十九：8-9）。 
• 社會上的原因：屬靈上的不相容（由於其中一方不是基督徒而導致不和諧）（林前七：12-16）。這種不和

諧是由於其中一方不是基督徒。 
 

A. 舊約中關於離婚的教導 
 

舊約責備離婚，但在某些情況下容許離婚。 
 

1. 以色列國的民事法。  
 

閱讀申二十二：13-19，28 - 29；二十四：1-4；太十九：8。 
探索和討論。以色列國有什麼不成文法是關於淫亂和離婚的？ 
 

筆記。這些在申命記中的律法是以色列不成文法或習慣法的一部分，也是以色列周邊國家不成文法的一部分。

但這些律法被納入以色列國的民事法，也記載在舊約聖經中，這顯示它們保持純正，不受異教元素沾染，它們

更精確地或更正確地描述了適用於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社會關係的律法。 
 

雖然在舊約時代世界各地的男人比女人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而且一般來說 “無論什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太

十九：3），但以色列這些不成文民事法限制了以色列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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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禁止離婚。 
在申二十二，若有丈夫在結婚時誣告妻子不是處女，他必須支付高額罰款，並且終身不可休她。 
 

若有男子強姦了未婚女子，他要支付高額罰款，也要娶她為妻，並且終身不可休她。 
 

 (2) 禁止再婚。 
同樣，在申二十四：1-4，男子休妻以後，婦人若另嫁別人，他就不可再娶那婦人為妻。不可再娶她為妻，原

因並不是她在禮儀上的玷污，因為這不潔淨只持續到晚上（利十五：18）。她不是持續地不潔淨，因為別人可

以娶她為妻。禁止再婚的原因是道德上的玷污：第一位丈夫的行為在神眼中是可憎的，給地帶來罪惡。神認為

這樣的行為違反了聖經中聖潔的婚姻關係。 
 

根據耶穌所說，摩西不同意離婚，但容許離婚，是為了規範一種已經存在於以色列的惡行。申二十四：1-4，
從整體上看來，肯定不鼓勵離婚。 
 

2.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對這條民事法的傳統詮釋。  
 

閱讀申二十四：1。 
以色列的不成文法規定，一個男人若“見妻子有什麼不合理的事”，就可以休妻。 
 

問題。舊約中所說“不合理的事”（希伯來文：erwath dabar）是什麼意思？ 
講授。申二十四：1，4 說：“人若娶妻以後，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不喜悅他，就可以寫休書交在他手
中，打發他離開夫家……打發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婦人玷污之後再娶他為妻。” 
 

以色列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總是為離婚的可能原因爭論。他們的觀點建基於很久以前的人（拉比）的觀點。猶太

人當中有兩大派別，他們對“不合理的事”一詞的含義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 
 

 (1) 希勒爾學派（主前 50 年至主後 10 年）。 
根據希勒爾學派的觀點，“不合理的事”是指任何令丈夫感到厭惡的事或丈夫不喜悅的事（太十九：3）。這

個學派幾乎容許人以任何理由離婚。如果妻子有一點身體缺陷或相貌醜陋，他又認為另一個女人更漂亮，就可

以與妻子離婚。這個學派容讓人以薄弱的理由離婚。例如，如果妻子不小心給丈夫端來稍微燒焦的食物，丈夫

就可以棄絕妻子。又例如，如果妻子在家裏大聲說話，以致鄰舍都聽到，他也可以與她離婚，等等。 
 

 (2) 沙邁學派（主前 50 年至主後 30 年）。 
根據沙邁學派的觀點，“不合理的事”只限於道德敗壞、縱慾、不貞潔和姦淫。縱慾的意思是只任憑感官支

配，不受理智和心靈約束，縱情於性享受。不貞潔是指婚前失去貞操。姦淫是指與配偶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

耶穌基本上同意沙邁學派的觀點。 
 

3. 對這條民事法的正確解釋。  
 

探索和討論。根據摩西所記載的民事法，舊約容許人以什麼理由離婚？ 
 

 (1) 不容許以任何薄弱的理由離婚，也不是以姦淫為理由。 
閱讀申二十二：20-27。“不合理的事”這個短語首先不是指姦淫，因為犯姦淫者必須處死（利二十：10），

而不只是離婚而已。有些解經者認為這個短語是指一些疾病，如皮疹或身體殘疾。但這個短語所指的很可能比

希勒爾學派所說的薄弱理由更嚴重，但不及姦淫那麼嚴重。 
 

 (2) 容許以“被告發赤身露體”為理由而離婚。 
閱讀申二十四：1。因為“不合理的事”這個短語的字面意思是“被告發赤身露體”，所以最合理的解釋大概

是不雅、冒犯或令人反感的性行為，例如好色、猥褻和淫穢的行為，以及不禁戒不當的淫亂行為。 
 

總而言之，舊約容許人因任何與赤身露體或性有關的不合理行為作為理由而離婚。因此，這裏的意思與耶穌在

新約中的教導很接近，但耶穌提到的不只是女人所作不合理的事，也包括男人所作不合理的事！ 
 

4. 先知瑪拉基對於婚姻和離婚的教導。  
 

閱讀瑪二：10-16。 
探索和討論。根據先知瑪拉基的說法，神如何看婚姻和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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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在舊約時代，離婚肯定不是尋常的事。神恨惡離婚！祂不但責備某些妻子的不道德行為，也責備以色列

中某些丈夫的不道德行為。 
 

 (1) 非法婚姻。 
在以色列，有些未婚男人違背與神所立的約，娶了信奉外邦神的女人（不信的人、非基督徒）。因此，他們褻

瀆了“聖所”，但這不是指“聖殿”，而是指“以色列作為神聖潔之民”，“神聖潔的群體（教會）”（參看

弗二：19-22）！ 
 

這些妥協的人受到懲罰，他們的男性後裔在社會上和宗教上都被排除在外，不能作以色列公民參與其中。他們

不可在商業交易和律法程序的事宜上擔任發言人或見證人，也不可帶祭物進到聖殿裏。 
 

 (2) 非法離婚。 
在以色列，有些已婚男人（丈夫）違背與妻子所立的婚盟，離棄妻子或與妻子離婚。在聖經中，當一個男人和

一個女人結婚時，他們站在神面前，以神作“見證”，神使他們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太十九：3-6）。

當丈夫以詭詐待妻子，與妻子離婚，神也作“見證”。神稱妻子為“你幼年所娶的妻”、“你的同伴、配偶、

朋友”，以及 “你盟約的妻”（第 14 節）。 
 

先知瑪拉基稱婚姻為盟約（希伯來文：berit），宣告婚姻是神所設立、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瑪二：14）。”

“以色列”是神在世上為自己分別出來的一群子民的名字。聖經中的神創造男人和女人，他們有“肉身（身

體）和靈魂”，因為祂願人得“虔誠的後裔”（希伯來文：zera elohim），換句話說，祂的旨意是在世上建立

一群屬神的聖潔子民，在世上建立一群相信聖經中的神的信徒（瑪二：15）。神警告，若有人對妻子不忠，離

棄她或與她離婚，就是違背神對婚姻、家庭，以及祂在世上的群體（祂的子民和教會）的旨意。神恨惡離婚。

神稱離婚是一種暴力罪行（希伯來文：chamas），與不義的謀殺罪同樣嚴重（瑪二：16）！ 
 

 (3) 神恨惡離婚，卻施憐憫給悔改的人。 
神恨惡離婚，正如祂恨惡說謊和圖謀惡計一樣（箴六：16-19）。雖然神恨惡離婚，但祂認清世人墮落和世界

破碎的事實。神憐憫悔改的行淫者，也就是那些犯了離婚罪但後來悔改的男人或女人。留意大衛如何犯姦淫

（撒下十一），他如何悔改（詩五十一：1-17）。此外，也要留意神如何赦免他，卻讓他承擔犯姦淫的後果

（撒下十二：13-14）。神憐憫“沒有丈夫的”，也就是那些犯了離婚罪但後來悔改歸向神的婦人（參看賽五

十四：1；四十九：19-21）。 
 

B. 耶穌基督對於離婚的教導 
 

1. 耶穌如何看婚姻和離婚。  
 

閱讀太十九：3-9；林前七：10 - 11 
探索和討論。猶太人和耶穌對婚姻和離婚的態度有什麼不同？ 
筆記。 
 

 (1) 要點並不在於猶太人的離婚程序，而是神對婚姻所定的規條。 
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由於當時道德敗壞，所以猶太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只專注於離婚的方法，而不是神對婚姻所
定的規條。他們認為當一個人要與妻子離婚，打發她離開，至少要給她一份正式的休書。他們以為一份離婚法

律文件就可以解除在神眼中的婚盟或婚姻關係！他們錯了！神恨惡離婚，祂必懲罰犯姦淫的丈夫和妻子。耶穌

採取的方法並不是教導離婚的程序1，而是強調神對婚姻所定的規條！耶穌基督對於離婚的教導當然不會違反

神對婚姻所定的規條。文士和法利賽人只專注於婚姻的例外情況，耶穌基督卻強調維持婚姻的原則。 
  

耶穌基督重申神對婚姻所定的規條，婚姻是神在創世的時候設立的（創二：24）。神吩咐人要離開父母，與妻

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不是對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結婚時通常會發生的事情作出歷史描述，而是神對於一

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結婚時應當發生的事情作出有權威的命令。神所定的規條任何時候、在世上任何文化中都是

有效的！ 
 

神將夏娃帶到亞當面前，將女人許配給她丈夫。神命令丈夫要離開他的父母，與妻子連合，神將男人（和女

人）直接放在祂自己的權威之下。神給女人的責任是不可離開她的丈夫，給男人的責任是繼續和他的妻子連

合。神吩咐他們在靈裏和身體上都要成為一體。女人必須意識到，神藉着婚姻將她許配給丈夫，男人也必須意

識到，神命令他娶她為妻，藉着婚姻終生與她連合。 
 

                                                           
1 與離婚代理人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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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非法離婚或外人介入來破壞婚姻關係就是犯姦淫。 
因此，耶穌明確地教導，在創世之時，神並不容許離婚。祂命令：“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這是一個採用現

在進行時態和主動語態的禁令）（太十九：6）！在聖經中，婚姻的意思無非是神將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終生

結合成為一體。在聖經中，離婚並不是用來逃避婚姻的後門！如果丈夫或妻子破壞這婚姻關係，或這婚姻關係

以外的第三者介入其中，導致他們的婚姻關係破裂，那個人就犯了姦淫。一方面，犯罪者得罪了神，因為他或

她違背了神，破壞神所定的婚盟。另一方面，犯罪者大大得罪了自己的配偶，因為他或她造成了很大破壞和傷

害！耶穌稱那犯罪者為“犯姦淫的”。根據林前六：9-10 的教導，一個犯了姦淫又不肯悔改的人不能承受神的

國！ 
 

2. 離婚的正當理由。  
 

閱讀太十九 9；太五：31-32。 
探索和討論。根據耶穌基督所言，神容許人以什麼理由離婚？ 
筆記。在新約時代，神在耶穌基督裏也認清世人墮落和世界破碎的事實。雖然耶穌基督責備姦淫的事（參看太

十五：18-19），但祂並沒有命令基督徒必須與他或她那犯姦淫的配偶離婚！最重要的是，耶穌渴望犯姦淫的

人為自己的罪悔改（路七：36-50；約四：16-18，29），歸向祂，並且繼續維持婚姻（太十九：6）。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犯罪者（犯姦淫的）不肯悔改，或不願歸向神；反而繼續他或她的淫行、屬靈上（宗教

上）的淫行或暴力行為。他或她甚至可能離開他或她的配偶，與一個沒有跟自己結婚的人開始一段持久的關係

（或稱為“同居”）。在這種情況下，耶穌容許基督徒（無辜的一方）與行姦淫的（犯罪的一方）離婚。 
 

耶穌只容許基督徒在“婚姻不忠”的情況下離婚。太十九：9 說：“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
亂的緣故（希臘文：porneia），就是犯姦淫了（得罪他的前妻）（希臘文：moichaó）。”在太五：31-32，祂

說：“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他休書。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他作

淫婦了2；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因此，耶穌只容許基督徒在婚姻不忠的情況下離婚。 
 

3. “婚姻不忠”（porneia）和“犯姦淫”（moicheia）的意思。  
  

問題。“婚姻不忠”是什麼意思？ 
講授。 
 

 (1) 在生理上，“porneia”這個字是指聖經中所記載各種形式與性相關的不當行為。 
閱讀利十八：1-6、20、22-23；利二十：10，13，15，17，23，26；申二十三：17-18。 
淫亂（希臘文：porneia）包括神認為各種形式與性相關的不當行為。這包括不當的性慾念（太五：27-30；彼

後二：14，18），不當的性思想（伯三十一：1；箴六：25）和不當的性用詞（弗五：3-5）。這包括各種不當

的性行為，如色情、手淫、愛撫（觸摸配偶以外之人的身體以刺激其性慾）（箴五：15-21；帖前四：1-8）、

婚前性行為（申二十二：21，23-24；來十三：4）、賣淫（箴五：7-13）、亂倫（利十八：6）、姦淫（利十

八：20）、同性戀（利十八：20）；羅一：21-27）、獸交（利十八：23）、孌童、強姦（申二十二：25），

等等。 
 

閱讀林前六：10-11。 
我們不可以說：“神將人賜給另一個人，這也包括同性戀關係”，因為神不會做祂自己在聖經中禁止的任何事

情！是人容讓自己進入同性戀關係！神配合的是兩個異性：因此，“基督徒的婚姻”唯有在神將一個基督徒男

人和一個基督徒女人配合在一起時才建立的（創二：24；太十九：1-12；弗五：31-32；帖前四：1-8）。神警
告“人若（不管他們的自然傾向或取向如何）持續做（讓自己降服於）不可行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希臘

文詞典3）：淫亂的4、姦淫的5、作孌童的6、親男色的7……”。有些基督徒從前這樣行，但已被洗淨、成聖、

稱義。這就是神所渴望的：悔改和成聖。 
  

                                                           
2 希臘文：poiei autén moicheuthénai（不定式，不定過去時態，被動語態） 
3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uer, Arndt, Gingrich  
4 pornoi “行淫的人” 
5 moichoi “犯姦淫的人”  
6 Malakoi “容讓自己在同性戀事上供人狎玩的男人或男孩” 
7 arsenokoitai “男同性戀者、戀童癖的人、雞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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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太五：32；可十：11-12；來十三：4。 
淫亂包括婚前各種與性相關的行為，尤其是苟合，即婚前性行為。它也包括婚後所有與異性不正當的秘密關

係，尤其是姦淫（希臘文：moicheia）（姦淫是指與配偶以外的人發生性行為）。簡而言之，聖經禁止人與

（異性）配偶以外的任何人發生性行為！來十三：4 說：“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

（希臘文：pornos）行淫（希臘文：moichos）的人，神必要審判。” 
 

姦淫和淫亂兩者有以下的分別：“姦淫”（希臘文︰moicheia）只是“淫亂”（希臘文︰porneia）的其中一方

面，它是指破壞神聖婚姻關係的各種性行為。姦淫是指與別人的丈夫或妻子進行各種形式的性行為。姦淫是指

不當地介入別人的婚姻，跟別人的妻子進行各種形式的調情，或作調情者試圖引誘別人的丈夫。姦淫是指與另

一個已婚的人，或與自己婚姻以外的第三者發生性行為。姦淫是指犯罪導致離婚的一方。姦淫是指同時與多於

一個妻子結婚（一夫多妻）或同時與多於一個丈夫結婚（一妻多夫）。姦淫也包括擁有情婦或立妾。因此，

“淫亂”一詞特別指到婚前各種與性有關的行為，“姦淫”一詞則特別指到婚外各種形式的性行為。 
 

當然，自然的性慾本身並不是罪惡的。那是神賜予的欲望，但必須在神所設定的範圍內受約束。 
 

然而，由於人犯罪墮落，性慾也墮落成情慾（彼後二：14，18；彼前二：11）。雖然性慾、愛撫和性行為在婚

姻關係裏面並不是罪惡的，但在婚姻關係之前和之外卻是罪惡的，因為這些行為偏離了神的旨意，常導致人犯

罪（雅四：17；太十八：7-9）。 
 

 (2) 在屬靈上，“porneia”這個字是指各種形式與宗教相關的不當行為。 
 

閱讀耶三：6-10；結十六：1 - 63；二十三：1-49。 
講授。 
姦淫（希臘文：moicheia）包括神認為各種形式與宗教相關的不當行為。這包括聖經啟示以外的所有宗教形

式。屬靈上的淫亂或非法宗教是從背棄那位在聖經中把自己顯明出來的神開始。除了敬拜那位藉着舊約先知和

耶穌基督把自己顯明出來的神之外，所有宗教都是宗教上的淫亂。所有敬拜或膜拜偶像（如佛陀或印度舞蹈之

神納塔拉加等神像）都是宗教上的淫亂。宗教上的淫亂包括廟妓、各種形式的神秘主義、所有反對聖經教導的

假教導，以及所有以宗教為名的暴力行為，如休妻（瑪二：14-16）、用刀自割（利十九：27-28、王上十八：

28）或宗教極端主義，如恐怖主義。神定意藉着基督徒的婚姻來宣告和呈現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弗五：22-
33）。因此，婚姻中的暴力行為是屬靈上的淫亂！導致婚姻破裂的暴力行為必視為“姦淫”，也就是對配偶不

忠。因此，宗教上的暴力（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是屬靈上的淫亂！人們變得像他們所膜拜的神明一樣

（詩一一五：8）。因此，那些說謊、強姦和殺戮的宗教極端分子只是表明他們所膜拜的神明是說謊者、強姦

犯和殺人犯（參看約八：44）！ 
 

拜偶像以及在宗教上對神不忠正是神先懲罰以色列（北國），然後懲罰猶大（南國），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亞

述和巴比倫）的原因。 
 

 (3) 總結耶穌基督對於婚姻不忠的教導。 
閱讀來十三 4；啟二十一：8。 
“婚姻不忠”包括性方面的淫亂和宗教方面的淫亂。 
• 性方面的淫亂包括各種形式不合理和不正當的性行為。 
• 宗教方面的淫亂包括各種形式的拜偶像、神秘主義、虛假的宗教教義（教導或相信假教導），以及婚姻或

宗教上的暴力行為（例如，透過威嚇和刀劍傳教）。 
 

如果一個基督徒的配偶犯了淫亂或宗教上的淫亂，聖經並沒有命令無辜的一方跟犯罪的一方離婚，但容許這樣

做。神恨惡離婚，但祂也滿有憐憫，不能讓無辜的一方陷入淫亂、屬靈上的淫亂或不人道的暴力之中。基於

“婚姻不忠”一詞的這些含義，耶穌基督容許基督徒在配偶犯淫亂或宗教上的淫亂的情況下離婚。 
 

總而言之，聖經很清楚明確地教導，只有與唯一的（異性）配偶在婚後進行的性行為，才是唯一合法的性行

為。聖經警告，神必審判淫亂的事和犯姦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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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只有敬拜那位藉着主耶穌基督把自己顯明出來、舊約眾先知所宣告（賽四十三：10-11）、新約眾使徒

所印證（徒四：12）的神的宗教，才是世上唯一合法的宗教。 
 

4. 當離婚使妻子變成“淫婦”。 
  

閱讀太五：32 上。 
問題。“就是叫他作淫婦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講授。 
 

 (1) 太五：32 的翻譯。 
“作淫婦”的原文（希臘文：poiei autén moicheuthénai）（陳述語氣、現在時態、主動語態 + 不定式語氣、不

定過去時態、被動語態）的動詞採用了被動語態。因此，太五：32，應當翻譯成：“凡打發妻子離開（休妻）

的，若不是為婚姻不忠的緣故，就是使妻子受姦淫之苦（或使她暴露於犯姦淫的境況中）。人若娶這個被打發

離開（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8 
 

 (2) 要點並不在於離婚的程序，而是離婚的原因。 
我們要分辨“離婚”（希臘文：apolusai）和“姦淫”（希臘文：moicheia）之間的分別，換句話說，要分辨打

發妻子離開和與配偶以外的人發生性行為之間的分別。在耶穌時代的猶太人所想到的，只是正確的離婚程序，

而不是神對婚姻所定的規條或律例！他們認為只要丈夫給妻子休書，然後打發妻子離開，婚姻關係就解除了，

丈夫就有自由娶另一個妻子（與她同房）。耶穌反對猶太人的離婚程序，並且重申神對婚姻所定的規條是神聖

不可侵犯的！ 
 

 (3) 無辜的一方因犯姦淫的配偶而受苦，也變得脆弱，因為她禁不住想要快快開始另一段關係。 
     （在馬太福音中，耶穌也稱它為“犯姦淫”）。   
如果妻子沒有對丈夫不忠，丈夫卻因其他原因打發她離開或把她休了，這樣丈夫就成為犯罪的一方（犯姦淫

者），妻子是離婚中無辜的一方。她會因丈夫犯姦淫罪而受苦，感到被拋棄、孤單寂寞、被人誤解、無人同

情，以及被人嘲笑。 
 

但這也使她暴露於犯姦淫的境況中，例如有私情、與另一個男人同居或締結另一段婚姻。她可能會在有關當局

（例如教會）妥善處理個案之前，想要單方面脫離婚姻關係，匆匆與另一個男人再婚。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她

的丈夫有罪，她自己也犯了姦淫罪。耶穌並不承認第一任丈夫離棄她（只是給她休書）就是合法的離婚，因為

當中並不涉及婚姻不忠。耶穌也不承認妻子與第二任丈夫的婚姻（沒有有關當局的法律裁决）是合法的婚姻，

因為之前並沒有合法的離婚。然而，如果她在被拋棄的狀態下禁不住立刻嫁給別人，那麼丈夫要負上最大的責

任和罪咎。他打發妻子離開，不再保護她免於陷入私情等等。他要承擔最大的罪咎，因為他將她帶到同樣犯姦

淫的境地。 
 

 (4) 不僅丈夫可以因合法的理由離婚，妻子也同樣可以。 
太五：31-32 這段經文是針對丈夫而言的。耶穌所說的是一個典型的猶太處景，按照慣例只有丈夫透過寫休書

給妻子便可合法地與妻子離婚。耶穌教導的是，當妻子犯了姦淫、對丈夫不忠時，丈夫可以合法地做什麼，祂

也教導，如果妻子沒有犯姦淫、沒有對丈夫不忠，丈夫不可做什麼。 
 

然而，耶穌並沒有教導，當丈夫犯了姦淫、對妻子不忠時，妻子可以做什麼或應當做什麼。馬太的寫作對象主

要是猶太人，在他們中間，妻子可因任何薄弱的理由被丈夫丟棄，這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在可十：11-12，
馬可的寫作對象是非猶太人（外邦人），在他的福音書中，無論耶穌說什麼論到丈夫，祂也論到妻子，這是清

晰可見的。 
• 對丈夫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子”（希臘文：moichatai epi autén）（陳述語氣、

現在時態、中動語態）（透過脫離關係，並匆匆進入另一段關係）。 
• 對妻子說：“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希臘文：moichatai）（陳述語氣、現在時態、中

動語態）（透過脫離關係，並匆匆進入另一段關係）。 

                                                           
8 阿納特‧金里奇‧鮑爾（Bauer, Arndt Gingrich）：就女人而言（太五：32上）（希臘文：poiei autén moicheuthénai）（不定式、不定過

去時態、中動或被動語態）：“使她犯姦淫（如果她締結一段新的婚姻）”。  
  就男人而言（太五：32 下）（希臘文：陳述語氣、現在時態、中動語態）：“當他娶一個離婚的女人，也是犯姦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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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論馬太說什麼論到丈夫，對妻子也是同樣有效的！因此，當丈夫犯了姦淫、對妻子不忠時，妻子也可

以合法地與他離婚。 
 

5. 當再婚變成“姦淫”。  
 

閱讀太五：32 下。 
問題。“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講授。 
 

 (1) 耶穌認為非法離婚後匆匆再婚是姦淫。 
耶穌說：“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希臘文：moichatai），祂不是指她永遠不可再婚。如果這

是祂的意思，那麼耶穌就會因一個有罪的人的罪而懲罰一個無辜的人了。在太五：31-32，耶穌是根據申二十

四：1-4 的背景而說這番話的，在那段經文中，顯然那個被丈夫非法遺棄（離婚）的無辜妻子，最終可以合法
地再婚。 
 

當一個有罪的丈夫和他無辜的妻子離婚時，其他男人應當給她足夠時間和機會，讓她的丈夫可以糾正錯誤，並

與她和好。另一個男人不要匆匆與那個無辜、被遺棄的女人結婚。如果他這樣做，就捲入一宗非法離婚，因而

與一個他本不應匆匆迎娶的女人犯姦淫。太五：32 下的意思是，另一個男人不要立刻與她結婚，她也不要立
刻禁不住就與這個男人結婚。因為那個有罪、以不當理由打發她離開的第一任丈夫仍可能會悔改，所以要給他

時間和機會改正過來，為犯姦淫或非法離婚的罪悔改，並且與前妻和好。耶穌沒有具體指出要等多久。祂也沒

有進一步闡述這一點。 
 

 (2) 耶穌並沒有指出與離婚和再婚相關的一切教導。 
事實上，這段經文是針對丈夫或另一個男人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而不是針對妻子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這表

明耶穌並不是要在這段經文中指出與離婚與再婚相關的一切教導。耶穌所做的是反對那個時代在猶太人當中普

遍存在的道德敗壞。祂特別反對猶太男人往往很輕易就打發妻子離開（離婚）。祂反對離婚，駁斥猶太人對舊

約律法的誤解，重申律法的真正含義（太五：17-18），責備有罪的一方，維護無辜的一方，並且自始至終一

直維護神所設立神聖不可侵犯的婚姻關係（太五：31-32；十九：3-6）！ 
 

在另一段聖經（林前七），使徒保羅進一步闡述了婚姻和離婚的問題。 
 

C. 保羅把耶穌基督對於離婚的教導應用在教會裏 
 

引言。當基督徒在其他非猶太（外邦）國家傳福音時，他們在離婚和再婚的問題上面對新難題。在這種宣教的

處境下，“異教婚姻”是指一對夫妻在結婚之後只有丈夫或妻子一人成為基督徒。哥林多的信徒想知道基督徒

是否應該與不信的配偶離婚。因此，使徒保羅在聖靈的引導下對離婚和再婚作出更多指引（林前七：40）。他

指出基督徒在屬靈上不相容（換包話說，由於其中一方不是基督徒而導致不和諧）的情況下才可離婚（林前

七：12-16）。 
 

1. 在異教婚姻中，不信的配偶願意與信主的配偶同住。 
 

探索和討論。在異教婚姻中，若不信的配偶（非基督徒）願意與信主的配偶（基督徒）同住，應當如何處理？ 
閱讀林前七：12-14。 
 

筆記。有一點必須強調，使徒保羅明確地教導，基督徒不可與不信的人或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結婚（申七：3-
4；林前七：39；林後六：14 – 7 至七：1）。 
 

然而，有些人結婚的時候並不是基督徒，婚後才成為基督徒。在林前七：12-14，使徒保羅談到在這種情況下

的婚姻和離婚問題。如果非基督徒配偶情願和基督徒配偶同住，那麼，基督徒配偶就不要與非基督徒配偶離

婚！對神來說，繼續維持這段婚姻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不信的配偶及他在這段婚姻中所生的兒女，會因着與

信主的配偶保持親密關係而成了聖潔。“成了聖潔”並不是林前一：30 所說因一個人在基督裏而在神面前

“成為聖潔”，因為那種聖潔不能給不信的人。它是指“分別出來”，意思是他和他的兒女在不信者的圈子裏

不再感到有歸屬感。不信的配偶及其兒女，會因信主的配偶而與信徒群體（教會）聯繫在一起，受這個群體影

響。在這樣的婚姻中，兒女在基督教會中長大，不信的配偶也可能開始到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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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異教婚姻中，不信的配偶不願意與信主的配偶同住。 
 
探索和討論。在異教婚姻中，若不信的配偶（非基督徒）不願意與信主的配偶（基督徒）同住，應當如何處

理？ 
閱讀林前七：15-16。 
 

筆記。在異教婚姻中，若不信的配偶不願意與信主的配偶同住，他們可以離婚。如果非基督徒不願意與基督徒

配偶同住，那麼，基督徒應容許非基督徒配偶跟自己離婚。林前七：15-16 說：“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

由他離去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着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作奴僕）。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這段

經文按字面的意思是說：“若不信的人要分開或離婚，就讓他離開或離婚吧。信主的弟兄或姊妹在這樣的事上

不像奴僕那樣受拘束。”要為離婚負上全部責任的，是不信的一方，而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必阻止非基督徒

配偶離開或離婚。 
 

基督徒應容許非基督徒跟自己離婚，因為神呼召基督徒，原是要他們和睦。在這裏“和睦”的意思不是指家裏

沒有糾紛和爭吵。神呼召基督徒和睦（林前七：15）是救恩所帶來的結果，使人與聖經中的神和好，也與人和

好。擾亂或危害這種和睦就是所謂的屬靈上的不相容。當信主的配偶想要積極參與教會，或者當信主的配偶想

要用基督信仰來教養自己的兒女，但不信主的配偶卻以言語或身體暴力來作出反對時，這種和睦就受到擾亂。

如果這種和睦受到擾亂或危害，是由於非基督徒配偶不願意與基督徒一起生活而引起的話，離婚是容許的。當

非基督徒配偶想要離婚時，基督徒就不應阻止離婚，而是要容許離婚。 
  

當非基督徒配偶不願意離婚時，基督徒就不可離婚了。可是，如果非基督徒配偶不願意離婚，卻繼續虐待基督

徒配偶或他們的兒女，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配偶容許與非基督徒配偶離婚，理由是屬靈上的淫亂，這包括暴

力行為，以及屬靈上的不相容，這擾亂了人與神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和睦。政府當局或教會通常會判定雙方解

除婚約，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不應阻止離婚。 
 

D. 彼得把舊約中關於離婚的教導應用在新約中 
 

丈夫對待妻子的方式大大影響他與神的關係和他的禱告！瑪二：13-15 說，人若對配偶不忠，神必不再垂聽他

的禱告，不再理會他流淚向神的呼求，也不再看顧他的供物！ 
 

在彼前三：7，使徒彼得說：“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

恩的，所以要敬重他。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如果一個男人粗暴無禮地對待自己的妻子，神必同

樣拒絕他一切的祈求！這是對所有在婚姻中使用暴力來強制妻子的男人所發的警告。這也是對所有用尖銳的言

語傷害丈夫的女人所發的警告（參看彼前三：1-6）。因此，一個人在婚姻關係中的行為和態度對於神是否垂

聽他的禱告有莫大的影響。 
 

E. 離婚後的轉變、再婚和領導地位 
 

1. 離婚後的轉變。 
 

引言。雖然姦淫和離婚是嚴重的罪，但福音的大能可以使犯姦淫或非法離婚的人的生命改變過來。 
 

 (1) 真正的悔改使人得赦免。 
閱讀箴二十八：13；徒十三：38-39；約壹一：9；太四：5-7。 
探索和討論。如果一個人犯了姦淫或非法離婚，他應當怎麼辦？ 
筆記。凡真心認罪悔改、歸向神，並改變自己生命的人，必得赦免和更新。神必憐憫悔改的罪人。祂必赦免

人，並且藉着歸信和成聖把破碎的生命徹底改變過來。 
 

然而，基督徒不可濫用神的恩典和憐憫，先肆意與自己的配偶離婚，然後試圖求神赦免。這樣的行為等於試探

神！ 
 

 (2) 耶穌與犯姦淫的人建立關係。 
閱讀路七：36-50；約四：16-19；約八：1-11。 
探索和討論。對於姦淫或非法離婚，耶穌的榜樣對我們有何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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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在舊約，神談到大衛為自己犯姦淫和謀殺的罪而悔改（撒下十一和十二；詩五十一），“我尋得耶西的

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徒十三：22）。 
 

耶穌來到世上，為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路五：31-32；十九：10）。這包括犯姦淫的人。耶穌沒有責備或

懲罰那個在城裏過着罪惡生活的婦人，卻赦免她一切的罪（路七）。耶穌沒有責備那個過着淫亂生活的撒瑪利

亞婦人。相反，祂顯明自己是救主，使她的生命完全改變過來（約四）。耶穌也沒有責備那個行淫之時被拿的

婦人。相反，祂勸告她要離開罪惡的生活（約八）！ 
 

 (3) 既然神在聖經中使犯姦淫的人改變過來，今天祂也能改變這些人。 
 

閱讀林前五：1-13；六：9-11；七：11；林後二：5-11。 
探索和討論。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對各種各樣的淫亂帶來什麼影響？ 
筆記。耶穌基督的福音有能力改變淫亂的人、犯姦淫的人和非法離婚的人。在林前五：1-13，我們讀到哥林多

人是何等的敗壞和墮落。 
 

在林前六：9-11，我們讀到神對各種各樣的淫亂施行審判。經文說：“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

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可是，使徒保羅也說，過這種生活的人也可以得救，生命完全改變過來。他寫道：“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

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因此，雖然教會的長老應當管教基督徒中間那些犯姦淫和非法離婚的人（林前五：1-8），但他們的目的應該

是叫犯罪者悔改，使生命改變過來（林後二：5-11）！ 
 

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需要神的憐憫和恩典使他們得救和改變。人若犯了姦淫或離婚，後來卻真心悔改，也可

以從神那裏得憐憫，使罪得赦免，並且蒙神恩典，使生命改變（約壹一：8 – 二：2）。 
 

如果離婚雙方仍未再婚，就應當努力與前妻或前夫和好，並且設法重拾他們從前的婚姻（林前七：11）。 
 

2. 離婚後再婚。 
 

引言。離婚後再婚這個問題在基督徒當中具有爭議性。真誠的基督徒領袖對於聖經中的主要經文有不同的詮

釋。然而，所有基督徒都必須考慮聖經中的明證，教會眾長老應當對所屬教會的處理方式作出最終的決定。對

於離婚後再婚，聖經教導以下兩個重要原則。 
 

 (1) 對於離婚中犯罪的一方的教導。 
 

閱讀可十：11-12；。林前七：10 – 11。 
探索和討論。離婚中犯罪的一方應當怎樣做？ 
筆記。在許多婚姻中，離婚的夫妻雙方在一定程度上對於自己的婚姻以離婚收場都感到罪疚。也許他們忙於世

俗事務，無暇顧及婚姻和家庭。也許他們沒有作出任何行動去鞏固自己的婚姻關係，又或者他們沒有用合乎聖

經的方式去解決他們的衝突。因此，雙方都必須悔改。 
 

然而，耶穌和保羅談到的不是由於上述合法理由而離婚的人。離婚中犯罪的一方必須與前妻或前夫和好，否則

要保持獨身。 
 

結婚是好事或值得讚揚的，但肯定不是命令（林前七：1-7）。然而，維持婚姻絕對是主耶穌基督的命令，不

只是好事或值得讚揚而已（林前七：10-11）！雖然使徒保羅或許建議人在某些情況下保持獨身或結婚，但主

耶穌基督命令已婚的基督徒要維持婚姻！ 
 

耶穌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子；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可十：11-
12）。耶穌在這裏談到的是犯罪的一方，這人非法與他或她的配偶離婚，然後又非法與另一個女人或男人再

婚。因為耶穌不承認非法離婚，所以祂也不承認此後的非法再婚。祂認為非法離婚和非法再婚都是“犯姦

淫”。使徒保羅警告，犯姦淫又不肯悔改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六：9-11）。 
 

在馬太福音，耶穌談到的是猶太人的情況，那裏的男人大都與妻子離婚。在哥林多前書，保羅談到的是外邦人

的情況，那裏的女人較為開放，經常與丈夫離婚！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對丈夫或妻子的教訓對雙方都同樣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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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督徒配偶若肆意非法離婚，第一段婚姻也不是被神視為無效。犯罪的一方不可再婚，而是要採取行動與

無辜的一方和好。如果他或她不願意與無辜的一方和好，他或她就要保持獨身。 
 

然而，這段經文沒有詳細說明，如果離婚已經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應當怎樣處理；換句話說，當無辜的一方

在犯罪的一方為離婚認罪悔改之前已經再婚，應當怎樣處理。有些基督徒領袖認為，犯罪的一方永遠不可再

婚。他們強調懲罰，認為犯罪的一方必須承擔他或她的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後果。 
 

有些基督徒領袖認為，已悔改的姦淫者可以再婚。他們認為神是滿有憐憫的。祂必赦免已悔改的姦淫者，不再

記念他的罪（路七：47-50；林前五：9-11；來八：12）。 
 

此外，林前七：9 教導，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這個原則肯定也適用於那些已悔改並蒙赦免的姦淫

者！ 
 

 (2) 對於離婚中無辜的一方的教導。 
 

閱讀林前七：39；林前七：15；林前七：9。 
探索和討論。離婚中無辜的一方應當怎樣做？ 
筆記。離婚中無辜的一方不一定要保持獨身！ 
 

使徒保羅教導：“丈夫活着的時候，妻子是受神的律法約束的（像奴僕一樣）（希臘文：dedetai）（陳述語

氣、完成時態、被動語態）（林前七：39）。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

的人。”在這裏“約束”一詞的字面意思是，繼續受神的律法約束，與配偶在一起。只有配偶死亡才能解除婚

姻狀態的約束，這樣活着的一方就完全可以自由再婚。林前七：39 有助解釋林前七：15。 
 

他又教導：“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着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像

奴僕一樣）（希臘文：ou dedoulótai）（陳述語氣、完成時態、被動語態）（林前七：15）。非基督徒配偶應

對離婚負責，基督徒配偶是無辜的。“不受拘束”一詞的字面意思是，不必像奴僕一樣繼續受原本的婚姻狀態

約束。因此，無辜的基督徒不必在他或她的餘生保持獨身，等待非基督徒配偶或許成為信徒，並恢復他們從前

的婚姻關係。然而，無辜的基督徒應當給有罪的非基督徒配偶充分時間去悔改和重修破裂的婚姻關係（太五：

32）。但經文沒具體地指出無辜的基督徒應當等多久。然而，在神眼中，非基督徒若提出離婚便解除了婚姻的

約束，基督徒可以完全有自由再婚。神不再把第一段婚姻視為具有約束力。 
 

這一點與保羅在林前七：1-9 所說的相符：無辜的基督徒可能沒有領受節制的恩賜，或許會慾火攻心，因此，

除非他或她再婚，否則可能會受到撒但試探，因沒有自制力而陷入淫亂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最好還是

再婚。 
  

總結。林前七：39 有助解釋林前七：15。 
婚姻關係可以在下列情況下合法地解除： 
• 配偶死亡 
• 非基督徒配偶肆意離婚 
• 基督徒配偶或非基督徒配偶對婚姻不忠（在性或宗教方面的淫亂，包括暴力行為）。 

在這三種情況下，無辜的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再婚！ 
 

離婚中無辜的一方必須給犯罪的一方充分時間去悔改和重修破裂的婚姻。可是，經過了一段充分的時間之後，

如果犯罪的一方仍拒絕悔改，無罪的一方不必受約束保持獨身。耶穌和保羅都沒有具體地指出這段時間要有多

久（參看來四：7-8）。 
 

3. 離婚後的領導地位。 
 

閱讀利二十一：7 ，14；提前三：2。 
探索和討論。對於離婚的人作領袖，聖經有何教導？ 
筆記。基督徒領袖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分歧。 
 

 (1) 舊約時代的祭司。 
在舊約時代，舊約的祭司不可以娶一個無辜被休的婦人（利二十一：14；結四十四：22）。 
 

 (2) 新約時代的長老。 
在新約時代，作長老的要求是他必須“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這個要求不是指長老必須是已婚男人。長老可

以是獨身男人。但長老若是獨身，就當樹立純潔的榜樣（參看提前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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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長老若是已婚男人，就必須只有一個妻子。這個要求也不是指長老總不可再婚。如果他的第一任妻子死

了，他可以再婚，但只可以和信徒結婚（林前七：39）。但長老若是已婚，就當樹立絕對忠於妻子的榜樣，他

的一個妻子！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可奉行一夫多妻，也不可有情婦或立妾。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可犯姦淫

或淫亂，這包括與其他女人調情。神憎惡調情的事，因為調情只是虛情假意的追求和戀愛、自戀和缺乏自制而

已（創三：1-5；林後十一：1-2；提後三：1-6）。 
 

 (3) 離婚後的領導地位。 
至於曾離婚的人可否獲委任擔當領導地位，這要視乎教會對離婚後再婚的看法。有些基督徒領袖確信，一個曾

離婚的人總不可在教會裏擔當領導職務。 
 

有些基督徒領袖認為，一個男人若是離婚中無辜的一方，而他在其他方面都符合作領袖的資格，他也可以獲委

任擔當領導職務（組長、長老、教師）。 
 

大多數基督徒領袖都認為，一個男人若是離婚中犯罪的一方，就不可獲委任擔當領導地位。 
 

然而，有些基督徒領袖認為，一個男人若是離婚中犯罪的一方，但多年已來證明他已經悔改，生命也已經改變

過來，他可以再次在教會中擔任領導職務。他們強調神憐憫曾犯姦淫但已悔改的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

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雅二：13）！聖經沒有談到離婚後作領袖問題。因此，各地方教會的

長老必須就這個問題作出最後決定，教會的會友也應當尊重他們的決定。 
 

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離婚與再婚”。 鼓勵每個基督徒都要絕對忠於他或她唯一的配

偶，恨惡各種形式的淫亂和離婚。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約壹四 – 五；約貳；約叁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回顧 H 系列：“基督徒父母”。（1）付出的愛：林後十二：14 下-15 上。（2）全面發展：箴二

十二：6。（3）教導神的話語：申六：6-7。（4）照主的教訓養育兒女：弗六：4。（5）愛的管教：箴十

三：24。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約十九。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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