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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娶婚娶之事之事

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章保罗在教导婚娶之事。
 一到六章 保罗从革来氏家人听闻教会的近况，

教会 面有纷争结党 有淫乱 有争讼等等的问题教会里面有纷争结党、有淫乱、有争讼等等的问题，

保罗不但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更带出了神的准则和心意
 七到十六章 保罗针对教会所提的问题一一地答复 七到十六章 保罗针对教会所提的问题 地答复

教会给保罗的信，从十六17
可能是由司提反、福徒拿都、亚该古带来的。

我们在概论的部分也提过哥林多前书的结构很清楚，
一到六章是问题教会，
七到十六章是教会问题七到十六章是教会问题，

七1、25、八1、4、十二1、十六1都有提到「论到」，
保罗都是从「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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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都是 「论到」，

然后开始叙述教会问他的一些情况。

1-7是夫妻生活的教导，基本原则就是要避免淫乱，丈夫跟妻子的互动要合宜…
1「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就是他们论到这个婚娶的事 「我说男不近女倒好1「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就是他们论到这个婚娶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

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男不近女」就是不要有任何接触；这个「好」，不是说必须要如此，

或者这样就道德上比较高，不是这个好，而是说就不会被指责。

NIV英文版本就翻成「不结婚」。但是呢，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因此 2就说：也不是说大家都不结婚了 而是说结婚以后因此 2就说：也不是说大家都不结婚了，而是说结婚以后

要怎么样的互相对待，有什么事情要特别的留意。
 当时有些自认为属灵的妇女，她们不跟丈夫有正常的夫妻关系，

觉得自己比较属灵，导致于夫妻关系就有问题，甚至让丈夫有了婚外情

 也有一些另一方面的极端，就是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

反而轻视了物质世界跟身体 认为身体算不得什么 甚至于出轨好像也有理由反而轻视了物质世界跟身体，认为身体算不得什么，甚至于出轨好像也有理由

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偏激的思想。所以保罗需要导正，
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特别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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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特别讲到
夫妻的生活基本原则就是要避免淫乱，夫妻互动要有合宜的对待。

除非是因着属灵的原因，也就是要专心祷告，而且互相同意了，才能够暂时分房，
以后仍要同房。为什么要如此呢，保罗提醒他们要小心，以免给撒但留地步。以后仍要同房。为什么要如此呢，保罗提醒他们要小心，以免给撒但留地步。

在这章会看到保罗非常谨慎的用语，6「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12「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有些是保罗自己的意见，有些是出于神的心意。

在当时第一世纪，妇女地位是非常卑下的，但在教会里面她们是有被主提升的地位，

而且这里所教导的是丈夫与妻子的彼此的互相尊重、而且互有权柄。

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 我们的属灵生活是建立根基在你平常的日子的里面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我们的属灵生活是建立根基在你平常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不是每天都去灵修会、每天都去退修会，…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

我们是与人接触的，特别是跟家里的人更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与人接触的，特别是跟家里的人更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也不是只有在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才叫做属灵，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都见证出我们有主的生命。

所以特别在夫妻的关系上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把两性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

也反对把禁欲看做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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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对把禁欲看做正常的事，

这些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家庭的、夫妻关系的一些教导。



1-7讲到夫妻生活之后，保罗就讲到关乎离婚的事情，
就是夫妻有一些情况 分开了…就是夫妻有一些情况、分开了…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很清楚从圣经的教导：
婚姻是盟约，婚姻不是契约，

所以在离婚的这件事上，夫妻关系的事上，

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可彼此离弃。

因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这神圣的 在神面前立了约的 所以是不可彼此离弃因为婚姻是神所配合的，这神圣的、在神面前立了约的，所以是不可彼此离弃。

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都是信徒的话，
这个更要注意，更有该遵守的、更有该要知道的。这个更要注意，更有该遵守的、更有该要知道的。
10-11「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如果双方都是信徒、离婚了，那么不可再婚。
10「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保罗特别说不是我说的，

是主说的，10「主吩咐」的。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如果离开了不可再嫁 或者就跟丈夫再复合 再与丈夫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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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就跟丈夫再复合、再与丈夫和好；

同样的，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12「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其余的人」就是原来都不信的，然后结婚以后，有一方信了，
那信的一方觉得不信的一方就不洁净那信的 方觉得不信的一方就不洁净。

这边讲说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那你就不要赶她喔，

因为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用犹太的律法，例如：
 拉十1-4 以色列百姓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神，因此就休妻

先 责备 色列 背约行诡诈 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玛二11 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背约行诡诈，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因此，就要求对方离开

这是讲到说其余的人结婚以后有一方信主这是讲到说其余的人结婚以后有一方信主，
那信的一方觉得不信的一方他就不洁，

所以他想用离婚来解决这件事，就要对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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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就特别提醒你不要离弃妻子。

14「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
因对方的信而成圣了 这个地方是讲到身体因对方的信而成圣了，这个地方是讲到身体，

身体因婚约而分别为圣，不是因为灵性的关系，
不是因为因信称义而有分别，而是因着婚约的关系，

然后也有分别了，所以你就不要离开对方了。

但是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不信的一方，也就是婚后有一方信主了，
然后不信的 方就不愿意跟信的对方继续住 不信的 方他要走然后不信的一方就不愿意跟信的对方继续住，不信的一方他要走，

而信的一方，他尽力挽回但是却没有办法，保罗说：就由他吧，
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但是应该要尽力挽回才是。

所以，重视神对婚姻的心意要超过你是不是应该要离婚、
可不可以离婚的这些规条，毕竟恩典要比律法更有约束性。

彼此相爱就不会想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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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爱就不会想要分开，

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要解决要分开的问题，其实是蛮伤感情的。

圣经里只有在婚后有了性犯罪、出轨了、被遗弃了，才准许完全的离婚并且容许再婚。

有一句话叫做「马太的例外」 耶稣在太十九3-9祂所做的反应 就是所谓有 句话叫做「马太的例外」，耶稣在太十九3-9祂所做的反应，就是所谓
有限离婚跟再婚观。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婚约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准离婚。

十九3「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并不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直接回答，耶稣把神对婚姻的心意很清楚的带出来，

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 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不要谈分开的事，因为神对婚姻的祝福是这么清楚、是蒙恩的。

但是法利赛人是要来试探耶稣的，
7「摩西为什么要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

好像摩西是允许离婚的，耶稣就解释「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你给一个休书至少要让这个妻子 她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要她的证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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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一个休书至少要让这个妻子，她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要她的证明嘛，

而不是随意的任何原因都可以把她赶出家门。



但起初不是这样，「但起初」的意思就是神造人，神设立婚姻，
不是为着你叫去分开 起初是一个祝福 不是分开 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为着你叫去分开，起初是 个祝福，不是分开、是二人成为 体，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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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意思就是在婚姻里面准许的离开，

是因为有一方破坏的婚约，那如果不是因为有一方破坏婚约就离开的，

那么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如果有人娶那个被休的妇人，

而他不是因为破坏婚姻而离开的话 也是犯奸淫而他不是因为破坏婚姻而离开的话，也是犯奸淫。

10「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那又走了极端了，那就不要结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那又走了极端了，那就不要结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当然耶稣也有另外的教导：
独身的事情是神的恩赐，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

所以这个地方讲「马太的例外」，
是讲到说除非有淫乱的事情在夫妻关系当中已经破坏了婚约，

才有一个可以离开的 离婚的准许 否则的话都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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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 个可以离开的，离婚的准许，否则的话都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不是在一个破坏婚姻的关系当中分开的，那也不能再婚。

还有一个是「保罗的允许」了，就是七15 当不信的一方因为配偶信仰的缘故，

不信的坚持要离开 那保罗就对这个要尽力挽回不信的坚持要离开，那保罗就对这个要尽力挽回、

却没有办法的这个信的一方说：那就让他离开吧，就不必拘束。

所以这地方讲「保罗的允许」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也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也不是因为有婚外情、第三者，就是因为对方的信仰，不信的一方坚持要走，

不要跟信耶稣的配偶一起生活，而且十分的坚持，挽回也不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说那就由他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说那就由他吧。

但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可不可以再婚，
七10-11两个信徒的离婚除非是因为不忠不贞，七10 11两个信徒的离婚除非是因为不忠不贞，

保罗很清楚表明，如果双方不是因为婚约破坏而分开的话，那就要保持独身、
或者寻求复合，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在圣经这一章的教导。

 基督徒离婚如果从太十九9 就是一方犯淫乱，耶稣的回答这是可以离婚
 另外就是不信的一方坚持离开，你尽力挽回也没有办法，那这种就是离开了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犯规离婚 讲犯规离婚就是各种各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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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然还有所谓的犯规离婚，讲犯规离婚就是各种各样理由，
那就是任凭己意，现在有很多情况有可能是这样。

基督徒再婚的情况，就是配偶离世，或者说配偶犯淫乱，
就是有了第三者婚约破坏 就是唯一的原因离婚的 那可以再婚就是有了第三者婚约破坏，就是唯 的原因离婚的，那可以再婚。
还有呢，有人扩大了保罗的允许，就是说不信的一方离开，

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可不可以再婚，但是如果

不信的一方离开、而且他再婚的话，那信的人可以再婚。

那当然还有犯规再婚，就是什么原因都不管，都随意，这个不好。

如果是如此的话 我们是该要多么的谨慎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是该要多么的谨慎
在经营我们的婚姻、在维系我们的感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会看到有人虽然没有离婚，但是事实上也是感情非常的不合，你会看到有人虽然没有离婚，但是事实上也是感情非常的不合，

那也是蛮苦的事情，所以还是夫妻的关系都需要好好的去培养，好好的去经营。

现在讲的都是后面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但事实上，教会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来帮助弟兄姊妹，

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关系，
例如说教会可以建立一套全面的家庭教育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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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说教会可以建立一套全面的家庭教育训练课程，

教导信徒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也加强婚前辅导。

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在新人要进入礼堂之前，
有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个课程 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辅导有 段时间，我们有 个课程、帮助他们给他们 些辅导。

你可以先告诉他们婚姻有一些危机隐含在其中，

应该如何的处理，应该如何的来彼此的成全，

这些其实婚前辅导蛮重要的。

当然如果真的婚姻关系出了状况、出了问题，
超过了牧者 或者教会里面的辅导者的能力的话超过了牧者、或者教会里面的辅导者的能力的话，

仍然还是有一些基督徒的专家、一些专业的人士，

可以来做更进一步的帮助协谈，在这些情况当中可以做挽回的。

教会也可以转介更有一些经验的，就是在帮助这些濒临危机的家庭，
夫妻的关系，可以有些协谈，这是好的，有些咨商也是好的。

当然我们也是不断的要去关心教会的一些家庭，不论是新成立的家庭，

或者说中年的甚至老年的，每个家庭所碰到的困难，

夫妻的关系的困难是不一样的 牧者作全人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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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的关系的困难是不 样的，牧者作全人的关怀，

家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导对象。



离婚、再婚可以再事奉吗？其实这是误解了提前三2、12，多一6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句话 就反对再婚的人担任核心的服事「只做 个妇人的丈夫」这 句话，就反对再婚的人担任核心的服事，
保罗用这样的一句话讲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重点不是在说那个人曾经结过几次婚，而是他很清楚的，做长执的候选人

应该在各方面都有好榜样，在任何时候他也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他不可以是一个多妻者。所以这个经文根本不是在谈再婚者可不可以服事，
圣经的准则是非常的清楚的 但是要求主赏赐智慧圣经的准则是非常的清楚的，但是要求主赏赐智慧，

让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样带来帮助弟兄姊妹明白。

林后十一29「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后十 29「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牧者在面对信徒婚姻上的难处的时候是最难过的，

就算我们明白一切圣经的准则，有很多很好的辅导的常识，
但都要求主给智慧，都要求神加添牧者辅导者为父心肠，

用爱来领回这些软弱的肢体，来缠裹他们的受伤也陪伴孤单的人，

帮助他们要来跟随主的脚踪而行 这个在教会里面的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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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要来跟随主的脚踪而行。这个在教会里面的牧养

是一定会碰到的，那就是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以及恩典。

七18-24讲到要守住身份…
保罗在这里不是离题 但他的重点仍然是要强调—保罗在这里不是离题，但他的重点仍然是要强调—

各人蒙召是什么身份你就要守住这个身份。
丈夫跟妻子要看重从神来的呼召，尽力守住婚姻的神圣，

然后你现在有一个丈夫的身份、你有一个妻子的身份，你就不要改变。

这个地方也特别的做一个提醒要守住身份，
 就好像奴仆蒙召 他有得自由的机会固然是好 但如果没有 就好像奴仆蒙召，他有得自由的机会固然是好，但如果没有，

他其实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是个自由人了，他已经是得着释放了，在主的眼里看

 那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上你不是奴仆，你是自由人，你就更不需要为着私利，

有什么好处，把自己卖身为奴，或者说到一个有钱人的家就卖身为奴，

那你大可不必如此。24「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所以从前面到后面保罗并没有离题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所以从前面到后面保罗并没有离题。

保罗就强调个人蒙召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
他用奴仆蒙召以及自由人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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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奴仆蒙召以及自由人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弃掉，

然后要去卖身做别人的奴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提醒我们守住身份的重要。

七25-38保罗讲到童身的问题，论守童身…
25「论到童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怜恤25「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

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我们看到保罗的用字遣词是非常的谨慎的，

有的是主的命令是圣经的准则，有的是他的意见、看法，他都讲得很清楚，

因为保罗自己是单身他没有结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他用自己的 个过来人的身份跟经验 然后来做分享他用自己的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经验，然后来做分享。
 如果你已经有家室，当然就不要求脱离

 如果你没有进入婚姻，如果说你可以单身的来服事主，专心的来服事主更好
这是保罗自己把他的意见来告诉信徒。

26「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就是你按照你的素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还没有婚姻的话那保罗的意见是你不需要刻意进入婚姻，
进入婚姻当然有它的好处 但也有它很辛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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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婚姻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很辛苦的地方。

但是如果没有婚姻你可以更专心的来服事主，更知道用殷勤地事奉来讨主的喜悦。

29「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
讲到主要再来 讲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的一些因应 一些情况讲到主要再来，讲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的 些因应， 些情况…

保罗用家庭的生活来带入：在婚姻当中，你要付上很多的代价，也是很辛苦，
33「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32「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

当然我们是有家庭的人我们有家庭的责任，不管你是丈夫，你是妻子，

你是父亲 是母亲 都有家庭的责任 神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经历祂你是父亲、是母亲，都有家庭的责任，神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经历祂。

在很多困难当中祷告，神也垂听祷告，帮助我们度过困难，
有人是说他作了父亲以后，他才更深的明白天父的爱，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

有一个家庭，就要学习更多的包容、接纳、忍耐、谦卑，更要好好去顾念我们的家人。

弗五很清楚讲到夫妻关系，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比方。
在这地方也是特别的提醒，你要专心的来服事主，

 可能你没有家庭的缠累那其实是更方便一些，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家庭 当然你需要好好的看管你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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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家庭，当然你需要好好的看管你的家庭，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中、在等候主来，在这段时间，更要殷勤的来服事主…
35「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35「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

不是说我来把我很多的意思告诉你，你一定要听我的；不是这样，我是为你好，

「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没有分心的事。」
这些也是一个牧者、一个为父心肠，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帮你分析然后告诉你，

你在什么光景当中，你可以怎么因应，你可以怎么样的对待。

后面讲到对自己的儿女 如果这个孩子后面讲到对自己的儿女，如果这个孩子
 有一个坚定的心，他要守着家庭守着父母，那也不妨、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要进入婚姻，父母当然也是不能拦阻， 如果他要进入婚姻，父母当然也是不能拦阻，

父母应该要鼓励，父母也应该要成全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主，那我们就不要勉强，
他要结婚你就让他结婚，他如果不结婚那么你也尊重他。

这些都是做一个提醒。如果用女儿来解，从这个字面来说的话，
那就对父母说 38「这样看来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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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对父母说 38「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就是彼此了解，不勉强，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39-40讲到寡妇再嫁的事情，
有一方离世 另外一方可以再婚 保罗特别说那你要嫁给在主里的人 嫁给弟兄有 方离世，另外 方可以再婚，保罗特别说那你要嫁给在主里的人、嫁给弟兄…

40「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因为保罗自己是未婚，
所以在前面的经文特别讲到如果是单身的话，

在服事主的事上可以更专心、更殷勤，

可以更没有旁骛，可以更没有缠累。

所以他在这里也说「如果守节更有福气 」所以他在这里也说「如果守节更有福气。」
守节并不表示好像中国古时候贞节牌坊，不是那样的意思。

这个地方讲的就如果你不结婚你可以更好的服事主，很单纯就是这个意思。

40「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他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做，
保罗说他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他有这样的提醒、看法出来。

在婚姻的事上 或者单身的事上 在林前七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在婚姻的事上、或者单身的事上，在林前七讲得非常的清楚的，
在这一章里面婚娶的事，还有夫妻关系如何的来彼此相宜、彼此的尊重，

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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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我们领受以后我们就能够做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