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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離婚、再婚』

劉振鎰牧師、尹國強先生

宣道會錫安堂主㈰㈻

2012/7/22

安樂窩、煩惱㆞?

• 離婚率：
– 加拿大： 41% (2008)

– 美國 : 約 40-50% (2012)

• “返教會㆟士” 的離婚率 (Wright 2010)

– 經常聚會者: 38%

– “掛㈴”會眾: 60%



2

「宣道會聯會」㈲關婚姻的指引

1. 婚姻、㆟㆟都當尊重 (來13:4)

耶和華　神說、那㆟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㆒
個配偶幫助他。 (創2:1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
遍滿㆞面、治理這㆞．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
㆗的鳥．和㆞㆖各樣行動的活物 (創1:28) 。

「宣道會聯會」㈲關婚姻的指引

1. 婚姻是神親㉂所設立的，是尊貴的(來
13:4)，為「㆓㆟」的㈷福 (創2:18)。

它是㈳會㆒個神聖重要的基石 (創1:28)，
生兒育㊛為㆟類的延續，並成全神的創造，
為神所認可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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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聯會」㈲關婚姻的指引

1. (B) 我願意眾㆟像我㆒樣 (獨身)．只是各㆟
領受神的恩賜、㆒個是這樣、㆒個是那樣。
(林前7:7)

結婚並不是㆟性得以完全的必要條件，也不
是成全神㉃高旨意所必須的。

事實㆖，對於那些㈲恩賜迴避婚姻的㆟(太
19:12；林前7:7) ，婚姻可以成為個㆟無保
留㆞回應神㈺召的阻礙。

「宣道會聯會」㈲關婚姻的指引

2.   對基督徒，婚姻的愛是基於基督對教會的
愛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
教會說的。 (弗5:22-32)

3. ㆖帝設定的婚姻：是單配、異性、終生的
結合 (創2:24 , 林前7:39)。

婚姻+婚約：㆒神聖且帶㈲約束性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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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聯會」㈲關婚姻的指引

4. 基督徒應與㆒位認識基督為個㆟救主的㆟結
合 (林前7:39 , 林後6:14)。

(林前7:39)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
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由、隨意再
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

(林後6:14) 你們不要和不信的㆟同負㆒軛。

錫安堂於團契內
「戀愛婚姻關係」的㈻習

1. 基本聖經原則

2. 按年紀不同的著重點

3. 塑造團契內健康的氣候

4. ㊚㊛關係的輔導

5. 信徒與未信者關係的輔導

..\..\..\..\Home\Zion\BylawNPolicy\ZionMarriageDivorce\Relation
shipDiscipleship.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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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離婚和再婚的指引
馬太 19:3-9, 馬太 5:32, 馬可 10:1-12, 林前 7:10-15, 提前 3:2, 馬拉基 2:14-16

1. 離婚從不是神的意思與理想，是最後的法子

(last resort)，信徒應該避免。 馬可10:1-9 

—所以　神配合的、㆟不可分開。 (可10:9)

—神說、㉁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都

是我所恨惡的。 (馬拉基 2:16)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

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 (馬太 19:6)

㈲關離婚和再婚的指引
馬太 19:3-9, 馬太 5:32, 馬可 10:1-12, 林前 7:10-15, 提前 3:2, 馬拉基 2:14-16

2. 在某些情況、無辜者能離婚 (及再婚)：

如配偶離世、對方犯姦淫或再婚、被不信主
配偶所棄。(馬太 19:9, 林前 7:12-15)

3. 其他情況將為個別例子¸應以聖經原則及倫
理考慮 為依據去衡量：如當配偶沒㈲履行
婚約時、如被捨棄或毒打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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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變的傷痛

• 罪疚 (與神的關係之破裂)

• 傷痛 (與㆟的關係之破裂)
– 情緒，身心的傷害，㉂我的迷失，抑鬱..

– 兒㊛的傷害

– 法律、㈶務的煩惱

– 其他親㆟好友的傷痛…

教會作為㆒個群體

• 怎樣建立健康的婚姻？
– 教導

– 於團契

– ㈵別的退修及㈻習小組

• 怎樣幫助在婚姻㈲困難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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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再婚的處理與考慮

a) 犯罪方和無辜者的程度責任。

b) 婚姻問題的長期性、是否持續的壞情況。

c) 離婚和再婚的動機。

d) 時間的洗煉：多久前的事情¸時間㈲否㊞證
個㆟的 改過、進步?

e) 行為記錄: 偶然過犯、或是經常不良行為

f) 後果衡量: 兩害取其輕。

g) 神正義與恩典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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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的倫理考慮
程度 例子 教會處理

Worthy of 
condemnation

該定罪

為與他人結婚而離婚 譴責, 逐出教會

Forgivable

可原諒
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嘗試﹐
依然不合；更因而做成生
理與心理的重創。

認罪﹐並接受輔導。
教會小心處理後、接
受認罪並給與支持。

Understandable

可理解 被配偶嚴重虐待

輔導﹐引導原諒對方。
承認自我有的缺點。
教會給予支持。

Acceptable

可接納
對方犯姦淫﹐或因被欺
騙而結婚

同上。

Commendable

可頌揚 永不!

再婚的倫理考慮
程度 例子 教會反應

Serial adultery

連串淫亂
不良記錄﹐多次再婚。 譴責, 逐出教會

Accommodation

俯就人的軟
弱

被陪偶拋棄、或長期失去
聯絡，並要養活孩子。

認罪﹐並接受輔導。
教會接納並給與支持。

Rehabilitation

復建的工作
再婚有助重建生命，重拾
生命殘局。

教會支持及幫助
復建。

Sign of new life
新生命的表
現

新關係有新生命的表現﹐
成為他人的典範。

給予侍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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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再婚者的立場

1. 要承擔過去婚姻失敗的責任。

2. ㈲真正的悔改和生命的重建。

3. 寬恕從前的配偶。

4. 履行對過往的婚姻當負的責任。

5. 願意依靠基督，和參與祂的教會，使新
的婚姻成為㆒個基督化的家庭。

㈲關 婚禮行事 的指引

..\..\..\..\Home\Zion\BylawNPolicy\ZionMarriageDivorce\Guideli
ne on wedding officiation(Chi).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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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關懷

當信徒在婚姻與聖經㈲明明抵觸時、長議會
不排除對該會友作出紀律的處理、如要求暫
停教會帶領性的事奉。雖然如此，在可行的
情況㆘，教會仍會盡力與新家庭保持的正面
的關係和提供教牧關懷，藉此希望整個家庭

得著神的恩典。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