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牧期刊 26（2009年5月）

李錦棠

從哥林多前書七章
看離婚與再婚

一 引言

根據香港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06

年版》資料顯示，19�1年至2004年期間，香港的離婚數字急速上

升，由19�1年的2,062宗大幅度飆升至2004年的15,604宗的新高位。

明顯可見，離婚情況非常普遍。在香港，每十七對結婚人士便有一

對以離婚收場。

誠然，離婚的傷痛引致一些基督徒重解聖經有關的教訓，或者

弱化這方面的問題，希望使離婚與再婚者少受些痛苦和易於獲得接

納，但是，這些努力既不能幫助當事人，且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疑惑

和痛苦。筆者認為，恰當地處理聖經在這課題上的教訓和警告，不

要鴕鳥藏頭，也不要故意曲解聖經，才是妥善解決之途。
1	 所以，

筆者選取哥林多前書第七章作為研究內容，因為這是新約其中一段

較具體提及此課題的經文，希望透過保羅的思想讓我們可以不為現

今社會的相對道德觀左右，在面對婚姻困難時懂得察驗何為神的善

良、純全，和可喜悅的旨意。

1	潘國華：〈離婚與再婚〉，《今日華人教會》（19�9年10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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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教牧期刊

二 經文背景

當時的羅馬法律，有一種稱為divorce	 by	 separation的離婚法，

這法例同時適用於男女雙方（跟猶太人的any	cause	divorce不同，因

為後者只適用於男性），意指任何一方，無需任何理由離開居所，

便即離開對方，不再與對方同住（參林前七15），之後，任何一方

都可以申請離婚。
2

此外，哥林多教會存在一種「過份實現的末世觀」 (o v e r-

realized	 eschatology)，深深地影響他們日常的待人處事。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第七章的教導，便是針對一群存有這種末世觀的男女，他

們為了追求更屬靈的生活，即要如天使般活著，努力追求說方言的

恩賜，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天使的話語」（參林前十三1）。由

於主耶穌曾說天使是不嫁不娶的（太二十二30；路二十35、36），

於是，這些信徒便主張為了要維持自己的屬靈境界，也決定不嫁不

娶。至於已訂了婚盟的，便應該解除婚約（參林前七36、37）；

結了婚的，便不應該與配偶有性行為（七1∼7）。有些婦女甚至

與丈夫離婚（七9∼11）；有些信徒更因著配偶是未信主的，以為

繼續與他們同住，會影響自己屬靈的地位，所以打算與他們離婚

（七12∼14）。按此了解，保羅的教導乃是針對哥林多教會所發生

的這些事情而寫的，
3	 他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信徒不要改變蒙召時

的身份（七20∼24）。

2	 張永信：〈從聖經的教導看離婚及再婚〉，課堂參考資料（香港：建道神學

院，200�夏），頁13。

3	張永信：〈從聖經的教導看離婚及再婚〉，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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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哥林多前書七章看離婚與再婚	 51

三 經文分析

哥林多前書的第二部分從第七章開始。
4	 此部分以「論到你們

信上所提的事」（七1）作開始，這話顯示哥林多教會寫了一封信

向保羅請教一些問題，這信可能由司提反、福徒拿都和亞該古帶來

的（十六17）。
5	 信中內容主要包括婚姻、吃祭偶像之物、屬靈的

恩賜、為聖徒捐項等。

此章全章大致上都是跟婚姻有關的，以下按著內容和對象簡單

分段：

(1)		夫妻之間：繼續同房；分房只為專心禱告（1至7節）

(2)		鰥夫與寡婦：繼續未婚；禁止不住就嫁娶（�、9節）

(3)		結婚的（夫妻皆信徒）：不可離婚；若離了不可再婚

（10、11節）

(4)		結婚的（一方未信主）：不可離婚；若不信主的要求離

婚，信主一方就允許（12至16節）

(5)		未婚者：保持獨身最好，因現今的艱難，但結婚也很好

（25至3�節）

(6)		已婚婦女：丈夫健在，保持婚姻；丈夫死了，最好守獨

身，若嫁就嫁在主的人（39、40節）

4	第一部分是由一章10節至六章20節，主要處理一些保羅風聞哥林多教會出現的

問題，包括分黨和道德上的偏差。參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

釋》（香港：天道，1992），頁172。

5	馮國泰、李湯馬著，梁康民譯：《哥林多前書》，天道研經導讀。第三次印刷

（香港：天道，2004），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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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牧期刊

在上述結構中，我們注意到保羅給每一種情況〔(1)至	 (6)〕均

列出兩種選擇：前者最理想，後者是他允許的。譬如說，在	 (1)	的

情況，同房是理想的，但因專心禱告而分房也未嘗不可。
6	 而跟本

文題目直接相關的，就只有	 (3)、(4)	 及	 (6)，故本文只集中談論這

三個段落。

（一）信徒可以離婚嗎？（10、11節）

第10、11節的對象明顯雙方皆是信徒，因為保羅在第15、16節

才談論信主和未信主的婚姻問題。保羅一開始便強調他的話是有主

的命令，即代表他的教導成為金科玉律。耶穌在福音書中確有就婚

姻及離婚作出教導（太五32，十九9；可十11；路十六1�），
7	簡單

而言，保羅指出耶穌的教訓，就是人不可離婚，若離了婚，就不能

再婚。

然而，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31至32節和十九章1至12節是容許

人因「淫亂」而離婚，但為何保羅在此處不提及這「特殊情況」？

事實上，耶穌在馬太福音的教導，是針對猶太人當時的處境而說

的，
�	 所以保羅在此處沒有提及，是因為此處的理由不充分，當事

的哥林多信徒不是因為淫亂而離婚，換言之，馬太福音的特殊情況

並不適用於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上。

6	 鄧光復：〈從聖經看離婚與再婚〉，《使者》第4期（19�9年7／�月），頁

27。

7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香港：明道社，2005），

頁147。

�	 主當時的教導是針對當時猶太人中的希利	 (Hillel)	 一派的拉比，因為他們認

為可以用「任何緣故」(any	 cause	divorce)	休妻，即只要丈夫對妻子感到不滿，如妻

子在預備飯食上處理不善等，他們都可以寫休書把妻子休棄，然後再娶。詳參張永

信：〈從聖經的教導看離婚及再婚〉，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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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哥林多前書七章看離婚與再婚	 53

至於當時發生甚麼問題，從經文所見，保羅明言「妻子不可

離開丈夫和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足可反映當時教會內大概有一

群婦女，因著錯誤的屬靈觀（為了追求更加聖潔和屬靈），或不

滿丈夫的禁慾主義，所以提出離婚。
9	 同時，由於女性並無經濟能

力，財政大權便為丈夫所操縱，故此，保羅用了兩個不同的詞—

cwrisqh'nai（「離開」）及ajfievnai（「離棄」），因為若妻子要

求離婚，按羅馬的法律，只要她一走了之，離開配偶，便已經與離

婚無異。
10	但無論怎樣，以上兩句都是同義平行句，保羅要指出這

樣的分離是不可以的。

有不少人爭議第11節是否暗示保羅允許人可以離婚。當然不

是，保羅只是指出，離婚的事既已發生，所以他才說：「不可再

嫁」，因為一方面，保羅說明這種離婚理由是不合理的（不是為姦

淫的緣故），加上要杜絕有些人藉離婚為理由而再婚，故此，保羅

清楚指出，既然發生這種離婚的事，雙方都要保持獨身，因為他們

仍受以往的婚姻所約束；另一方面，保羅說明他們不可再婚，目的

就是既然他們存在一種錯誤的屬靈觀，如果再度進入婚姻中，必然

再觸礁；再者，如果再婚，便不能與前夫／前妻破鏡重圓了。事實

上，倘若他們得以糾正其錯誤的屬靈觀，則大可復合。所以，保羅

便說：「或是仍同丈夫和好」。由此可見，保羅仍堅持婚姻是一生

之久，和好如初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
11

9	Anthony	C	Thiselt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	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W.B.	
Eerdmans,	2000),	521-22.

10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頁1�2；張永信：《哥林

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頁147。

11	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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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教牧期刊

（二）信徒與非信徒的婚姻（12至16節）

保羅在第12	 至16節的說話對象，則是已婚而配偶未信主的信

徒。由於哥林多教會有許多信徒都是初信的，當中無疑有不少已婚

而配偶未信主的。有些信徒似乎擔心，與非信徒有性關係可能會使

自己不潔。對此，保羅不表同意，堅稱只要夫婦中未信的一方願意

與配偶一同生活，信主的一方就不可主動提出離婚（12、13節）。
12	正如梁家麟指出：「婚姻制度不是為基督徒專門設計的，卻是在

神造人時便已為人所確立，故其神聖地位就是任何信仰理由也不能

予以推翻。」
13

為了要使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安心，免致他們以為與不信主的配

偶維持婚姻關係，他們便會不潔，故保羅在第14節直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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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信主的丈夫或妻子如何可以藉著婚姻，把配偶變成聖

潔呢？當然，這裡所說的「聖潔」並不代表得救，否則就跟保羅一

向用這詞的含義不一。不同學者對此詞的含義見解分歧，但較為可

接納的解釋，大概因著信主的妻子，與不信主的丈夫同住，維持婚

姻關係，以致雙方都有正常的性生活，不致犯罪，這便是「成了聖

潔」的意思。畢竟，離婚不單不能使信主的妻子更聖潔，反而對雙

方造成莫大的傷害，甚至殃及池魚。所以保羅續稱：「不然，你們

的兒女就不潔淨。」因著家長犯錯，罪延續至下一代，使他們亦犯

罪，變成不潔淨。反之，一如保羅所教誨的，如果父母雙方能維持

美好的婚姻關係，兒女便會因著有美好的家庭生活，在婚姻上有著

12	克雷．布魯姆伯格著，尹妙珍譯：《哥林多前書》，國際釋經應用系列（香

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頁143。

13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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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觀念，他們便不會因而犯錯，所以保羅說：「如今他們是聖

潔的了。」
14

然而，倘若那不信的配偶要離去，那又怎麼辦？保羅便指出：

「就由他離去吧！」（15節）保羅是否自相矛盾，他前文指出無

論信徒與否，人都不可以離婚，但現今他卻說就由得這段婚姻終止

吧！事實上，配偶若非信主，就不受基督信仰不可離婚的要求所約

束，他們若堅持離婚，基督徒也無可奈何。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分

開，遭離棄的信徒是否可以再婚呢？保羅在經文中卻沒有明言，筆

者相信方鎮明的分析很值得參考：「林前七章的解釋可從羅馬書

七章2至3節中找到根據。這兩段聖經同樣是討論婚姻的問題，在

羅馬書七章2至3節保羅說明婚姻的關係是受制於律法的『約束』

(bound)，只有在不受律法約束的時候人才可以再婚，例如配偶死

亡，人便『脫離』(free)	 律法的約束，可以再婚。如果保羅在羅馬

書說明不受『約束』的人可以再婚，這豈不是暗示保羅在林前七章

說人可以在遭離棄的情況下『不受拘束』地離婚時，人也可以再婚

嗎？羅馬書七章2至3節所指的是有關配偶在肉身上的死亡，引致

婚姻盟約的結束。因著這盟約的結束，無辜的一方可再婚。同樣，

林前此處指婚姻的盟約因無法修補而結束，雖然以下兩段經文記

載了不同的理由引致婚約結束，但是其論據是相同的。只是婚約

結束，無辜者便可再婚了。」
15	此外，克雷．布魯姆伯格	 (Craig	L.	

Bloomberg)	也指出主耶穌允許因姦淫的緣故，人可以再婚，同樣，

遭離棄的也跟姦淫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不能跟配偶保持連合的關係

14	詳參張永信：《哥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頁149。

15	方鎮明：《情理相依—基督徒倫理學》（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1），

頁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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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關性），故此，這種情況實際上也表示已終止了婚約的關

係，故此，再婚是可以考慮的。
16

無論怎樣，保羅的原則始終都是：「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

睦。」（15節）原文意思是指著夫妻關係的延續，不破壞任何關

係。
17	

（三）對已婚婦人和寡婦說話（39節）

第39節可說是保羅為全章和整個基督徒婚姻問題作出總結。他

說：「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

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保羅的話包含了

兩個情況：

第一，若丈夫仍然活著，妻子依然為丈夫所約束。這不僅是

法律地位的拘限，也是神所設定的神聖婚約的後果，沒有人可以打

破這約束，尋求離婚或再婚。
1�	當然，保羅的教導並不僅適用於妻

子，其實無論丈夫或妻子，都要確定婚姻是一生一世的，這亦是保

羅在第1至15節反覆申明基督徒不能離婚的大原則。

第二，若丈夫死了，則妻子便不再受該婚約所約束了。當然，

這話也是向無論鰥夫或寡婦說的。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保持獨身或再

婚，不過，若他／她選擇再婚，就只能與「這在主裡面的人」結

婚。原因除了保持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純全的緣故之外，更是基於

現實上的考慮：恐怕信主的妻子會受到不信的丈夫的壓力，被迫放

棄信仰，或在倫理原則上有所妥協。
19

16	克雷．布魯姆伯格：《哥林多前書》，頁146∼147。

17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頁1�7。

1�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頁215。

19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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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觀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的教導，他指出只有兩個案例才

表明婚約是可以解除的，一是未信主的一方主動離去，另一是配偶

離世，這兩個情況都表示對方不能履行婚姻的承諾，故此婚約便告

解除。當然，夫妻仍然有復合的希望，保羅便指出，一旦糾正錯誤

離婚的理由，最終都要以重修和好為最大的原則。

四 聖經對離婚與再婚的看法

（一）舊約對離婚與再婚的看法

舊約中討論離婚及再婚的經文，最經典的莫過於申命記二十四

章1至4節。
20	事實上，這段經文是因應處境而生的一個處理方法，

即一個「案例」。全段經文最關鍵的詞就是「不合理的事」，就這

詞的意思，眾說紛紜，但原文的意思是「裸露的事」，在申命記

二十三章14節譯作「污穢」，按這詞的用法，大概是指一些本應被

隱藏起來的事物，如今卻暴露了，使人厭惡，並感到羞恥。但總括

來說，這是指一些事情或情況，使丈夫在感覺上厭惡她妻子，難於

再與她親近。無論怎樣，整段經文的目的是要使丈夫在三思後才採

取離婚的行動，並且要保障被休的妻子，不再受婚姻約束，可以合

法再嫁給別人。
21	所以，這段經文並非記載離婚的立法條例，而是

20
「人若娶妻以後，見他有甚麼不合理的事，不喜悅他，就可以寫休書交在他

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婦人離開夫家以後，可以去嫁別人。後夫若恨惡他，寫休

書交在他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或是娶他為妻的後夫死了，打發他去的前夫不可

在婦人玷污之後再娶他為妻，因為這是耶和華所憎惡的。不可使耶和華你神所賜為

業之地被玷污了。」

21	張永信：〈從聖經的教導看離婚及再婚〉，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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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當時的慣用方法，其精義不是討論休妻的問題，而是限制再婚

的權利，故與離婚無關。而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九章�節更明言「摩

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故休

妻絕非神的心意，摩西所定下的休妻律例，只是一種針對墮落的以

色列人的權宜措施。		

（二）耶穌對離婚與再婚的看法

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32節及十九章1至12節指出，除了「姦

淫」以外，其他的原因都不能成為離婚的理由。然而，我們必須留

意耶穌的說話，乃針對當時猶太人文化背景對離婚及再婚的觀念之

回應，而不是全面處理婚姻中離婚和再婚的種種問題。正如上文所

提，當時不少猶太人受到希利派	 (Hillel)	的拉比影響，認為姦淫或

任何理由	 (any	 cause	 divorce)	都可休妻，所以耶穌便明言只有「姦

淫」的緣故才可解除婚約。由此可見，耶穌的回應就是針對當時

any	cause	divorce的問題，
22	再者，耶穌強調離婚與再婚都是犯姦淫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耶穌用亞當與夏娃為例，說明婚姻的原

意是為對方而預備，他們的關係不可能有第三者，乃是一生之久，

因此離婚是錯的。所以，耶穌沒有批准人離婚，祂只是為那些面對

配偶淫亂的人指示一條出路。但若按神的心意來說，離婚不是必須

的。

22	張永信：〈從聖經的教導看離婚及再婚〉，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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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聖經對現代離婚與再婚的原則

根據上文所述，無論是保羅的教導，或是舊約及耶穌的回應，

經文大多是針對獨特環境而說的，尤其是哥林多教會所面對的離婚

問題。然而，現代人離婚的主要原因，似乎比以往更為複雜，包括

酗酒、吸毒、賭博、虐待、精神病等，那麼，保羅的教導如何應用

在現今的世代中？事實上，雖然現今與哥林多的處境不同，但我們

仍然可以從保羅的教導中找到一些方法與原則：

第一，保羅尊重主耶穌在世時所說的話，雖然耶穌在世時論離

婚的背景跟保羅所要處理的問題不完全一樣，但主的話對保羅和那

時代的信徒，仍有規範的作用。在現今世代中，我們處理離婚的問

題，也必須兼顧主耶穌與保羅的教訓。

第二，在保羅的教訓中，我們顯然看見保羅容許離婚，只是

在整體精神上，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的基本原則清楚明確，就是「以

不離婚為原則」。
23	故此，當婚姻出現危機時，仍以「和睦」（15

節）為大前提，故盡量積極消除婚姻上的問題，即使配偶是未信主

的，我們仍要以婚姻乃一生之久為目標。

可是，話得說回來，若教會面對一些虐待、亂倫等問題時，正

如梁家麟所言：「教會必須衡量具體情況，給予當事人權宜性的幫

助和指引；一句冷冰冰不近人情的不准離婚，無疑置一位被虐的妻

子於死地。」
24	筆者也同意梁氏所言，離婚始終是最後一著，夫婦

在面臨離婚的危機時，牧者可鼓勵他們先冷靜下來，甚至可建議他

23	陳若愚主編：《離婚與再婚》，第三版（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0），

頁34∼35。

24	梁家麟：《今日哥林多教會—哥林多前書註釋》，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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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分居一段短時間，讓雙方有空間靜思，如果暫時分居可挽回一段

婚姻，總比無條件接納離婚好。當然，接納信徒離婚的行動，並不

表示贊同離婚是正確的，畢竟我們只是被迫兩害相權取其輕，即或

如此，卻仍必須承認，這跟聖經的原則相衝突。故此教會必須令離

婚者明白，離婚始終不是基督信仰對婚姻最終的理想，只是我們不

是以一個審判者的姿態出現，而是關心他們，幫助他們回到神的懷

抱，重建與神的關係，而且也不會與群體分離。

誠然，防患於未然，教會應多發展家庭事工，透過教導正確的

原則和觀念、婚前輔導和婚姻成長訓練等，幫助會友避免錯誤的婚

姻選擇，進而懂得建立健康穩固的婚姻關係。

六 結語

總括來說，哥林多前書第七章清楚表明離婚與再婚不是婚姻

本來目的，也不是神原來的心意。保羅提及離婚和再婚，充其量表

達神容許而已。經文清楚教導一夫一妻的婚姻乃是一生之久，當今

世代輕視婚姻之約，教會更應該教導和捍衛這一項真理。已婚的信

徒，應該竭盡所能，付出自己，學習以愛和寬恕維持一段婚姻，不

要輕易言棄。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