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两道特别长的题我没有翻译，太长了） 

婚姻、离婚和再婚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1． 问：一个男人除了他妻子犯了奸淫罪之外，可否有另外的符合圣经的原因

与他的妻子离婚? 

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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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 19：9）。这里的

“淫乱”的意思是指任何不合法的性行为，“若不是”的意思是指“如果不

是”而且也指这是唯一的原因。 

 

 

2．问：一个女人与一个已婚的男人通奸，后来这个男人的妻子死了，现在这

个女人与这个鳏夫结婚，这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 

答：如果个女人不曾结婚，或按圣经的原则离了婚，那么这位鳏夫与这个女

人，做了真正地悔改后，他们就可以按照圣经教导结婚。（马太福音5:32；

19:1-9；罗马书7:1-3）。 

 

 

3．问：一个女人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再婚，后来第二任丈夫去世了，

现在她想回到她的第一任丈夫身过，但是他的第一任丈夫已再婚，所以她不能

再嫁。按照圣经的原则，她是否可以再婚，或基督徒再婚呢？ 

答：按照圣经的原则，她不能与任何人再结婚，除非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

的原因是她的丈夫犯了淫乱罪，若是这样，她就是无辜的一方了。（马太福音

5:32；19:1-9）。 

 

 

4．问：当一个人犯了奸淫罪后与第一配偶离婚，而再婚后，是否可以能被原

谅？ 

答：不可以！上面所述的那个人没有权力再婚，持续在通奸的状态中! 他或她只

有在真正的悔改后才能被原谅， 这种悔改包括解除关系，若不解除关系，第二

宗婚姻中的两个人都在犯罪。 

 

 

5．问：上述问题中所述的人是否应该在他或她的余生都独身呢？ 

答：这个人要么独身要么回到他（她）的前任配偶！一个人只有当他（她）的

配偶去世后才可再婚（罗马书 7：1－3），或者按照圣经原则他（她）是前任

婚姻的无辜一方（马太福音 5：32；19：1－9）。除了这两种原因外，再婚也



是通奸，任何参与者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 6：9－11）。 

 

 

 

6．问：如果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再婚有了孩子们，那对这些孩子们的责任是什

么？ 

答：可惜, 属世上的罪的结果时常会伤害许多人，造成许多人悲伤，然而，因犯

奸淫罪而有了孩子并不能为持续在通奸状态而提供藉口，并且毫无疑问这些孩

子们需要被带他们来到世界的人所抚养。（以弗所书 6:4；提摩太前书5:8）。 

 

 

7．问：一个人是否可以因任何理由离开他的妻子而再婚？ 

答：不可以！请细仔阅读马太福音 19:3-9! 

 

 

8．问：希伯来书13：4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婚姻应当被尊重，床不可被污

秽？ 

答：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来说，婚姻都是值得尊重的，床都应当是不可被污秽

的！婚姻之外的任何性关系都是可耻的！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二为一时，

婚姻就应当被尊重了，床也不可被污秽了（创世纪 2：24；马太福音 19：5－

6），例如当两个人按神的旨意结婚后，对这两个人来说，其他任何的婚姻都是

有罪的，而且是可耻的！ 

 

 

 

9．问：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妻子离开之后再婚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他的

妻子只是受洗 ，但不相信。 

答：圣经是给世界各地所有人的，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只要不是因奸淫罪

而离婚，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可再婚（马太福音 5：32；19：9）。如果是

因为奸淫罪而离婚，其中无辜的一方（即他或她没有沾染任何有罪方的罪）是

可以再婚的！  

 

 

10．问：我现在二十三岁，我是否适合结婚? 

答：一些人适合在年轻时结婚，有些在 23 岁，这个年龄有些人还没真正成熟而

不适合结婚。虽然，我们不了解所有的环境，但从你的信看出你已够成熟来接

受婚姻的职责。然而，一个成熟的男人考虑结婚时他要确保他有能力养家，更

重要的是，他要确定他愿意与他想要结婚的女人共同生活，直到死亡将他们分



开，而且无论在任何方面，这也是与神的旨意相符的！请仔细小心地阅读马太

福音 19：3－9！  

 

 

11．问：如果你吻了不是你丈夫（或妻子）的人，这是罪吗？ 

答：一些亲吻可能是罪.，但另一些则可能不是！ 在一些国家，亲吻是一种问候

或道别的方式，这些是没有不轨的意念，也就不是有罪的！在新约时代就有这

样的例子。例如，保罗在罗马书16：16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

洁”。其他有非法欲望与动机的亲吻，若诸如此类的吻则违反了歌罗西书3：5

（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就是罪，因此，神的虔诚的孩子需要避免如此的

事情上（歌罗西书3：2）。 

 

 

12．问： 如果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与他的第二个妻子有了一个大的家庭，接受了

福音, 我是否可按圣经的教导给他受洗? 

答：如果这个男人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因他妻子的通奸理由而离婚的话（马太

福音 5：32），这个男人是完全无罪的，而且如果第二任妻子也有符合圣经标

准的结婚条件，这个男人可以按圣经的教导而受洗。如果他与他的第一 妻子的

离婚不是因为通奸的原因，这样这个男人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就是通奸了。

若他不悔改的话，他就不可以受洗（使徒行传 2：38）。这意谓着当第一宗婚

姻若未按圣经标准而无效的话，他们的第二宗婚姻，神并不允许。即使是这个

男人因他的第一任妻子犯奸淫而与她离婚，但若他的第二任妻子不符合圣经中

关于结婚的条件，那么他们仍然是在通奸，这种情形也要求按圣经的要求悔改

后再受洗。 

 

 

13．问：基督徒可以与非基督徒结婚吗? 

答：可以！在哥林多前书7：12－14，我们读到基督徒可以与非基督徒结婚。尽

管这种婚姻不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若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的婚

姻会比较成功些！例如：夫妻两人有同样的方向，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目标，

同样的侍奉神！  

 

 

 

14．问：如何能在家中有较多的协调和快乐? 

答：有关这个问题，现今已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但仍然还会有很多疑问显得

无法回答的。所有的资料、所有的发表会、所有的演讲都在这一个主题上给了

一个也是唯一的答案，那就是若要家中有较多的协调及快乐，这个家庭必须是



基督徒的家庭，他们有相同的属灵梦想和志向，那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学习彼

此相爱。没有其他的方法！神在以弗所书5：22－31教导做丈夫或妻子的应如

何爱他们的配偶。这经节中的爱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博爱，当我们用这样的

方式爱他人时，我们将会把我们所爱的对象放在 高位，也就是如，做为丈

夫，他将会把他妻子的想法、需要和意愿放在 高位，而做为妻子的，则将会

把她丈夫的想法、需要和意愿放在 高位。任何其他的人或事都不可替代！毫

无疑问地，这样做的 好的理由之一就是神命令我们这样去爱，便可以得到神

的祝福，在家中的协调和快乐。神的话永远有力量！ 

 

 

15．问: 我在我的第一宗婚姻期间犯了通奸罪，但我妻子不知道，她要求离

婚，我没有申辩，后来我与另外一个女子再婚，并与她有了一个孩子。因在第

一宗婚姻期间我犯了通奸罪，所以是不是我当时不可以与现在的妻子结婚？ 

答：你不能与你的第二个妻子结婚的理由是：因为这样做是通奸行为。尽管你

对你的第一宗婚姻的通奸行为感到内疚，你的妻子（因不知情）与你离婚并不

是因这种原因（马太福音 5：32）。但是马太福音 19：9 告诉我们：你们这样

的第二宗婚姻中的夫妻二人都犯了通奸罪。如果你的第一任妻子因你的通奸罪

与你离婚，那么她做为无辜方是有权再婚的，而你做为罪恶方，则无权再婚。

按着神的旨意，你可以在以下二者做出选择：(1)悔改，如果可能的话，回到你

的第一个妻子身边，但是供养你在第二宗婚姻中生的孩子（们）；(2)悔改，并

过着独身生活，同时安排好孩子（们）的生活。所有涉及其上的成人都应该悔

改，请仔细阅读马太福音 19：3－12。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罪的结果对我

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那么为了

此生过后的永生，这个困难或其他的事情都是值得的！也要知道，只要我们悔

改，神很乐意的原谅我们！ 

 

16．问：既然在旧约中大部分神所命的国王都是一夫多妻，为什么今天却不可

以? 

答：从 初，神的律法是要一个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纪2：22－25；马太福音19：3－9）！直到死将他们分开（罗马书7：1

－3）。神并没有规定婚姻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在旧约时代，因为犹太人的

心硬，神允许他们叛逆了神的 初规定，摩西也允许了他们休妻（马太福音 

19：8）。耶稣告诉活在新约之下的人：“从起初并不是这样”（马太福音

19：8）。在第9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

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耶稣有效地告

诉活在新约之下的人，在婚姻上，我们不被允许采用那些活在旧约之下的人的

做法，而是回到神的 初规定，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终身相守! 

 



 

17．问：一个未婚男人在不同时间与两个女人同居，后又离开了她们，他与第

三个女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但是这个女人离开了他，因为他没有付聘金

给她，后来他道歉后，她决定回到他身过。1) 她是在一个正确婚姻的家中吗？  

2) 既然两者都是非信徒，他们一定要合一吗？   3) 同居的两个女人是否是他的

合法妻子吗? 

答：1) 如果这个男人没有合法的和按圣经原则与两个女人同居，他就是犯了奸

淫罪。不言而喻，这两个女人与这个男人都应该悔改他们的罪！若第三个女人

与这个男人结过婚或因前夫或妻犯了奸淫罪而离婚（马太福音5：32）的话，

他们的婚姻是符合圣经的。从你的信中可看出，无论什么情形，夫妻双方都应

极端地小心，只有合法的、符合圣经原则的夫妇（丈夫和妻子）之间才可有性

关系。所有在婚姻外的性关系都是有罪的。那些行此事的人将不能继承神的国

（加拉太书5：19-21）。 

2)世上所有的人（无论信徒还是非信徒）都应遵守新约圣经，并藉此而

审判（哥林多后书5：10；约翰福音12：48）。没有可以人在不合法和符合圣

经原则的前提下，象丈夫和妻子一样同居，所有尝试这样做的人就是犯了通奸

或奸淫罪了。 

3) 与这个问题中的男人同居的两个女人是不合法的及不符合圣经原则

的，任何一个都不可以做为他的合法妻子。 

 

 

 

18．问：我犯奸淫罪，我必须找到那个与我犯奸淫罪的女人的丈夫，请求他原

谅，还是我应该只祈祷请求宽恕? 

答：毫无疑问，犯奸淫的两个人都应该认罪并忏悔。这种忏悔或任何其他的罪

需要向知此事的人们知道。如果只有一个人知道，就向一个人忏悔；如果有几

个人知道，就象几个人忏悔；如果公众都知道，就要象公众忏悔。对于没人知

道的罪，则没有向公众忏悔的必要了（雅各书5：16；约翰一书1：7－8）。 

 

 

 

 

19．问：如果一个人不和他的妻子居住，他仍然能参加礼拜吗？他的妻子没有

犯任何通奸罪或奸淫罪。 

答：我理解“不和他的妻子居住” 的意思是指这个人不想和他的妻子居住，而

且没有任何圣经根据，例如淫乱的原因（马太福音5:32）就与她分开。这也被

假定为此婚姻是符合圣经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人已经犯了罪而且需要悔

改，并做适当的赔偿以回到他的妻子身边（玛拉基书2:15-16）。基督已经非常



清楚的告诉我们，“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若这样

做，就是犯罪了。 马太福音19：9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有真正悔改和恰当的赔

偿，罪才能够被原谅（路加福音17:3）。人若坚持不改，那么他敬拜将不被神

所悦纳（马太福音5：23-24）！ 

为了使婚姻更完美，夫妻双方必须商议好，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接着

他们需要学习将对方放在自己的喜好和嫌恶之前。然后，只有这样，这种婚姻

才可以被我们天上的父认为是正确的和可接受的！ 

 

 

20．问：如果一个女人因她的丈夫犯了淫乱罪而离婚，之后再婚，你对她的第

二个丈夫有什么忠告吗？ 

答：“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道书12：13）！ 

 

 

21．问：如果一个基督徒姐妹是一个男人第二个妻子，当他的第一个妻子死

后，这个基督徒姐妹是否就可被神接受了？ 

答：一夫多妻是罪！神已经注定婚姻只是给二个人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直到被死亡将他们分开（马太福音 19：4-6；罗马书 7：1-3）。当一个男人和

一个女人按圣经原则已婚后，若有第三者插入，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得到神的祝

福的。更甚者，第三者和相关者心照不宣的参与此婚姻就是犯罪。上述的经节

要求所有第三者都应自动离开，若不悔改，没有人可以被加入到基督的教会中

（使徒行传 2：38；2：47）。所有那些卷进一夫多妻的关系中的人都是犯了奸

淫罪！也就是说，当这个男人的第一个妻子死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并不可以被

神所接受。因为这个男人与他的第二个妻子是在奸淫罪中，神 初并没有将他

们合二为一。如果这个基督徒姐妹是在成为基督徒后犯的奸淫罪，那她更应该

悔改（中断、离开、断绝）这种关系并向神祈祷，也许她心里的意念可被赦免

（使徒行传 8：22）。如果她是在卷入这种关系之后受浸的，并且毫无悔悟，

仍然维持这种关系，那么她的洗礼是没有效的。她必须忏悔过去所有的罪，包

括当前的这种婚姻关系（路加福音 13：3），口里承认基督（罗马书 10：9－

10）然后按照圣经受浸（使徒行传 2：38）。当她在任何方面都顺从了这些神

的话语后，她就可以按圣经的原则结婚了。应当极其小心的是，要确保以后不

要发生同样的奸淫的事。问题上的这个男人也需要为他的奸淫罪及一夫多妻罪

悔改，并决心以后不再有同样的事发生，然后他可以自由结婚。 

 

22．问：一个男人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与另外一个女人再婚，当他的第一

任妻子有了朋友时，他能否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婚回到他的第一任妻子身边？ 

答：如果这个男人是为淫乱的缘故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又按圣经的原

则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他就不能够再回到第一任妻子那里！如果他这样做，他



就犯了罪，因为他在没有圣经原则支持的前提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神所将他

们配合的）离婚，若他再回到他的第一任妻子身边，他就犯了奸淫罪了（马太

福音 19：3－9）！如果他不是因淫乱的缘故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是他的

罪，之后他又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都犯了奸淫罪，他们的婚姻是不被神所接受

的。在这种情况下，按圣经的原则他应该悔改并离开他的第二任妻子回到他的

第一任妻子身边。如果他的第一任妻子有了朋友（我假定是与她同居的不合法

的男人），她和她的“朋友”都犯了奸淫罪，他们都应该悔改并且终止这种关

系，否则他们都将会永远地沉落。如果他不是因淫乱的缘故与他的第一任妻子

离婚，那么他应该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复原，如果条件不允许，那么他们两个

（妻子和丈夫）都应该保持独身（马太福音 19：9）。 

 

 

23．问：如果一对夫妻结婚多年，这位妻子做了许多事伤害而且想杀丈夫，那

么这位丈夫应该与她离婚呢？还是继续这样的婚姻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 

答：圣经里只给了一个离婚的理由，例如：“为了淫乱的缘故”（马太福音

5：32；19：3－9）。无疑，没有符合圣经原则的理由，就不能离婚。然而，

这并不是指神要求一个人生活在生命受威胁的状态中，按照圣经，任何人一旦

生命受到威胁，他都权利申请法律“保护”（罗马书 13：1－6）。有些情形，

“保护”可能需要安排他们分开，直到危险排除。然而，这种安排决不是离

婚，也不是减轻他们对另一伴的责任，毫无疑问，它也不证明婚外情是符合圣

经的。 

 

 

24．问：一个男人按不符合圣经的理由与他的妻子离婚， 并与另一来自异地的

已婚女人结婚（她的第一个丈夫什么都不知道），当这个女人成为基督徒后，

这个男人与她离婚回到他的第一个妻子身边，他这样做正确吗？ 

答：神并没配合这个男人与他的第二个女人（马太福音 19：6－9）。他的做法

明显是犯了淫乱罪，因此，涉案双方都需要真正地悔改而且回到他们的原配偶

身边。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个男人回到他的第一个妻子身边真的是因悔改而

改正还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女人因成为“基督徒”而拒绝他？按圣经原则，这个

男人回到他第一任妻子身边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他必须对他的不义行为真正

悔悟，这样才可以被神接受。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他的第二个女人是否

在没有悔改她的这种淫乱行为的前提下成为“基督徒”的？如果如此，她的洗

礼是无效的，在洗礼之前必须要按圣经真正的悔改，换句话说，他的第二个女

人并没有成为符合新约教导的“基督徒”，除非，在她受洗之前，她先发自内

心的悔改并真正的离开这种淫乱生活！ 

 

 



25．问：一个人与一夫多妻婚姻中的一个已离婚妻子结婚，这符合圣经教导吗? 

答：一夫多妻（多妻制）是罪！神 初已经制定婚姻是为两个人的，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马太福音19：4－6；罗马书7：1-3）。当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按照圣经结婚后，任何再涉及到他们婚姻关系中的人都得

不到神的祝福，那些有意卷入破坏他人婚姻的人，只要他（她）进行着，就是

罪了。上面经节要求凡是卷入这种婚姻关系的人都需要悔改。一夫多妻婚姻中

的离婚的妻子是否可再婚，已由圣经决定了。如果这个妻子与她的丈夫离婚是

因为他与其他女人的淫乱关系，那么她有自由再婚。然而，如果她是因为任何

其他的理由与他离婚，她则没有再婚的自由（马太福音19：3－12）。然而，

若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话，她有权与她的 初的丈夫复婚。 

但愿她是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婚姻中按照圣经的教导产生的第一个妻子。

很肯定的是，尽管在某些地方和州政府是获批准的，但是神是不允许几种婚姻

的。神只将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配合（马太福音19：9），毫无疑问，神没有

接着将几个女个再与这个男人配合，所以这些“婚姻”都是淫乱，都需要真正

的悔改，否则他（她）们将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6：9－11）。 

 按着神的诫命，一个离婚的人不能够再娶（嫁）是针对“神曾经配合的

人，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9）。换句话说，这个诫命不适用于那些 

发生淫乱的人或者不是神所配合的人，因此, 一个人若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而发生

性关系，无论是否有地方和州政府的批准，无论是已婚或再婚，他或她藉着悔

改，为了得到神的喜悦，他或她可以结婚，也就是双方都可以按圣经的教导结

婚。 

 

 

26．问：如果一个人没有按圣经的教导而离婚和再婚（也就是离婚的原因不是

奸淫的缘故），那么这个人可以继续与教会相交吗？因为他（她）有规律的参

加敬拜，或者是 他（她）比他人更有钱？ 

答：不可以！你描述的人犯了奸淫罪，那个与他（她）一起住的人也犯了奸淫

罪（马太福音 19：9）！无论他（她）多么有规律（多么长）的参加敬拜，也

无论他（她）多有钱（或者给多少钱）。这个人生活在罪中（歌罗西书 3：5－

7）而且一直这样，除非他（她）悔改。这种悔改是对他（她）已犯的罪发自内

心的懊悔，离开这种不义的关系；在神和弟兄们面前承认罪，并且祈祷宽恕

（使徒行传 8：22）。如果他（她）的原配愿意原谅她（他）的话，那个导致

离婚的人需要回到他（她）的原配身边！如果他（她）不能原谅她（他），那

么这个人则不可再婚，必须保持单身。如果在尝试了各种拯救他（她）的灵魂

的方法后，这个人仍拒绝悔改，神的命令就是让弟兄姐妹们不可再与这个人相

交，使他自觉有罪，也许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 5） 

 

27．问：如果一个基督徒弟兄与他的妻子离婚，并使第二个女人怀孕，教会应



该停止他在教会的职责吗？ 

答：如果这位弟兄与他妻子离婚不是因他的妻子犯了奸淫罪，他就是有罪的

了！而且这个弟兄使第二个女人怀孕，他也是犯了奸淫罪。他有责任证明自己

离婚的原因，如果他拒绝按圣经的教导去做，教会应该不再与他相交，直到他

按照神的话悔改，他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牵涉到已被他蒙羞的教会！若是允许

他在教会的活动，将给这个主为此舍命的教会带来更大的羞辱（希伯来书10：

26－29）。如果他按照圣经悔改了，他就可以再恢复与教会的相交（哥林多后

书2：6－8；以弗所书4：32）。 

 

 

28．问：如果一个基督徒弟兄与他的妻子离婚，并使第二个女人怀孕，为了让

他的第二个女人及孩子免受苦难，他能继续与第二个女人在一起吗？ 

答：不可以！这个男人（和第二个女人）仍在犯奸淫罪！保罗在加拉太书 5：

19-21 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了让他的第二个女人及

孩子免受苦难”这个主意看起来是尝试使罪冠冕堂皇！如果这个男人真正关心

这个女人，他将会离开她，以免她（和他）将在地狱里受永恒的苦难！这个男

人不能够按圣经教导继续与这个女人在一起，并不意指这个男人没有对这个女

人及孩子的职责！的确！他有责任！在提摩太前书 5：8，我们学习到，一个人

不看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29．问：如果上述的问题中所描述的情形经过长时间还没被解决，而且如果这

个离婚的男人继续与第二个女人在一起，但是他想继续参加礼拜，当地的教会

可以全当忘记他的行为吗？ 

答：不可以！如果教会“全当忘记”，他们也因此会犯罪（因决断的错误），

因为他们这样是违反了神的命令，这命令是不可忘记，但是要面对的（哥林多

前书5）！总是记得：哥林多前书第5章不只是提议，它是一个我们全部要服从

的命令！它是神给我们的道路，藉此，灵魂能被解救! 

 

 

30．问：一对曾经虔诚的“夫妻”同居在一起，但是没有任何结婚姻证，然后

分开，又再婚，过后公然地承认罪，这样是否右被当地教会接受？ 

答：如果男人和女人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和法律而同居就是不符合神所命定的婚

姻，他们是生活在罪中！他们真正需要分开，悔改他们的罪，向神祈求，或者

他们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使徒行传8：22）。此时，他们就可以被教会的弟

兄姐妹们所接受，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神的要求，而且他们也可按照圣经的教

导结婚，这样做，他们应该是丈夫和妻子! 

 



 

31．问：我有犯奸淫的习惯，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似乎不能停止，

我应当怎么做？ 

答：“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哥林多前书7：2）。也请阅读哥林多前书 6：15-20；歌罗西书 3：1-6；腓

立比书4：8。 

 

 

32．问：如果一个人已经将他的一生奉献于基督，而且过着属灵的生活，而不

是属肉体的生活，如果他不结婚，这是错的吗？如果他成为长老，这是错的

吗？为什么？ 

答：一个人不必为了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结婚，保罗和一些没有结婚的使徒可

以做例子。可是显然，主的弟兄是结婚的（哥林多前书9：5）。在哥林多前书

7：8，保罗写给面对巨大艰难的基督徒：“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你们

常象我（不结婚）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

不如嫁娶为妙；”。结不结婚取决于个人，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这关系到是

否有能力这样做，是否有能力克服可导致淫乱的欲火。这一章已清楚的谈到一

个人应该结婚还是独身。但是，圣经也清楚的讲到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人结婚或

是独身（提摩太前书4：1－5）。凡这样行的就是偏离真道。 

另外，一个人若没有按圣经的教导结婚，他不可以成为长老。在神所列

出的长老的资格（提摩太前书 3：1－7；提多书 1：6－9）中，长老必须是一

位妻子的丈夫！这些经节已永久性的将单身男人排除在长老之外，值得注意的

是，在提摩太前书 3：8－13 列出，做执事的资格之一也是已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