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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别、婚姻性、性别、婚姻
现在性泛滥的年代，双方看对眼就上床，

而同性婚姻合法化看来也是时代的潮流，

基督徒如何回应？

反映基督教价值、彰显基督徒见证。

从创造的次序，性、婚姻，原本是绑在一起的一件事，

创造之时，「那人独居不好」，指出人需要「团契」，

而团契指向人与上帝之间的团契，

是在分享、仿效三一上帝之间彼此的团契

当时二人「合为一体」，是指身心的契合，

使人性成全，体验与上帝同在的快乐

所以基本上 性是在婚姻当中的所以基本上，性是在婚姻当中的。

二人的委身誓约、彼此肢体的亲密程度、心理的情感依赖，

个 度三个向度是均衡在发展的、才健全。

创造的时候，他们受命要「生养众多」：

是「功能性 的不只是「功能性」的，

上帝的园子、世界这么大要照顾、

需要很多人手来帮忙需要很多人手来帮忙

同时是「存在性」的，

生养儿女使人成为「父母」生养儿女使人成为「父母」，

多一个角色，多一重关系，使人的生命更丰富

更知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更知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

上帝创造我们的人性是多么的完美。

「二人成为一体」也是心灵的契合，就在身体之中。「二人成为 体」也是 灵的契合，就在身体之中。

所以性，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为了满足配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为了满足配偶，

为了这样的目的，才能达到上帝创造时的用意。

性使人快乐，快乐，让我们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性使人快乐，快乐，让我们知道那是 帝的恩典，

上帝让我们看、吃喝，享受上帝所创造一切的美好。

好景不常，创三 堕落之后，所有的事都变了质，

人性 婚姻 性 都扭曲了 林前七 局势艰难人性、婚姻、性，都扭曲了。林前七 局势艰难，
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就在说明这些事。

夫妻双方都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身体是为了对方的夫妻双方都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身体是为了对方的，

男女都是为了要满足对方，所以是一种奉献、委身。

雄性贺尔蒙系统男女不一样 男性为性而爱 不应该、雄性贺尔蒙系统男女不 样，男性为性而爱，不应该、

不需要、也不可以用雄性的本能来证明自己的尊严，

反倒是，男性身体内的贺尔蒙过一段时间会催逼着自己，反倒是，男性身体内的贺尔蒙过 段时间会催逼着自己，

要到配偶那里去「告解」

女性是为爱而性的，若她不爱、不想，妻子若不愿意

不可以强迫，即使婚姻之内，强迫的性关系仍然算是性侵害

要让妻子愿意爱、接纳男人告解，

先得把其他关系的紧张、疏离、言语要先解决。

所以上帝创造的微妙，男人阳刚型的动物，

妻子在帮助我们，婚姻在操练使人成圣。



婚前性行为问题，圣经未有明确教训…
雅歌书里的男女主角，

似乎是先圆房了，才成亲的。

但也可能是在描述女主角的幻想。

律法有提到

如果跟处女发生性关系要赔偿。

林前七保罗处理婚姻、家庭、性的关系，

不是用黑白二分的思考来说对或错，

而是有灰色、渐进、有不同程度需要考量：

 某些黑的、不好、犯罪要谴责

 有些没那么太好、但不应该鼓励，深灰色

 有些事也还好、可以接纳容许，浅灰色

 有些应该要鼓励、是白的

按个案来处理按个案来处理。

婚前性行为很多：

两情不相悦、带着强制，是性侵害、性骚扰，

当然要谴责、是不对的

两人互相看对眼了，随心所欲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没有任何的承诺、委身，是想只做一件事，

这样的性行为按照圣经的教训，只是自我崇拜的变形、

等同拜偶像，归属在淫乱之内，应该要谴责的！

年轻男女彼此相恋 互许终身年轻男女彼此相恋、互许终身，

花前月下一时情不自禁，发生了性行为。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这没构成「淫乱」，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一夜情，

不能一概而论 要把这对年轻人带往哪个方向呢？不能 概而论。要把这对年轻人带往哪个方向呢？

林前七36（新译本）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友，
他们也过了结婚的年龄，那就结婚吧。他们也过了结婚的年龄，那就结婚吧。

这不应鼓励的行为、不是好事、不算犯罪，那就结婚吧。

那教会当局就努力辅导，帮助这对年轻人

经营婚姻 彼此相爱 互相委身经营婚姻、彼此相爱、互相委身，

按照基督的教训、教会传统对婚姻、

家庭的期待 活出基督教的价值家庭的期待，活出基督教的价值。

也许心里会有甚么阴影，教会要帮助他们「牧养」

要把这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那里要把这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那里，

是教会首要的关切。

如果没有委身承诺 只是为了欲望如果没有委身承诺、只是为了欲望，

是淫乱、等同拜偶像

尤其是有婚约的情况下，与第三者有性行为，尤其是有婚约的情况下，与第 者有性行为，

这是违背婚约的，

背约是重点，得予谴责

所以不是行为的本身而已，

而是把这行为放在整个关系 –
上帝与人、人与人「关系」中以「品格」来判断。

林前七章 提到：现今的艰难，
最好是独身 不嫁不娶 守素安常最好是独身、不嫁不娶、守素安常，

人不是都需要结婚，

而是要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而是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独居不好」在后亚当时代，

我们的「团契生活」不需要婚姻是可以实现。我们的「团契生活」不需要婚姻是可以实现。

然而，保罗很务实：

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
就有一个暗示 -婚姻是软弱人的保护伞，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弱点。

婚姻应该一生一世维持下去，

越来越幸福，中间经过一些波折也好。来 ，中

然而，人堕落了、活在堕落的世界，

互相影响、牵连，

「离婚」成了现实、婚姻走不下去。



旧约、按照耶稣自己的解释，

因为以色列人心因为以色列人心硬–
许多男子心里是败坏的、想用诡诈对待自己的妻子。

摩西为了这个原因 又为保护妇女基本生活与尊严摩西为了这个原因、又为保护妇女基本生活与尊严，

所以准许休妻、立下一些条例。

 旧约找不到休夫的条例 旧约找不到休夫的条例，

因为妇女真的没有甚么权力的

准许休妻但要给休书 让被休的妻子有合法的证书准许休妻但要给休书，让被休的妻子有合法的证书，

给休书的时候、同时必须把

当初妻子带来的嫁妆要还给被休之妻当初妻子带来的嫁妆要还给被休之妻

这是一大笔钱，

提高了休妻的难度，让想休妻的男人好好考虑，

要保障被休妇女的生活，

不然按照以色列的社会，

被休的妇女恐怕会沦为娼妓或乞丐。

新约，耶稣与保罗分别提到按照创造的理想
不可离婚 但都有例外不可离婚，但都有例外 -
 耶稣提到淫乱的缘故

保罗提到信仰保罗提到信仰：

当夫妻双方有一个人信主了，

另外一方因此而要离开这个婚姻另外一方因此而要离开这个婚姻，

就由他去吧，有一种无奈的选择

新约的教训 我个人理解是：新约的教训，我个人理解是：

离婚是万不得已最后的手段，

当婚姻双方有一方故意破坏婚约当婚姻双方有 方故意破坏婚约，

比如犯了淫乱之罪，无奈之下的选择。

旧约何西阿书的例子，配偶不忠、极力挽回，旧约何西阿书的例子，配偶不忠、极力挽回，

挽回无效、不得已只好离婚。

离婚之恶，重点在背约。离婚之恶，重点在背约。

毁坏婚约、离弃配偶的例子，除了

淫 信主耶稣提到的淫乱、保罗提到的因信主而被另一方遗弃，

在现代社会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家庭暴力，

夫妻任 方 通常是男性 暴力殴打妻子夫妻任一方、通常是男性，暴力殴打妻子，

也是破坏婚约的因素。

无论肢体暴力 精神暴力 当然不尊重婚约无论肢体暴力、精神暴力，当然不尊重婚约，

严重的情况连配偶作为人的尊严都糟蹋，是有生命危险的，

政府执法单位 社工单位必须介入政府执法单位、社工单位必须介入，

必须依靠司法系统来保护家暴受害人的人身安全，

这种情况下，离婚成了拯救生命的行动，让受害者离开加害者。这种情况下，离婚成了拯救生命的行动，让受害者离开加害者。

神学上来讲，加害者应要谴责、那是犯罪，

受害者应该保护受害者应该保护。

这种情况下离婚是不得已、准许的，

受害者可以再婚，教会应给予祝福，受害者可 再婚，教会应给予祝福，

当然，按保罗的意见，最好是与主内的结婚。

婚姻还有一项局势的艰难：

找不到主内的结婚对象找不到主内的结婚对象。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信主的男女比例失衡，

台湾地区前些年调查 年轻 适婚年龄中的男女比例1:3台湾地区前些年调查，年轻、适婚年龄中的男女比例1:3，
即使所有的男性都与主内的姊妹结婚，

主内还是有三分之二找不到主内还是有三分之二找不到，

除非嫁到外国去，不然爱主的姐妹们很辛苦。

许多人会选择不结婚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许多人会选择不结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若有人选择与非基督徒结婚，对方的品格是不差的，

基本上不是犯罪，只是按照婚姻理论与经验来看，基本上不是犯罪，只是按照婚姻理论与经验来看，

因双方基本价值差异是比较大的，当事人的人生

会走得比较波折、辛苦一点

教会的立场，应该尽力帮助、大显慈爱，

帮助他们一起经验上帝的恩典，

透过婚姻、教会，认识上帝的福音



同性婚姻合法化：

有人把它当作只剩这个伦理议题了！有人把它当作只剩这个伦理议题了！

同性恋，任何一个伦理议题都不是

冰冷的议题 不带情感 需要更多的同理冰冷的议题、不带情感，需要更多的同理，

因为同性恋是一个一个有生命的人，

人生当中痛苦的挣扎人生当中痛苦的挣扎。

同性恋我们必须问：性倾向、性别认同，

一个生理上男性或女性一个生理上男性或女性，

社会学上他觉得是另外一个性别…
性别认同有生理性的-按照基因、生理性征来区别性别认同有生理性的 按照基因、生理性征来区别

另外有社会性的，社会的归纳是男性、是女性，

对他的行为、角色，有标签、有期待的对他 行为、角色，有标签、有期待

性别认同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是社会建构的，

我们说：女孩不能玩这个、男生不可以哭，

都是教育、社会化过程对于男女性别各种的塑造。

性别认同之后会有性倾向，

喜会喜欢男生、女生、同性、异性，

从小、青少年阶段，会有情境性的

同性吸引阶段 之后有不同的过程同性吸引阶段，之后有不同的过程，

 性倾向方面是基因的，依照人的生理、荷尔蒙系统…
当然有环境影响的 环境荷尔蒙的情境当然有环境影响的 - 环境荷尔蒙的情境、

幼时的经验、社会因素，童年时候一些痛苦的经验，

会让人的性倾向有错乱的情况会让人的性倾向有错乱的情况

性倾向是从基因开始，经胚胎发展，一直到青少年、成年
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既先天、又后天，非常复杂，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既先天、又后天，非常复杂，

也些部分甚至连医学界也还无解。

所以性倾向是流动的 可能有一段时间喜欢异性、所以性倾向是流动的，可能有 段时间喜欢异性、

有段时间喜欢同性、过了又再喜欢异性，是流动的。

每个人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人情况不同不能 概而论，

不是那么容易就改变、就容易解决。

现在，以人权保障的立场，有些人提出

登 争 等同性登记要做配偶，争取婚姻同等的权利，

美国、世界各地、台湾，都有这样的声音。

以美国的例子，

三十年前同性婚姻合法的呼求已经有了，

但那时美国的舆论 支持 法律没有通过但那时美国的舆论不支持、法律没有通过。

经过一个世代，各种案子不断出现，支持、反对
同性婚姻合法的 在媒体 法律 舆论间有各种情况同性婚姻合法的，在媒体、法律、舆论间有各种情况，

极端反对合法化的，讲了一些话带着歧视、

散播仇恨 就会被媒体检视 放大 昭告天下散播仇恨，就会被媒体检视、放大、昭告天下。

二十五年之间，舆论从不支持、导向同情同性婚姻合法化，

 越来越多的州通过法律 越来越多的州通过法律

 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权保障

美国的教会，极右派的人美国的教会，极右派的人

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一样的哀号！

我们应该向初代教会的圣徒学习，

第 纪希腊 马文化 有这 问题第一世纪希腊罗马文化，有这个问题。

但希腊文化，男女异性间的性行为还只是普通人，

男与男之间反而比较高贵 这种情况下 也不是世界末日男与男之间反而比较高贵，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世界末日，

基督徒的视野回到圣经的视野来看这些事情。

我的看法 教会两千年了 在这世界我的看法，教会两千年了、在这世界，

世界有各种光怪陆离的事，合法、非法，政治、法律的，

教会应该很有经验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教会应该很有经验-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信徒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是上帝终末、新创造的一份子，

是属于耶稣的新群体是属于耶稣的新群体，

在这世上我们债务撤销、旧身分是废除的，

因为上帝赋予了新身分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用因为上帝赋予了新身分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用

上帝的故事重新诠释我们自己的故事，

用圣经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地位，用圣经的视野来看待自 位，

我们怎么看，预先决定了将看到什么。



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外国人，

因耶稣的恩典 我们外邦基督徒他们也是祖先了因耶稣的恩典，我们外邦基督徒他们也是祖先了。

上帝的故事教导我们，

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我们从圣经的视野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我们从圣经的视野
所看见的那个世界的基准点 -

 所有的事用这件事重新衡量 所有的事用这件事重新衡量，

应该看重的看重、应该轻忽的轻忽

 按照十字架重新整理、分辨，圣经里教训的轻、重按照十字架重新整 、分辨，圣 教训的轻、重

同性恋，有些基督徒把它当作伦理上最重要的事，就没有别的事，

 圣经里最重要的事是拜偶像，是谴责最重的 圣经里最重要的事是拜偶像，是谴责最重的

 罗马书第一章 把同性恋列入一系列罪恶清单里面，

保罗的意思如新约学者海斯所说：

「同性恋行为并不是特别值得谴责的罪，

不会比 一29-31 所列出的不义之行恶劣 –
不比贪婪、背后说人坏话、违背父母的行为更加恶劣。」

相较之下，圣经谴责
有权有位 滥用权势来欺压穷人有权有位、滥用权势来欺压穷人，

经文数以百计、且长篇大论，

所以圣经向我们示范了要用甚么样的强度所以圣经向我们示范了要用甚么样的强度，

来回应不同的议题，才合乎圣经的比例。

同性恋如果是人自己的欲望 把自己当作兽了同性恋如果是人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当作兽了，

就像 C.S. LEWIS 说的：人应该是人我，

人如果放纵自己的情欲变成兽我了 是很不好人如果放纵自己的情欲变成兽我了，是很不好，

更可怕的是魔我，我们要严厉的谴责。

耶稣基督给我们新身分 当然有耶稣基督给我们新身分，当然有

新的责任-在万民当中宣扬上帝的美德，

努力的宣扬当然不能只是说一说努力的宣扬当然不能只是说 说，

美德是在生活中去展现的，

上帝的子民跟这世界与其他的人互动，帝的子民跟这 界与其他的 动，

所展现出一种德行。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故事，活出一种美德，

让世人 认出上帝是仁慈的 因为上帝的子民 断地让世人可以认出上帝是仁慈的，因为上帝的子民不断地

向世人施恩、在一个不知恩典为何物的世界当中，

活出像明光照耀的德行生活 以此来呼召人回转活出像明光照耀的德行生活，以此来呼召人回转，

这也是基督徒共同的见证。

这样的信仰社群是谦卑的 不会用世俗的方法 强制的手段这样的信仰社群是谦卑的，不会用世俗的方法、强制的手段，

把自己的信念价值强加在邻舍身上，

他们会劝 让人明白 自愿的来跟随他们会劝、让人明白、自愿的来跟随。

他们看待每一个人都是邻舍，就没有敌人，

因为爱是不会与任何人为敌因为爱是不会与任何人为敌，

无论对方的信念跟的他们相距有多远。

对于这些基督徒的德行 是成为见证对于这些基督徒的德行，是成为见证、

成为强大呼召人悔改向上帝的力量。

基督徒的美德包括他们的婚姻、彼此的对待基督徒的美德包括他们的婚姻、彼此的对待...
都应该像明光照耀、吸引人愿意来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