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带领基要
带领指南

家庭生活
第六课：分居、离婚和再婚
导论
本课是门徒训练概要里家庭生活单元的一部分。这一系列课程是关于家庭的属灵带领，这涉及建
立一个健康的基督教家庭。本单元首先了解家庭的圣经基础，然后进入准备婚姻、建立良好的配
偶沟通、财务管理和带领子女的课题。这一系列课程认为属灵带领从家庭开始，男女在其中都有
特定的角色。这些课程展现了神为家庭的最佳设计，认识到今天世界上的家庭可以有多种形式，
将会帮助到在婚姻中的人、有父母角色的人以及希望在未来创造健康关系的年轻人。

对象
这一系列课程的对象是信仰正在成熟的基督徒，渴望忠心地侍奉神。课程也将帮助教导婚姻和家
庭基础，以及如何发展家庭中稳固关系的教会领袖。
带领指南是要帮助组长预备课程，可同时和门徒训练概要的其他材料一起结合运用。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www.dechinese.org。

经文引用自中文圣经新标点和合本。允许使用。版权所有。
所有其他内容版权归©2019 加拿大环球广播所有，只要是为了传福音并且不对所使用的材料收费，可以自由使用。查看更多许可证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discipleshipessentials.org/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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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课的目的是要清楚地理
解圣经关于离婚的教导，
并为那些正在从中复原的
人提供指导和帮助。

离婚是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破坏力量。不是每个国家或者
文化都已经历离婚率的增长，但是未来也有可能经历。所以基
督徒应该了解圣经关于离婚的教导。本课对圣经关于离婚的说
法给出了几种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在教会中有争议和分歧的问
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作为课程的带领，你可能只
给出这些观点中的一个，或讨论不同教派和教会团体在这一点
上如何解读圣经。属灵领袖应该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如何教导。
当然，离婚会引发许多强烈的情绪，包括伤害和内疚。然而，
这一课提供了一个框架，来延伸恩典和盼望给那些经历过离婚
的人。教会必须承认离婚的破坏性力量，同时仍然像耶稣自己
所做的那样去同情和爱受害者。在准备这一课时，你可以在网
上查一下你的国家和世界各地的离婚率。

开场
（选择两或三个问题)
 你知道你们国家的离婚率吗？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最低的是哪里？这是否让你
感到惊讶？
 在你的社区，离婚如何影响人们？
 你认为什么是离婚的正当理由？
 什么原因让已婚夫妇分居一段时间（考虑健康、工作、学校和其他义务）？你认为已婚夫
妇应该分开生活吗？如果是，应该在什么条件下？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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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
从以下几点来指导组员

教导：
 什么是婚姻？本课是很困难的一课，因为涉及婚姻的解散和终止。为了理解分居、离婚、
再婚，以及神的话语对这些问题说了什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婚姻是什么。
 神赐予的礼物：神的婚姻恩赐是为男人和女人彼此亲密连结而设计和设立的。礼
物是以爱并带着赐予美好事物和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赐下的。婚姻的目的是：
o
o

o

主要：向世界荣耀神并彰显祂的形象，效法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爱、
自我牺牲、关怀和忠诚的关系。
其次：婚姻可以为我们提供陪伴、孩子、享受、接纳和归属、保护，以及
帮助我们属灵成长的手段。与另一个人一起生活和爱一个人，可以显出我
们自己的弱点，并鼓励我们寻求神的帮助，使自己变得更像基督。
婚姻既是为着神的荣耀，也为着我们的好处。神赐予的礼物不应该因为我
们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了，就被丢弃。

 神所立的约：当一男一女在神面前立约时，婚姻就建立了。这个盟约是庄严和有
约束力的承诺。
o

o
o

o

婚约包括承诺。男人承诺要保护、照顾和供应，并忠于女人。女人反过来
发誓只忠于男人。今天的结婚誓言常常包括双方彼此终身相守、相互尊
重、相爱并相互关心，将对方放在高于其他人的第一位。
婚姻盟约根据以神的名所作的应许，创造了亲属关系（一个永远的家庭，
而不仅仅是血缘关系），这是两个人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
从历史上看，在旧约时代，两个人之间的约定用将动物劈成两半的祭来确
定。立约双方都要从劈成两半的动物中间走过，实际上是宣告如果所立的
约被打破，他们也要被劈成两半（耶利米书 34:18-19）。所有的盟约都被
认为是终生的承诺，如果被打破，将会带来沉重的后果。
婚姻破裂时，离婚发生了。原来一个，现在是“二”了。一个家庭和神的
宝贵礼物现在被撕裂了。

 神所设计的一个联合：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成为“一体”，是在家庭关系
中的亲密连结。神设计让两个人成为“一”，这包括分享财产、财务、工作和生
活（马可福音 10:8）。
o

o

www.dechinese.org

男人和女人走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保持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性格和性别的
同时，通过婚姻行为走到成为一。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被设计从这
个联合中受益。
一体被撕裂为二：当婚姻破裂时，会带来很多的破坏。这不仅仅影响已婚
的两个人，而且也影响到与这个联合相连的其他人，包括孩子、朋友、家
人和教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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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婚姻和离婚的图画：婚姻由两个罪人组成，如果他们得到了赦免，被神重生和成圣，
他们就可以克服自私和罪恶的欲望。罪是离婚的中心。虽然需要两个人来打造坚固的婚
姻，但通常只需要一个人就能摧毁它。旧约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神用婚姻、不忠和离
婚的比喻来说明祂与以色列的关系。
 神和祂子民的故事：
o

o

o

读诗篇 78。这篇诗篇描述了以色列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一再的不忠。以
色列被比喻为一个“狡诈的弓箭”，似乎很强大，但在战斗的高潮中却失
败了。面对试探，以色列拒绝忠于神。
读以西结书 16。以色列人被比作妓女，习惯性和快乐地不忠。神对他们的
不忠表示愤怒和沮丧。他们虽然违背了圣约，但在神的怜悯中，祂应许复
兴和永远的约。
读何西阿书 1。神用何西阿的婚姻来展示以色列对神的样子。何西阿娶了
一个不忠的妻子，但何西阿被要求留在她身边并原谅她。神在说祂将立一
个新约，彰显祂的信实。

 婚姻：神通过亚伯拉罕进入了与一个家族的关系。祂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雅
各坚立这约。从雅各生出以色列民族，神形容这族为祂的妻子（以赛亚书 54:5）。
 分裂：神允许以色列因为他们的不忠（列王记上 16:21；列王记上 11:9-13）而
分裂成北国和南国。当一个盟约被打破时，就会造成分裂。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本是一体）离婚时，他们又变成了两个人。这是痛苦和令人心碎的。
 人类的不忠：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对祂不忠，一次又一次地敬拜别神。神说他们拜
偶像是犯奸淫（耶利米书 3:20；耶利米书 3:8-10）。
 神的信实：神与以色列国离婚（耶利米书 3:8），以警告剩下的犹大，使犹大归
回祂自己。他们仍然对神不忠，但神选择与以色列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神恳求
犹大回到祂面前，并应许对他们持守信实。
 我们可以学习的：神是耐心的，不断地赦免以色列。祂教导我们当我们的配偶没
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时要耐心，并要宽恕罪。像神渴望祂拣选的百姓回到祂那里一
样，只要有可能，我们要渴望和好。正如神厌恶导致背约的背信弃义一样，我们
也应尽全力保护我们的婚姻免于破裂。
 圣经对分居的教导：当两个人不能或不愿再生活在一起时，往往离婚的第一步是分居。思
想圣经关于分居的建议：
 分居：请读哥林多前书 7:10-11，神赐给我们夫妻不应分开的命令。如果他们这
样做，他们不应该离婚和与别人结婚。分居不能解除婚姻，应该始终留有和解的
余地。
 如果分居发生了：如果一对夫妇仍然在幸福的婚姻中，但选择分开或避免亲密关
系，神的话语指示我们这不应该时间过长。否则会引起试探，给婚姻带来困难
（哥林多前书 7:5）。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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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在一起：圣经的不同章节都指出夫妻总要保持在一起，尤其是在新的关系
中。教会应该鼓励夫妻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呆在一起，一起解决问题（申命记
24:5；箴言 5:18；希伯来书 13:4）。
 有时，对于沟通困难或婚姻存在罪的夫妇，建议短暂分居。这样，双方就可以从
神那里寻求饶恕，得到必要的辅导，以更新的忠诚彼此和解。这是困难的，但会
荣耀神。
 圣经中的离婚：通过法律手段终止婚约的做法被称为离婚。婚姻是由神开始的制度，离婚
是人的制度。关于离婚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将在经文对这个主题的亮光中来查验。
 在旧约：摩西给出的各种律法解释在什么情况下离婚是可能的。这些法律在当时
是必要的，因为一个男人如果不满意，他可以因为任何理由打发他的妻子离开。
被辞退后，她不再有保护、财产或生存的手段。
o
o
o
o

因着神对弱者的怜悯，并因着人们坚持要离婚，所以作出规定，离婚的妇
女能够再婚和生活（申命记 24:1-4）。
其他经文向我们展示了神对造成离婚的不忠的态度。神讨厌离婚和离婚造
成抛弃的状态（玛拉基书 2:16）。
神只允许祂的子民在特定的情况下离婚（以斯拉记 9-10）。
当一个男人和妻子离婚时，他不再对她负责。他不必供养她，也不必为她
的罪负责（利未记 22:13；民数记 30:8-10）。

 在福音书中：法利赛人也质疑耶稣离婚的事。耶稣不是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
是提醒他们，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时，他们在神眼里成为一个肉身。耶稣
然后说“任何原因”不是离婚的理由，事实上，离婚只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让步。
唯一可以接受的离婚原因是性的不道德（马太福音 19:1-12）。此外，耶稣说娶
一个离婚的女人是犯奸淫（路加福音 16:18）。从耶稣的教导可以看出，只有在
淫乱的情况下才允许离婚，从而就破坏了约。
 在使徒的书信中：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给离婚和再婚明确的指示。在
哥林多前书 7 中，有下面的教导：
o
o
o
o
o

一旦结婚，双方不应该剥夺彼此婚姻的亲密关系（1-5 节）。
如果未婚，不要寻求婚姻（6-7 节）。
已婚夫妇不应该分开（10 节）。
如果我们与一个不信者结婚，并且他们愿意继续与我们同住，我们不应该
寻求离婚。如果不信者放弃婚姻，分居是允许的（12-16 节 ）。
只要丈夫活着，妻子就与与丈夫绑在一起。如果丈夫去世，她可以自由再
婚（对比 39 节）。

 总结：总结这些经文：
o
o
www.dechinese.org

如果一个人放弃婚姻，他们必须给出离婚证书。
离婚是不可能达成和解的最后手段，而且婚约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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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乱（性的不道德）破坏了婚约。
放弃（不信的配偶不与信徒同住）也是离婚的理由。
离婚的人可以自由再婚，如果他们以前的配偶去世或再婚。

 关于离婚和再婚的三种观点：从圣经经文中，很多人试图建立关于什么情况下基督徒可能
离婚的规则，如果离婚，是否允许再婚。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许多关于
离婚和再婚的可能意见中介绍三种。个人应仔细查考圣经，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改变神的
话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离婚是有罪的，必须悔改。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地对待
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神能够宽恕，并且祂有恩典给我们。
 不同的教会和教师用一系列的方法来应用这些教导，考虑我们可以采取的三种可
能的立场：
立场 1
• 当婚约的条款被一个人
打破，且和解是不可能
的。

什么时候允
许离婚：

• 当一个不信者不再愿意
和一个信徒住在一起的
时候。

• 婚约条款被打破：
离婚的原因： -

不忠
性的不道德
虐待
遗弃
拒绝关心和爱

• 不信的配偶提出离婚
• 一旦之前的婚姻通过正
再婚：

式离婚解体了，双方都
可以再婚。

立场 2
• 当不忠行为发生时，

立场 3
• 当不忠行为发生时，已

已经尝试和解，但是不
可能。

经尝试和解，但是不可
能。

• 不信的配偶不愿留在
婚姻中。

• 婚约条款被打破：

• 婚约条款被打破：

- 不忠
- 性的不道德

-

• 不信的配偶提出离婚

• 不信的配偶提出离婚

• 一旦婚姻解体，没有

• 构成双方犯奸淫。离婚

犯奸淫无辜的一方可以
再婚。

不悔改的不忠

只是允许分居，即使离
婚发生在信主之前，每
个人都必须保持未婚，
直到配偶去世或和解。

问题：
与你的组员讨论这些问题：
哪个立场最清楚地反映了你对圣经教导的理解？
教会内这种信仰的结果是什么？
神为什么允许离婚？祂在保护什么？祂为什么让步？你选择的观点是否反映了这些保护和让步？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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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
 生活中的应用：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选择一个明确的原则可能是很困难的，
并且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或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中经历离婚时，我们常常被愤怒、伤害和
失去信任混乱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下面的建议：
 如果你未婚：请仔细考虑与另一个可能伤害和背叛你的人立约的严肃决定。小心
与结过婚的人结婚，鼓励已婚的人继续留在婚姻中。
 如果你与一个不信的人结婚：如果你结婚之后才信主，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婚姻，
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与一个不信的人结婚了，那就留在你的配偶身边，为他们祷
告。只要他们愿意和你在一起，就和他们和好，并且爱他们。
 如果你正在考虑离婚：不要轻易采取这一行动。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承认罪或原
谅你的配偶，达成和解。即使发生了淫乱，在其他信徒和好的辅导的帮助下，和
解也是可能的。这是神宽恕我们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是作为夫妇来承载神形象
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已经离婚了：如果你以前的配偶未婚，并且宽恕被给出和接受，请与你以
前的配偶和好。这是顺服神，很好地彰显祂的形像。如果有圣经根据的离婚理
由，你的良心和属灵领袖允许，你可以再婚。
 如果和好不可能：向神承认你的罪，并记住在我们的父神里有恩典怜悯。祂赦免
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如果你再婚了：保持你所处的状态。如果你认为你的离婚不是基于圣经的原则，
承认你的罪并认定会得到宽恕。为你现在的婚姻努力，不要离婚回到以前的配偶
那里。成为你所能做到的最好的配偶。
 对于我们所有人：不要鼓励离婚或随便对待离婚。帮助别人的婚姻，并高度重视
婚姻。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思想你如何来荣耀神。我们应该向那些离婚的人显
出恩典。过去的罪不应该影响我们今天对待人的方式，如果他们在基督里，他们
的罪就被神宽恕了。教会可以帮助将神的爱延伸到那些感到被背叛和不被爱的
人，并且延伸宽恕向那些在婚姻中犯罪的人。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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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这一课如何对比社会对离婚的看法？你对离婚的想法改变了吗？
 对一个因为不忠诚的配偶而正在考虑离婚的朋友，你会怎么说？他们有什么选择？你可以
给他们什么实际的帮助？
 你认识经历过离婚的人吗？教会怎样才能与他们并肩作战，以便在情绪化和困难的时期帮
助他们？
 神对离婚的教导如何影响我们日常婚姻的行为？

祈祷
求主让所有组员明确地相信神对婚姻的心意，并且要在自己的社区、工作场所和教会中争取圣洁
的婚姻。求主使那些经历离婚的人能在耶稣基督里得医治，并且看见恩典和赦免是显明的。为伤
痛的婚姻祈求，使夫妻双方都会寻求神，表现出爱和宽恕。祷告通过你们教会的所有婚姻，神得
到荣耀。

www.de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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