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

世宣教

一男一女婚姻是
終生大事
呂紹昌

本期的主題是「向神求大事，為神作大事」。

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

聖經箴言二十九章18節明言：「沒有異象，民就放

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

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向神求大事，是

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

異象的問題；為神作大事，則無論大小，是實踐的

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

問題。求告與遵行，兩者缺一不可。

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

今年6月26日，美國確實發生一件大事。美國

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

聯邦最高法院針對爭論多時的同性戀議題，以五票

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

贊成比四票反對的結果，裁定同性婚姻在全國合法

一樣。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為這個緣故，人要

化。如今，美國成為全球第廿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

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

的國家。

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弗五22-

面對如此的艱難與挫折，我們實在沒有太多時

32)

間可以氣憤與喪氣，反倒須思想如何向神求告。有

這段經文讓人敬畏，也讓人驚喜，更是讓人儆

福音使命的信徒應當如何因應？有那些方面我們應

醒戰兢。聖經竟然以婚姻來比擬寶貴的人類救贖。

當禱告與反思，或者認罪悔改？面對此重大事件與

在芸芸罪人之中，誰敢誇口他的婚姻完美無缺，可

關鍵時刻，教會與信徒不能不反思與回應。

以比擬主耶穌十架犧牲的救恩？怎不令人對神敬

在此刻，我想起了聖經論到關於基督、教會與
夫妻婚姻的奧秘：

畏！怎不令人對婚姻慎重以對！神並沒有定規人人
需要結婚。然而，對在婚姻中的百姓，主耶穌竟如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

此看重與祝福所有奉主名所締結的婚約，讓每一個

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

婚姻都經歷基督一般捨己的愛，見證神奇妙的救

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恩。怎不令人驚喜！想起個人各樣的軟弱，卻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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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如此豐盛的恩典，與神所命定的配偶一同承受生
命之恩，怎不令人儆醒而戰兢！

三、婚姻、家庭與委身
針對家庭婚姻與屬靈教育，教會與神學院需要

因此，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失望與挫折中，我

更多的努力，俾能增強會友對婚姻的委身，保有活

們確信，縱使「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

潑幸福的家庭生活與信仰傳承。如今多數教會的主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二十九10)。與

日崇拜對家庭生活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而在追

此同時，更必須不斷定睛在神的心意之上，不但維

求人數增長的大型教會中對此尤其不利。教會主日

護婚姻，更活出經歷救贖恩典的婚姻。

崇拜成為將家庭切割的時段，沒有全家可以一起敬

筆者有些個人的反思與建言，在此與眾肢體彼

拜的時間。孩子的崇拜經驗都只是與自己的同輩，

此砥礪，一同思考如何面對將來更大的挑戰與艱

甚至鄙夷與長輩一起敬拜。若家庭祭壇也消失了，

難：

如何能在家庭中傳承信仰？

一、聽從神或聽從人

四、教育與屬靈教育

作為福音派基督徒，我無法贊同聯邦法院裁定

我們不能失去下一代。教育，是影響與重塑下

同性婚姻全國合法化，以及其所代表的價值觀與世

一代的必要元素。個人認為復興教會，迫切需要

界觀。我同意四位有異議的大法官之觀點：同性婚

「從小到大、從下到上、從內到外」，從兒童屬靈

姻與憲法無關，是立法機關的責任，不該由司法機

教育開始。因此，在此呼籲所有信徒要看重兒童屬

關越俎代庖，裁定同性婚姻合法的作法是形同「司

靈教育。父母在子女面前活出屬神的婚姻關係，是

法叛變」。

成功屬靈教育的關鍵。教會也要重視兒童主日學與

我們尊重最高法院的權力，但同時必須捍衛宗

基督教教育，編列足夠的預算，聘請專人，鼓勵家

教自由，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提出強烈的反對。我們

長參與。父母們與教會的師長們可就地取材，機會

堅持用一男一女婚姻的觀點，維持教會、機構、宣

教育，刻意與子女藉著話家常，談時事，討論聖經

教差會與神學院之內等基督身體的聖潔與純正，不

的價值觀點。主日學老師可努力將生活話題編入主

屈從最高法院的判決。若有一天基督徒必須在順服

日學教材之中。家長尤其要負起牧養子女的責任，

神或服從政府的兩難之中，我相信基督徒會選擇順

在自己家中建立家庭祭壇與屬靈教育。

服上帝，而樂意為此而蒙受嚴重的損失。

二、活出聖經價值的婚姻觀
這次最高法院的裁定，實質上也是廢除了「維
護婚姻法」聯邦法。該法案是於1996年在參眾兩議
院中都以懸殊的票數通過，由克林頓總統簽署，要
求聯邦政府必須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的結合，並
且各州沒有義務承認在外州舉行的同性婚姻。如今

當公立學校的教育變得越加牴觸聖經價值觀與
世界觀，更不可能獲得基督徒的信任，「在家教
育」將變成是一個更可行的選項。但，「在家教
育」有許多不易克服的限制，因此也需要慎重思考
基督教學校的需要。有負擔的教育人員、有經濟實
力的信徒、有看見的家長，要慎重思考基督教學校
的需要與可能性，一同尋求神的帶領，為基督福音
的緣故，設立基督教學校吧！

不過是一代人廿年之間，世道已幡然改變，但我們
不可屈就於世界的婚姻與道德標準，要堅定地維護
並活出一男一女的傳統婚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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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音與代價
付代價，是這個世代的基督徒所迫切需要的，

但可能是缺乏的。就婚姻問題而言，根據巴納中心

婚姻，這是託付。但是，僅僅捍衛是遠遠不夠的。

(Barna Group Research)長期以來的研究調查報告，

捍衛，多少都是處於被動的劣勢；基督徒還需要更

美國基督徒的離婚率也接近50%，幾乎與全國離婚

積極的在各個領域中尋求影響社會，見證屬神的婚

率沒有差別。在其他道德議題的實踐上，基督徒的

姻。

表現也大致雷同，與非基督徒並無明顯的差異。這
種光景中，基督徒如何作光作鹽？
基督徒都是耶穌用十架死刑重價寶血所買贖回
來的(可十45；林前七23)對於門徒的救恩與成聖，

凡是在婚姻中的基督徒，都是屬婚姻的見證
人；不僅是福音的見證人，本身就是見證，不僅在
於捍衛婚姻，而是靠著救贖恩典，活出屬神的婚
姻。這才是關鍵所在。

主耶穌說得簡潔而毫無妥協空間：「若有人要跟從

在挑戰艱難中，我們堅持主的道路，並仰望那

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將來羔羊的婚宴(啟十九)，像打扮整齊等候丈夫的

(太十六24；可八34；路九23)在基督徒生命的見證

新娘(啟二十一2)，得到最終的救贖。

中，那些事情上要背負十字架？或更直接的說，有
那些事不需要背負十字架？
面臨婚姻上的挑戰，基督徒當捍衛一男一女的

(作者為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院長，本文亦將刊登
於《傳揚》2015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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