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教会的概念
马太福音 19 章 1-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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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4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5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
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6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7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
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8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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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门
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11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
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12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
并 有 为 天 国 的 缘 故 自 阉 的 。 这 话 谁 能 领 受 ， 就 可 以 领 受 。”
（太 19:3-12）
关于结婚、离婚的话题，很早以前我就讲解过。那时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 5 章 3132 节，那里讲了同样的话：除非是淫乱的缘故，否则不可休妻。在很多婚礼的场合，
我都有机会讲解主耶稣关于婚姻的教导，这一切今天就不重复了。
我们已经探讨过主耶稣关于婚姻的教导的深层含义：婚姻代表了我们与基督的关
系，更确切说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一切在洗礼的场合都讲解过，今天我们要从另
一个新的视角来看主耶稣有关婚姻的教导。

为什么主耶稣强调不许离婚？
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主耶稣如此强烈反对离婚呢？他提及了几次，比如马太福
音 5 章 32 节，路加福音 16 章 18 节，马可福音 10 章 1-12 节。这些地方他都重申：做
门徒的、做神子民的，是不许离婚的。那些不属神的人总是任意妄为，他们已经处处
犯法，当然也不在意这条律法。但为什么强调禁止离婚呢？离婚似乎是丈夫与妻子的
私事，这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对对方的为人处事不满意，或者是你们两个性格不合，那么离婚有什么不
好呢？似乎对双方都好，大家可以各自生活，互不相干。我们的婚姻已经磨合了好多
年，就是不行，并不是因为你不好，也许也不是因为我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性格合不
来，怎么都不合拍。为什么一定要凑合着过呢？何不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
桥呢？这样双方都开心，也许我们还可以更好地侍奉主。
为什么强调不可离婚呢？当中有什么属灵含义呢？这也不是十诫中的命令，十诫
没有说“不可离婚”。似乎现在主耶稣突然讲了一条十诫中没有的新命令。十诫是神借
着摩西颁布的，但正如法利赛人所说，摩西也容许以色列人离婚。

摩西容许离婚是因为人心刚硬
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许他们休妻。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继续解
释说：神起初设立婚姻，是要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透过婚姻，夫妻应该产生这种联
合，好让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得以成就。至于这些旨意是什么，迟些我们再
看。但因为我们心硬，自私，不顺从神，偏行己路，令到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一而再、
再而三受挫！鉴于他们心硬，摩西容许了离婚，好让他们不至于彼此折磨、身心疲惫，
因为不和谐的婚姻是极其痛苦的，好像人间地狱。
婚姻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似乎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么在地狱中挣扎，好像
炼狱，而且一生都要这样受罪；要么就像在天堂。似乎很难让婚姻处于中间地带。婚
姻可以成为一种交易，也许这样行得通，但就不是真正的婚姻了，只不过是为了自身
利益而勉强维持而已。很多桩婚姻，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想必你耳闻目睹过这样的
婚姻——也许是你的家人、父母、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婚姻。我就亲眼见识过，锅碗
瓢盆满屋飞！既然如此，维持这种关系还有什么意义呢？何不离婚算了？

犹太人认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
法利赛人向耶稣提了一个问题：“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无论什么缘
故”，似乎太广了。犹太人将摩西的命令解释得很宽松，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比
如说，如果妻子把面包烤焦了，就足以离婚了。你可以到法官面前说：“我厌倦了妻子，
她已经十次烤焦了面包，我无法忍受了！”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离婚理由。换言之，任
何理由都可以离婚！如果你不喜欢她，就可以去法官那儿说：“算了，我就是不喜欢
她。”这样就可以离婚了。
这可真是太离谱了，令到结婚、离婚成了儿戏。但也有些严肃原因，可否作为离
婚的理由呢？主耶稣的回答是“不可”。只有一个原因可以离婚，就是淫乱。为什么呢？
因为淫乱本身就是以行动解除了婚约，忠诚的盟约被人的不忠毁了。
这一切我们以前已经探讨过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此强调不可离婚，到底有
什么属灵意义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猜摩西容许离婚除了是因为人心硬，还有一
个特殊原因。按照旧约律法，确立一项犯罪指控，必须有两三个见证人。假设一对夫
妻，一方亲眼目睹另一方犯了淫乱，证据确凿，但两人还是不能离婚，因为只有一个
见证人。按照律法，一个见证人不能定案，但要找两三个见证人谈何容易！然而人心
硬，坚持犯罪，犯了淫乱罪，虽然找不到两三个人作证，这种情况下，旧约律法容许
离婚。
我假设在新约下，按照主的教导，如果确实犯了淫乱罪，应该也可以离婚，毕竟
这是惟一可以离婚的理由。之所以容许离婚，是因为淫乱已经毁了婚姻的盟约，婚姻
已经名存实亡。但我还是想继续追问：纵然如此，为什么其它原因就不可以离婚呢？
比如说，妻子脾气非常不好，这可否成为离婚的理由呢？你当然不想每天回家面
对大喊大叫的妻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神经系统，也影响属灵生命。这种行为是不能
容忍的，为何不能视作是违背了婚约呢？或者反过来说，谁想有个这种丈夫，一回家
就大发脾气，拿妻子、儿女出气呢？为何妻子不能说“我无法跟这人这样生活了，他
快把我逼疯了，为什么不许我跟他离婚呢？”可是这里说，主耶稣不许离婚，如何理

解呢？

要点：婚姻本是教会生活的模式
主耶稣这番话到底想说什么呢？他强调的要旨是什么呢？我先将要旨告诉你们，
然后再从神的话里查考证据。如果你看主耶稣的教导，看整个新约教导，这一要旨就
会凸显出来：婚姻是神的家、神的国的模式，婚姻是教会生活的样板。我一开始就道
明这一点，好让你们有时间消化。接下来我会带大家看圣经的依据，并且会进一步讲
解。
不妨想一想这幅图画：教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甜蜜、委身、亲密的，好像
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那样。你能想象这种教会是什么样子吗？不妨想一想，你跟我、
我跟你、我们跟其他人都是委身的、亲密的，好像神要人在婚姻中所有的那种挚爱、
甜蜜、深厚的关系。这里有个关键字：并非像通常的婚姻那样，而是像神所设立的婚
姻那样。真是太美妙了，这就是在神的国（教会）里彼此当有的关系。我们在神的国
（教会）就应该有这种关系。
如果教会不是这样，神的国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为什么要进神的国呢？难道你
就满足于现在这种彼此之间不冷不热的表面关系？坦白说，我们的关系不太亲密，我
们还没有达到新约教导的“教会”的概念，还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教会形象，以
至于众人见到教会，会说：“现在我们知道你们是基督的门徒了，因为你们彼此相爱。”
他们应该是看到我们彼此相爱，才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现实并非如此！坦白说，我们彼此关系很表面、很疏远，只是泛泛之交。你也
许知道一点我的背景，我大概知道一点你的背景，仅此而已。所以来到教会，我们寒
暄一番：“你好啊，今天怎么样啊？”人人笑容可掬。听完了讲道，我们便喝一杯茶，
说：“再见！下次见啊！”按照新约教会样式，我们根本不算是教会。
我先道明了要旨。主耶稣以及整个新约教导我们的是，婚姻不但勾勒出了基督与
教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好像丈夫与妻子、新郎与新娘），而且还勾勒出了我们彼此
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不是强调肉体上的关系，婚姻是一幅属灵图画，代表了教会里
彼此之间的属灵关系。
作为教会，除非我们开始这样生活，否则根本不可能影响世界。在世人看来，我
们传讲的都是一些理论，因为他们听了很多，却见不到行动；听了很多高谈阔论，却
见不到我们身体力行。

总结福音书教导的三个原则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几次所讲过的有关神国的信息。我们一开始看了主耶稣的不
饶恕人的仆人的比喻，从中看见基督徒生命的三个原则。我想重申这三个重要原则，
因为这三个原则总结了福音的内容。如果你完全掌握了这三个原则，就完全掌握了福
音的根本。这是哪三个原则呢？
大家都听过“三足鼎立”。鼎是一个巨大的铜制容器，靠三个脚支撑住。所以鼎的
三个脚是牢固的象征，缺一不可。这三个原则就是支撑福音的三个脚，丢了一个，我
们所传讲的福音就会失去平衡，站立不住。今天教会传福音时，往往只侧重某一个原

则，却忽略了其它两个原则，这种做法令人忧心。

第一个原则：恩典
第一个原则是恩典。以前我曾用过神学词“称义”，但今天我想称之为“恩典”。
这三个原则是以过去、现在、将来作为区分的。称义是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的恩典，当
我们向他承认自己的罪，他就饶恕我们的罪。我们为罪悔改，他就白白地饶恕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这是福音书的第一个原则。教
会往往只教导这一个原则，这是个好开始，但并非完整的福音。神恩慈地饶恕了我们
的罪，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成就，我们根本救不了自己，否则基督就不必为我们死了。
这是福音的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
所以在以弗所书 2 章 8-9 节，保罗这样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行
为，免得有人自夸”。接下来的一节同样重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
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不是出于行为，但我
们要行善！这第二部分也非常重要，却往往被忽略了。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行为，但神
拯救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第二个原则：恩慈
第二点是恩慈。如果神的恩典改变了你，使你活出善行，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充满
了恩典和真理！靠着神在你里面的恩典，你会成为恩慈的人。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
我们的生命必须流露出恩慈！你生命里有恩慈吗？正如约翰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形
容他是满有恩典和真理，行事非常恩慈！其他人也会见证到我们是恩慈的吗？我们的
生命是怎样反映出神的恩典的呢？
我们曾经用神学词汇“成圣”来代表这种恩慈。换一种表达，恩慈就是像神待我
们那样去待人。既然神恩慈地待我们，所以我们也恩慈地待别人，行事为人都是恩慈
的。见到基督徒举止刻薄、粗鲁，不友善、自私、小气，固执己见、自以为是、骄傲
自大，我真是很难受。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就必须恩慈待人，这是别无选择的。所
以保罗在以弗所书 5 章 1 节说，“你们该效法神”。要效法神！这是命令，并非一个建
议。效法神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神如何待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待人。神饶恕了我
们，我们就该饶恕他人。这就是效法神的意思，一点都不难理解。

第三个原则：审判
比之于其它两点，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着重强调审判，这个要素今天竟然被忽略了。
恩慈的神既然饶恕了我们过往的罪，现在我们就该恩慈待人，好在将来神审判的时候，
神也会按照我们如何待人来待我们。或者用回圣经的话来表达：神会按照我们的行为
——不论是善恶，审判我们。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作者说：“审判对基督徒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时候神
会对我们说‘谢谢’。”我们做了什么，值得神对我们说“谢谢”呢？如果审判只是对
我们说“谢谢”，那么审判很快就会结束了，无非是说“谢谢”而已。想一想你的生命，
神会因何感谢你呢？因为你奉献了一块钱？你的一块钱本来就是神的！旧约尚且要求
有什一奉献，你的一块钱比什一少多了。我们所有的哪一样不是他的呢？他因何要感

谢我们呢？也许如果我们非常忠心，他会感谢我们，说：“你是个良善、忠心的好仆
人”。真不知我们多少人会听见这样的称赞。
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 5 章 10 节，这里谈的是审判，可见基督徒在审判上并非得到
“谢谢”那么简单，也可能是面临严厉审判。保罗深谙主耶稣的教导，他决不会假设
基督徒生活、行事如何不检点，都不会受审判。哥林多后书 5 章 10 节说，“因为我们
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神是借着基督来审判我们的）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是在对哥林多人说话，也是在对每个基督徒说话。我们都要
站在基督台前，按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并非只是善）受报。所以我们或许会得
到善报，或许会得到恶报，并非“谢谢”而已。对于有些仆人，他会说：离开我去吧，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他是仆人，却被赶了出去。按着他所行的，他得到了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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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来说，第一点，我们悔改了，神就会恩慈地待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因行为得
救，但神希望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后，能够行善事。第二点，他希望我们的生活彰
显出恩慈来。什么是恩慈呢？简单来说，就是以怜悯待他人，如同神待我们那样！第
三点，然而审判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如何待人而待我们。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教导：
恩典，恩慈，审判。
在这个前提下，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 19 章，看主耶稣想教导我们什么。主耶稣希
望我们付出，可是我们往往愿意给出最好的，却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不知道该
给出什么，行事为人非常无知。耶稣不希望我们无知，他告诉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是什
么样的关系。他说按神的计划，这是亲密的属灵关系，好像妻子与丈夫那样。即是说，
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大大做工，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特别的团体，彼此之间真的完
全委身、开放、不设防，真诚、透明。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戴着面具与人交往，因为
不想让人看见真实的自己。
教会里有很多人，其实你并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微笑背后，他们真正的情况是怎
样的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内心想法是什么呢？也许你看着我，不禁说：
“我不知道你真正的想法，也许我见到的只是一个面具，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问题了，我们并没有真正彼此开放，教会成了社交场所，人们例行聚集，彼此
略知一二，因为都是基督徒，仅此而已！这不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当有的关系。

不许离婚，因离婚是取消了委身
这种情况下，世人怎能说——“看哪！这些人多么彼此相爱，他们真的是耶稣的
门徒”？有没有人来到这间教会，见到我们彼此之间的行事为人，会说“这些是耶稣
的门徒，我亲眼看见了神的爱”？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耶稣所说
的那种委身。这是深入的属灵委身，在属灵上你将自己完全给予另一人。
我们恰恰不敢将自己完全给予对方，因为害怕这样就将自己完全暴露给了对方，
也许会吃亏，被欺负。我们不敢彼此信任，彼此都没有这种信心，所以无法彼此相爱。
主耶稣已经向我们勾勒出了教会的异象，我们必须努力追求这个目标。

婚姻代表了教会与基督的属灵关系
接下来从圣经中证实这一教导。以弗所书 5 章是著名的婚姻教导，如果你参加过教
会婚礼，一定会熟悉这段话。以弗所书 5 章 21-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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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顺服主。2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
的救主。24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25 你们作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 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
净，成为圣洁，27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
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
妻子便是爱自己了。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
督待教会一样，30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
的肉”
）
。31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32 这是
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
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保罗在谈婚姻，却似乎时不时地跑题儿。他刚刚在谈婚姻，下一句话就开始谈教
会，接着又谈起了婚姻，再下来又谈起了教会以及教会内的关系。他似乎时不时跑题
儿，然后再入题，反反复复。保罗一早就已经看见，婚姻代表了基督与教会的属灵关
系，也代表了教会里彼此之间的属灵关系。这一切应该不难明白，因为前面已经说过，
神待我们的方式就是基督待教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必须这样彼此相待。一旦明白了
这个原则，一切就井然有序。
31 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别忘了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 19 章 5 节也说了这番话。32 节“这是极大的奥秘”，意思是深奥，妻子与
丈夫的关系是深奥的属灵奥秘。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如何成为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模式呢？以下有三点。

爱人如己（或“爱邻舍如己”）
“爱人如己”（利 19:18，新约太 19:19 及太 22:39 等处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已经
众所周知。如果你真的深入思想圣经的话，那么你肯定会对这句话百思不解：“我怎能
爱人如同爱自己呢？这怎么可能呢？”但凡有思想的人，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我自
己也不例外。我们愿意给出最好的，可是如何做呢？如何爱人好像爱自己呢？他是他，
不是我，我不能爱他好像爱自己。无论如何，我可以爱他到某个程度，可是无法爱他
像爱我自己，因为他不是我。
“爱人如己”的原文是“爱邻舍如同自己”。首先要明白“邻舍”一词，圣经中
“邻舍”并非任何人。这里的“邻舍”，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朋友、同伴，并非任何人，
也未必就是你的邻居。旧约用到这个词时，特别是指你的朋友，或者是同一个团体的
成员，即便跟你比较疏远，但与你有特殊关系。对犹太人来说，“邻舍”并非指素不相
识的人，也不是偶然邂逅的人，他至少是犹太同胞，或者是皈依犹太教的人，跟你有
同样的信仰。

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邻舍”
即便在主的教导里，我们发现“邻舍”一词也不是指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比如好
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邻舍。撒玛利亚人真的是犹太人的邻舍，
不但毗邻而居，而且也相信同一位神，看同一本圣经。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信奉的其
实是同一个信仰。
撒玛利亚人执着恪守摩西五经，绝对奉摩西的话为圭臬，超过了其它书卷，比如
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对撒玛利亚人来说，摩西是律法颁布者。尽管犹太人仇恨
撒玛利亚人，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同有一位律法颁布者，相信同一位神，他们真的
是“邻舍”
。众所周知，最大的仇恨莫过于宗教上的仇恨。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仇恨，
甚至基督教不同宗派之间的仇恨，简直让人作呕。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也是这样彼此
仇恨。但无论你喜欢与否，一个长老会教徒，或者一个循道会教徒，或者一个罗马天
主教教徒，他是我们的邻舍。他跟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神，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你也
许不喜欢他的教会的运作结构，但那是人家的事，你管不着。我们无权将他排除到邻
舍之外。

在新约，“邻舍”意思是基督徒同伴
在圣经中，“邻舍”首先是指与我们相关的人。但来到新约，“邻舍”特别是指基
督徒同伴，是同一地区、同一间教会的成员，并非不同宗派的问题。比如以弗所书 4
章 25 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里
的邻舍是指以弗所教会的成员，他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这一点至关重要。以弗所书 5 章两次说到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比如这
个段落最后一节，5 章 33 节：“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为什么
能够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呢？保罗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二人成为一体”（31 节）。
正因如此，你可以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如果你不看邻舍为你自己的身体，那么你当然
不会爱他如同爱自己。这就是关键了。你不能只给出一个要爱人如己的命令，让人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无法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我看不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
以爱妻子如同自己，因为我们是彼此委身的，已经联合成了一体。我们既然是一个身
体，那么爱她当然就是在爱我自己，因为她是我的身体。
如果看不见他跟我是一个身体，则我怎能爱他如同爱自己呢？所以这段经文中两
次提到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这是在对应我们与邻舍的关系：我们与邻舍的关系就
如同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你看得到这个对应吗？憬悟到如此深邃而且是深深扎根于圣
经的教导，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我从来没看我的邻舍、我的基督徒同伴在属灵上跟
我合一的关系，就如同妻子跟我合一的关系。不妨环顾教会，我会看我身边的弟兄跟
我合一的关系，就像我妻子跟我合一的关系吗？太不可思议了！我必须爱他如同爱我
的妻子，如同爱我自己。当然这是属灵上的爱，因为“如己”是属灵的关系，不是出
于肉体的关系。
现在你们能对身边的弟兄姐妹说——“我爱这人，因为我跟他是合为一体的”吗？
你感觉不到跟那人是联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委身给他，他也没有委身给你。
正因为彼此缺乏委身，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合一，也感受不到爱。除非我们意识到我们

是一个身体，才可以爱人如己。

接纳彼此为同一身体的肢体
第二点是，惟有彼此视对方并且接纳对方为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才能爱人如己。
正如以弗所书 5 章 31 节所说，一个身体恰恰是婚姻关系的基础。两人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成为了一体，一个身体。而且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不断说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正
如婚姻中二人成为一体。“体”字的希伯来文是 bāśār，意思是身体。可以翻译为肉体
或者身体。丈夫与妻子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也成了一个身体。
保罗经常用这个词谈论教会，说我们是一个身体。可是你意识到、感受到我们是
一个身体了吗？大概没有！我们的信仰太肤浅了，我们彼此的委身太肤浅了，无非是
一种表面委身。我们没有意识到，被基督宝血买赎之后，我们是受了圣灵的洗，成为
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彼此联合的关系就像丈夫与妻子那样，是一个身体中的肢体。
震撼吗？
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道明了主耶稣教导的要旨，这样做是让你有足够
的时间去思想、去适应这个教导，我自己也需要适应。

给出最好的，就是给出我们自己
说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圣经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奇妙的
是，这恰恰是教会成员之间当有的关系。以弗所书 5 章 21 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
心，彼此顺服。”这句话是在继续之前的话题，讲到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应当彼
此顺服。这句话贯穿了保罗书信，无法一一列举。
保罗经常提醒基督徒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要彼此顺服。“顺服”恰恰是谈及夫
妻之间关系时所用的词。但反之亦然，这里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怎
样爱呢？“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要爱妻子，到一个程度，为妻子舍命！
而这恰恰是给予基督徒的命令，基督徒就当这样彼此相爱。约翰一书 3 章 16 节说，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换言之，丈夫对妻子当尽的义务，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对待基
督徒同伴，没有区别，因为这是出自同一个命令！
由以上圣经证据可见，婚姻的关系是代表了教会成员之间的属灵关系（我一开始
就已经道明了这一要旨）。我们就当这样彼此相处。有一首诗歌叫“将最好的献给主”
（Give your best to the Master），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原来就是将我
们自己给另一人。这并非易事，因为你看着教会里一个人，会说：“要我把自己给这人？
不行，也许有一两个人我可以接纳；但其他人，我可不愿意。”
如果基督是这样爱我们的，那么我们怎能有救恩呢？如果基督看了看我们，说：
“这里有些好人我愿意为他们死；至于其他人，我不愿意为他们死。”如果我们这样相
待，那么到了审判那一天，神会如何待我们呢？神也会拒绝我们，正如我们拒绝他人
一样。
这幅图画勾勒出了教会当有的样式，非常深邃、有能力、振奋人心，希望我们能
够掌握住。现在我们还差得太远，但至少有了目标，知道该如何去追求。说到给出自
己最好的，现在就知道该努力做什么了。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让教会在这个世代能彰

显出神要我们彰显出的荣耀。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教会做起。

神设立婚姻来教导我们教会团契的生活
神本意是以婚姻关系作为开始，让两个人学习彼此舍己。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委
身给另一个人，则怎能委身给全教会呢？要先从一个人开始。所以神设立婚姻是教导
我们团体生活的第一步，这就是神美妙的计划。神为什么设立婚姻呢？创世记 2 章 18
节说，“那人独居不好”。一个人独来独往，在属灵上是不好的，你必须学习与别人建
立关系。你不能同时间跟所有人建立关系，所以从一个人开始。就照着这个模式开始，
与一位弟兄或姐妹建立关系，继而再与另一位弟兄或姐妹建立关系，一个接一个，整
个团体便成长了。
人独居不好，可是如果只有两个人，某种程度来说你可能依然是孤独的。只是两
个人在一起，依然是独居。所以在创世记 1 章 28 节，神继续说：“要生养众多”。可见
婚姻是建立一个新团体的第一步。“要生养众多”，不要只是你们两个人独处，而是要
逐渐增长，建立一个团体。这就是婚姻的目的。同样，我们也要在教会中建立这种彼
此委身的关系，先从一小群人开始学习彼此委身，继而延伸到整个教会肢体间的彼此
委身。
如果你都不能委身给一个人，则怎能委身给更多的人呢？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
如果你跟妻子的关系是以离婚收场，这就说明了你对她（这位你本该爱的人）缺乏了
委身。坦白说，这不符合基督徒身份，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不容许离婚，因为他
要我们学习无条件对一个人完全委身，无论遇上什么困难，都要义无反顾，坚持委身
给对方。

不要放弃，直到神的教会彰显出荣耀
如果你能够与另一人建立委身，不离不弃，坚持靠神的恩典爱对方，那么你就是
在学习委身了。也许你的丈夫（或妻子）是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很难相处的人，
但是你下定决心按照神的旨意待他。如果你能够得胜，就会无往不胜，你会成为教会
的鼓励和希望。教会需要这样的基督徒：不退缩，勇往直前，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
明灯发亮。”（赛 62:1）。直到神的教会显出荣耀，我不会放弃，我会坚持这种委身，
直到神的旨意成就。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