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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事工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沈雲飛

中面臨的一些難處（租屋、照

顧長輩、失業、保險、老年照

顧⋯⋯）在社青團契部的會議

討論中浮現。這些難處與需要

不是新的現象，但是以往單身

議題在教會中像是個不可觸碰

的禁忌，因為普遍認為沒有單

身會友願意被「標籤化」。然

而，隨著時間悄悄地推進，面

對的現實掩蓋且取代了以往的

禁忌。

在社會和教會中，單身因

著時間比較自由、沒有家累、

配合度高，常常被賦予比較多

的責任，諸如：公司加班、停

信友通訊同工來信邀稿時非

常直白地寫道：「當我

受命向您邀稿時，感到非常困

惑：畢竟您有位賢內助，兩個

聰敏美麗的女兒，四個美女外

孫，來談單身這個主題有說服

力嗎？」我完全同意這看法，

單身的需要，單身才最深切知

道。

從禁忌到現實　

單身族需求被聽見

回顧2015年6月當我還代理

社青團契部主任時，在沒有預

期的狀況下，單身契友在生活

【專題】單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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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回家照顧父母、教會各樣服

事的配搭⋯⋯。在外人眼中，

單身是強者的角色，也因此承

擔了比較多的「被忽略」─

單身在教會、在社會常是被忽

略、不被聽見，被認為「沒問

題」的族群。然而存在的事實

是：當被需要的狀況解除後，

單身者常常反轉成了弱者，有

需要、但沒有供應的來源。

「單身事工」不是起初的

議題，以社青團契部的能力，

只侷限在探討「單身會友長期

的牧養需要」。記得會議後

MAIL給社青團契部的長執和同

工：

「有關於探討『單身會友

長期的牧養需要』一事，我以

為是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二章25

節『⋯⋯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的實踐，也是教會未來無法迴

避且定然要面對的議題，是

一件美事；若一旦開始，這

事工就會是一件『又大又繁

的package』，卻也可能會變

成為一件『又大又繁』的『包

袱』，除非有心志一定要看到

具體結果，否則以我的經驗終

將是草草地不了了之；⋯⋯有

關於探討『單身會友長期的牧

養需要』一事，我們確定預備

好要開始嗎？」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對

我的提醒有兩個層面：其一、

信友堂是強調家庭、以家庭為

核心的教會，所以結婚成家的

會友要關顧單身會友的需要；

其二、教會是我們每一個會友

屬靈的家，教會有社會無法提

供的肢體和家人關係，單身會

友在教會透過同質性的團契，

是否可以「以單身群體彼此互

為肢體、互為家人，建立另一

種彼此相顧型態的家庭」？

單身事工啟動　

恩典盼望中有預備

教會的牧養工作，如果是

已經面臨需要才開始，因著沒

有足夠的預備，常常會非常的



─·27·─

│信友通訊│2016.09│

艱困。單身會友的需要會隨著

年紀的增長逐漸顯現和增加，

如果沒有在尚且年輕的時候意

識到並且開始預備，當各樣需

要或難處浮現時，個人和教會

都很辛苦。所以，此次單身事

工的主要對象並不是定位在目

前已經年長、面臨困難和需求

的單身會友，這些會友現階段

必須仰賴教會牧養事工或年長

者事工提供即時的幫助。

目前推動的單身事工，乃

是著眼在45~55歲的單身會友，

這些會友距離退休應該還有十

年以上的時間，教會除了牧養

教導，幫助這些單身會友在神

心意中的守素安常找到定位之

外，盼望也能協助他們認知未

來可能面臨的景況，提早在建

立肢體關係、與人相處、審慎

理財、合宜保險、居住規畫、

長照等實務，有計畫的學習和

預備，盼望在預備期間及進入

退休之後的生涯，是有一群家

人同行天路、彼此扶持、相互

團契，是充滿恩典與盼望，且

有充分預備的。

這幾年常在思想，教會是

否應該重新定義母親節、父親

節─顧念到熟齡沒有孩子的

夫婦或單身會友，母親節是否

也可以同時定義是姊妹節？父

親節是否也可以同時定義為弟

兄節？教會的牧養在重視家庭

的同時，是否也能顧及其他族

群？感謝教會和信友關懷協會

的支持，單身事工今年試著啟

動一些基本的議題，並藉著講

座、座談貼近並瞭解單身會友

長期和實際的需要，盼望未來

的兩年，能逐歩進入實際的議
題。目前規劃的單身事工沒有

時間的急迫性，但需要神親自

帶領，需要清楚的方向，需要

長期參與的同工，需要持續不

斷的動力，需要各項專業的協

助，需要教會對單身族群的關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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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託仰望　

單身生活樂徜徉
說穿了，單身生活最核心的學習只有一件事：學習交託，相

信神必聆聽。

／黎瑩

路。在此之前，我得說我都自

以為靠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但

事實上自己沒辦法搞定；如果

自認為可以搞定，應該是自己

在騙自己。

一個單身的人，最容易自

己騙自己的三件事情：一是異

性關係，二是原生家庭關係，

三是與自己的關係。

大約在三年前，我認識並

且喜歡上一位已婚男士，對方

也對我很有好感；雖然我們都

瞭解彼此不可能有甚麼進展，

只維持著某種愛慕的心情。坦

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過著愉

快的單身生活，這過程中

也同樣經歷過埋怨、自憐、求

不得等等的掙扎，也有自我欺

騙其實過得很好的種種情況；

坦白講，我敢真正打包票即使

在禱告時面對神，也敢坦言自

己過著真正快樂的單身生活，

是這兩年左右的事情而已。

真正的關鍵是在這兩年，

我終於學會在神面前坦然無

懼地交託自己，即使最卑微、

最不願承認的過往，都交託給

神，神終究會找出最適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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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說，理性上都知道不可能，

感性上難免會有點僥倖，想

「說不定會有其他的可能」，

也會妄想「說不定神會為我們

排除萬難」，因此保持著聯

繫。

他是位接跨國案件的藝術

工作者，可是英文不怎樣，三

不五時拜託我幫他處理些英文

的介紹文字或者書信往返，我

也真的傻傻幫他做白工，沒要

過一毛錢。做白工的時候，八

成的心情覺得為愛情付出、自

己很棒，兩成有一點點也會有

種蠢、徒勞無功的感受。

處在這樣的情愫中雖偶有

些小甜蜜，卻無法掩蓋沒有

未來的陰霾，每天都過得很惶

恐；因為惶恐，更常禱告。我

問神為什麼要讓我面對誘惑，

我跟神承認內心的軟弱，求神

原諒並且求神按照祂的意思幫

我移除這個考驗。

某日，我又在幫藝術家做

白工寫英文文案，對象是東

歐某國的國際展覽，我心想：

「好酷的國家，都沒去過」，

才剛想完，突然有個念頭淡淡

掠過：「怎麼做都不會是你

去」。這句話非常平淡無奇，

卻在我心裡掀起大波浪：「是

啊，怎樣都輪不到我」。從那

天以後，我沒再與對方主動聯

絡，也沒再見面。

初期內心仍有期待，期待

對方來挽留你，偶爾也會想要

主動聯絡探探對方口風。神奇

的是，每次只要有這種念頭，

都會出現各種聲音勸退我，有

時是一針見血的「做甚麼都

不會有用」；有時候是溫和的

「你試試看放手嘛」；有時候

是正面鼓勵的「你可以做得

到」。一段時間之後，這件事

情便雲淡風輕了。

從停止連絡後，我每天都

為此事感謝神，我覺得神太

愛我了。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和

愛護，憑我個人的妄想和錯

估，只會越走越偏，最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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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這件事情讓我知道跟神

坦白、大膽呼求是為神所喜愛

的，而且神會用你意想不到的

速度、最好的方法處理，但前

提是：你得勇敢地跟神坦白。

尊主為大　母女關係轉化

感情問題雖然是單身者最

常遇見的困擾，但我認為最大

的挑戰卻是跟原生家庭之間的

關係。

父親在我五歲時過世，母

親與我相依為命。母親不太

管課業，但對生活起居非常嚴

格；也許因為她的嚴格，我們

深愛彼此，相處卻易起摩擦，

每次都好了又吵、吵了再好。

長久以來，外婆充當我們母女

間的緩衝劑，當她超過八十

五、邁向九十歲時，她開始認

真提醒我要跟母親好好相處，

否則未來母女相依為命該怎麼

辦？

老實說我也真怕那天來

臨。大學後我到台北，獨身生

活近三十年，平常回家省親三

天，經常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與

母親起摩擦。若外婆過世，我

願回家與母親同住，但是想到

得按照她的生活規則，心裡就

發毛，我可不想回家以後每天

跟母親吵架。所以從外婆嚴肅

地提醒之後，我也開始認真地

為此禱告，求神在我們母女關

係間作工，讓我們和好，能夠

真正地接納。

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一直希望我在她教堂受洗，

她也知道我在信友堂聚會還沒

受洗，卻不知我其實想當基督

徒，不想當天主教徒。某天她

又提起受洗，我不知哪來的勇

氣說：「我想當基督徒」；出

乎意料地，我媽竟說「OK啊，

反正差不多」，沒多久我就受

洗了。

受洗之後，竟然被我找出

一個跟母親無摩擦溝通的方

法，就是「言必稱主」。

好比，我媽長年投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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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老愛追高殺低，然後找我

抒發她鬱悶的心情。受洗前，

我一定講大道理，說教意味甚

濃，經常搞得不歡而散；受洗

後，我開始借用主的名義跟我

媽說：「媽，聖經裡面告訴我

們不要貪戀錢財，神不希望我

們太執著金錢遊戲」，我媽竟

然聽進去了，最後聊得開心收

場。退休後，我媽的重心轉為

照顧家人，難免偶有怨言，過

去我都說她愛計較、小心眼，

當然又容易起爭執；受洗後的

我就會跟她說：「媽，她們沒

有主，沒辦法」，馬上取得共

識，我媽也立刻停止抱怨。

這幾年我們母女關係是前

所未有地貼近、融洽，這也轉

化成為單身生活極大的養分；

如果沒有原生家庭的支持和鼓

勵，絕對屈服於台北這個屬世

之地，缺乏向上仰望的力量。

是就說是　誠實面對內心

跟自己的關係不如與原生

家庭之間的關係來得挑戰，卻

是最常面對和遭遇的課題。這

個課題的本質通常是：當發現

你其實並不是你認識的那樣，

怎麼面對和處理？隱藏它？接

受它？否定它？

通常這些事情並不太大，

也很抽象，說過就過，不去面

對、處理也不會怎樣，日子還

是過得下去，可是久了不會開

心，離平安喜樂漸行漸遠。

去年有一天，突然有個念

頭閃進腦海：我發現自己好久

沒有開心地笑了。這個念頭很

「跳」的原因是，我知道我在

別人眼裡是開朗樂觀、笑聲宏

亮的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其

實日子過得沒有那麼開心。因

為工作性質和時間壓力，心思

經常繞著工作內容打轉，多數

無心放輕鬆，可能為應付當時

場合，也可能下意識地笑，或

者為解除當下尷尬而笑，總之

笑得莫名其妙且言不由衷，可

是聖經裡說：「是就說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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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說不是」。所以當某天我

意識到自己其實根本笑得內外

不一時，我好奇究竟怎麼了。

我開始默默觀察自己言行

舉止，結果發現關鍵好像是我

真的沒有好好感謝過誰，包括

神。雖然在日常生活裡不停地

謝這個、謝那個、感謝神，我

捫心自問：真的有從心裡感謝

對方嗎？並沒有。既然如此，

何必要誇口感謝呢？答案多

是：為了表現出自己有禮貌、

為了下意識地謝；總之是為了

自己而謝，並不是感謝對方而

謝。這並不是甚麼大而顯著會

影響自己或周圍人生活的事

情，面對或不要面對，成為一

種選擇，我想成為真正開心的

人，選擇了面對。

從那以後，我給自己一個

功課：沒有真心想要感謝或抱

歉的情境，不要說「謝謝」或

「對不起」。老實說有沒有造

成甚麼改變並不是太明顯，但

說話有種踏實感，是過去所沒

有的。

數算恩典　

享受神所賜的每一天

回首自己的單身時光，只

能說一切感謝主。如果不是

神在天上看顧，我絕對不可能

活得自在平安而且健康，神帶

我度過了無數有形或無形不可

能的任務和試煉，而且永不離

棄，然後在此過程裡因為見到

自己的軟弱，逐漸學會向眾人

顯溫柔。

說穿了，單身生活最核心

的學習只有一件事：學習交

託，相信神必聆聽。這是件困

難的事，可是只要我們設定這

樣的意圖，努力往這個方向練

習，就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靠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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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

天來談談單身的神學思考─

站在信仰的角度，應如何看待

單身？在短時間內不容易把關

鍵的議題帶出來，期待大家不

要以聽標準答案的心態來聽，

而是一同在神面前尋求，為教

會守望，肢體彼此扶持，共同

思考這個關鍵的議題。

盼望今天的聽眾不只是設

定為單身者，在推展單身事

工的同時，我們要怎樣兼顧家

庭事工原有的價值？信友堂的

家庭事工令很多教會羨慕，每

年五月還有家庭月，但我們是

不是忽略了單身事工？究竟這

兩者之間的張力，如何取得平

衡？推展單身事工時，有一些

挑戰可能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因此，這是一系列的聚會，希

望透過不同的角度來討論。

何謂單身？

何謂單身？其實它是相對

於婚姻的，只要你不在現存的

婚姻中，你便是單身。如果我

們已婚但喪偶或離異，雖然經

歷婚姻卻已不在婚姻狀態中，

就是單身；不曾進入婚姻的，

或向左或向右

—那人獨居不好vs.守素安常才好

／陳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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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單身。所以，要不就是在

婚姻裡，要不就是單身。看樣

子，「婚姻」是一個主角、是

作為一個座標來定義單身，當

我們講單身事工的時候，幾乎

是跟婚姻連在一起的。

我們有時會用「暫時的單

身」這個詞，有人會說，單

身聚會跟我無關，我可能兩年

後要結婚。有聽過「暫時的婚

姻」嗎？它似乎不如暫時的單

身那麼自然。在中國大陸，因

為少子化使近年來逼婚情況嚴

重，過年前有些男生就請女同

事幫忙，冒充新娘、女友，回

鄉給長輩看一看。這些社會現

象衝撞著我們。

婚姻很難是「暫時」的，

不一定從基督教信仰出發，從

社會學角度看各種文化對婚姻

的瞭解，婚姻並非以暫時來界

定，你可以由此看見婚姻的嚴

肅性。今天我講單身事工，也

要顧及到家庭事工，它的嚴肅

性在這裡。

單身不等同守貞的社會觀 

帶來挑戰

推展單身事工的挑戰與危

機在哪裡？在今天，單身和

守貞的觀念其實是分家的，雖

然對基督徒來說是不分家，但

在世界上很自然地分家。在當

前的社會，單身者不一定是守

貞者，很多單身的人不一定守

貞。身處在這樣的大環境裡，

教會推動單身事工時，要注意

這個潛在的危機，以及它對基

督徒的單身觀可能帶來潛移默

化的挑戰。今天許多的單身者

可以不在婚姻裡即獲得性的滿

足，他們可以解決自己的性

慾，但不是在婚姻裡，這不只

是社會的現象，也是教會所面

對的挑戰。

這些是談單身事工的背

景，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這

些社會的氛圍與思潮不斷衝

擊著我們。社會上所高喊的單

身，是在破壞婚姻，而教會所

高喊的單身，一不小心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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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破壞婚姻和家庭的神聖價值

呢？反過來說，如何在秉持婚

姻的價值之下，看到單身的寶

貴？單身者能夠安身立命的基

礎和信仰的根基在哪裡？

從聖經馬太福音

第十九章看單身

單身的概念不可能一語帶

過，在聖經裡最明顯談到單身的

觀念，是在馬太福音十九章法利

賽人挑戰耶穌，問他休妻問題時

耶穌所講的一番話，而在哥林多

前書七章，保羅也談到單身，但

僅從這兩段聖經，無法完整歸納

單身的意義與理解。

當門徒們聽到休妻的條款

是這麼高的時候，便說「既是

這樣，倒不如不娶」。耶穌的

回答中有一句話：「因為有生

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

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

（太十九12上）我們乍看之下

就理解到，單身者在耶穌口中

基本上是兩種人，一個是生來

就是閹或被人閹的，有點是被

動的；另一種為天國的緣故自

閹的，這就是主動的（當然，

前面生來閹的或被人閹的，可

能是生理上的殘疾或因意外受

傷等）。

把鏡頭縮小，回到你我的

體驗。今天很多單身者不是

出於自願，是無奈、是根本沒

機會。有些人不想單身，但也

沒有很高的結婚意願，可能有

很多原因，造成他覺得被迫單

身，這是雙向、複雜的現象，

可以讓我們去思考。

保羅和創世記的對談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

「那人獨居不好」是伊甸

園的故事，是聖經裡對婚姻非

常經典的理解。但保羅在哥林

多前書七章26節說「人不如守

素安常才好」，第1節說「男

不近女倒好」，到底是獨居不

好，還是守素安常才好？

保羅在跟創世記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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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不近女倒好」，他到底想

說甚麼？這是創世記本來的意

思嗎？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七章

的整個講論，三番四次不斷

強調「我說」不是「主說」，

我盼望你們效法我、如我一

樣⋯⋯，是比較建議性的、勸

說的，不是清楚的命令。那

麼，獨居不好、守素安常，哪

一個比重比較重呢？大家比較

自然地認為獨居不好。

婚姻才是神的心意？

在傳統的教會、教會歷

史，乃至於我們周邊的環境，

都認為婚姻是神的心意，單身

好像不是。在聖經裡，夫妻關

係已神聖到一個地步，用來形

容神人之間的關係。比如在先

知書裡的何西阿書，我們看到

以婚姻家庭作為神學基礎的重

要性。

如果「那人獨居不好」是

整個人存在的最終極狀態，那

其實真的很麻煩；如果不是，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在過去的

歷史上，對於單身，我們有沒

有累積一些不合乎聖經的觀

念？對於婚姻，我們有沒有累

積一些聖經沒有強調、卻被無

限上綱的部分？我們需要誠實

面對神的話，面對實際的狀

況。

在強調家庭婚姻神聖性的

時候，我們會產生一些盲點，

到底人存在的基本是甚麼；反

之亦然，在推展單身事工的過

程中，若沒有注意到可能有的

誤差，也會帶來一些偏頗的影

響。讓我們一起來思考，在神

學意義上單身是怎麼一回事，

有哪些誤解？

不在婚姻裡的人

只能是一半？

如果單身必定相對於婚

姻，應該如何理解單身的意

義？這兩者既然是無法脫勾的

對照組，那麼，如何理解單身

也必會影響你如何理解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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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會說：「恭喜你，終於

找到你的另外一半。」這句話

彷彿告訴我們，沒有在婚姻裡

的人，只能是一半，婚姻才能

讓我們兩下合為一體。這等於

說，婚姻是成為完整的人所必

經之路；沒有進入婚姻，我們

還是那一半，始終沒有那麼完

整。這個誤解其實還真是非常

的大，如果單身者都是一半的

人生、不是完整的人，那我們

怎樣來看待神創造的作為呢？

聖 經 說 「 那 人 獨 居 不

好」，我們常在婚禮中讀經：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創

二24）這「二人成為一體」標

示了「一半」的概念，如果這

樣來理解的話，又是誤解了聖

經。

二人成為一體

是1加1等於一

創世記裡的亞當和夏娃，

作為整個人類受造開始時的場

景，他們出雙入對。但人要離

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

為一體，不是0.5加0.5，其實

是1加1等於一的概念。這簡單

的數學公式，足以影響我們對

單身的理解。如果我們以為那

人獨居不好是0.5的意思，就是

誤解了。

為甚麼那人獨居不好？亞

當作為一個受造者，履行神

所交付予他的使命，他需要幫

手，是從這角度來理解「那人

獨居不好」，要造一個配偶幫

助他去履行神的使命，達成神

所交付他的任務。如果抽離這

些，從做為一個人根本的角度

來理解「那人獨居不好」，是

直接挑戰神的創造。

神創造人的時候，不是獨

個的，人永遠都是在群體的概

念中來瞭解、認識自己。因為

「群」的概念在三一神本身就

有，從永遠到永遠，聖父、聖

子、聖靈三一神彼此相愛，都

在一個關係的底蘊、本質內成



專題：單身，樂？！

─·38·─

為祂。創世記一章告訴我們，人

是按照祂的形象跟樣式被造，

神把我們造成是一個關係性的存

有，本質上已經展現在我們每個

獨立的個人裡，同時又展現在所

有對外的關係上。

「那人獨居不好」不是一個

神造亞當的虧欠，也不是如機器

故障而有的瑕疵。二人成為一體

的「二人」，不是0.5的二人，

是兩個完整的1成為一體。這個

誤會影響我們很深，當到了適婚

年齡，如果沒有進入婚姻，在很

多方面會有困擾；這困擾可能從

內在直擊外在，覺得自己裝扮有

問題、覺得自己怎麼比不上人

家。

在神「創造與救贖」裡

婚姻並非必經之路

第二個誤會是以為婚姻是

必經之路。在亞當夏娃的故事

裡，婚姻是作為人受造最實際的

展現，在創造的起初，繁衍的使

命交代下來，婚姻是最自然的表

達方式。但它是不是人一生中的

必經之路呢？不盡然！

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

錄，最關鍵就是創造與救贖。在

神創造與救贖的本意裡，婚姻是

必經之路嗎？好像不是。神榮耀

的成就，是祂的旨意、祂造人

的目的、人在祂面前怎樣成為

人、祂在人面前怎樣成為神；

是在敬拜、扶持、牧養的關係

裡，人走向神帶我們去到的至終

榮耀。

從創造（C r e a t i o n）到

救贖（Redempt ion）到榮耀

（Glorification）到至終成全

（Consummation）的整個過程

中，婚姻當然有它的角色，但恐

怕不是整個創造與救恩歷史中的

軸心，軸心是主耶穌基督。

婚姻是必經之路嗎？當我們

強調婚姻和家庭，記得要把方

向放在創造、救贖宏大的敘事

裡。聖經曾經用夫妻關係作為神

人關係的表徵，然而這僅是其中

之一的表徵。如果認為婚姻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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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作為一個人的根本，在此必經

之路才能完全認識那位以婚姻預

表我們跟祂之間關係的神，就真

是無限上綱了。

婚姻是給敬虔人的禮物？

每位單身者不是0.5，婚姻

並非每個人必經之路。但是很多

人認為，婚姻也許不是必經之

路，不過好歹它應該是屬靈人

的禮物，是神給那敬虔人的賞

賜；如果沒有進入婚姻，可能是

自己不夠討神喜悅、有瑕疵，或

哪裡得罪了神。

婚姻真是給敬虔人的禮物

嗎？這可能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

法，可能是我們因著情境、別

人異樣的眼光，甚至是我們對

於罪的理解無限放大所造成的

困難。再加上以為單身是次等

的，把婚姻當成敬虔的禮物，在

沒有獲得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

是次等公民。求神寬恕我們、幫

助教會、幫助令你有這種感覺的

人，我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營造

了這種氛圍。

微妙的是，從中世紀修道

主義、傳統大公教會的屬靈傳

統，由於獨身主義或神職人員不

婚的概念，一直認為單身其實

是更高的。曾幾何時，世界倒過

來了。我們不會認同世俗的單身

主義，但可能會跌到另一個極

端，就是有非常低落的自我觀

──對於單身很無奈，不知如何

是好，或永無止盡的尋索，其實

不需要這樣，單身者在神眼中是

寶貝。

再者，以為婚姻是消除寂寞

最好的方法。單身者為要避開

寂寞，逃避孤單，設法走入婚

姻，這又是好大的誤會。不要迷

信婚姻是人生的解決方案，不

要迷信婚姻無限上綱的錯誤概

念。沒錯，兩個人總比一個人

好，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

斷；沒錯，那人獨居不好，這些

都很寶貴，但我們要有對照，它

總要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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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新地非伊甸園的複製

我們可以怎麼看單身呢？

我簡單地提兩個概念。第一，

歸納整本聖經的信息，是救贖

的故事（事實上這是很粗糙

的表達，但也不至於太不靠

譜），從創造的工作到人墮落

以後救贖的展開，以及救贖至

終的完滿，這個概念很重要。

有一個在神學上一定要弄清楚

的：啟示錄的新天新地，並不

是伊甸園的複製，因此，從創

造一直到救恩是有個脈絡的。

如果粗略以時間軸的概念

來看，這裡開啟了創造，然

後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最後是

基督再來。創造的屬靈規律在

此展現，舉凡相關的文化、人

文所有的事情，到耶穌基督再

來的時候，就到了終點。耶穌

基督的「再來」只是神學上的

一個象徵的表達，表達整個救

恩、人類的歷史進到永恆，在

永恆的救贖裡有神新天新地的

工作。

耶穌基督在兩千年前道成

肉身來到世上，是整個救恩啟

示的最極致，一切的豐盛都在

耶穌基督裡被顯明出來，這是

歌羅西書二章所告訴我們的。

從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一直到祂

再來進入到永恆，被稱為救贖

的規律，差別在哪裡呢？

耶穌再來，婚姻不再被提

在創造的規律裡，我們看

到婚姻的展現，婚姻作為一個

人文，也做為神對於人受造繁

衍的責任跟命定被清晰地表達

出來。這婚姻的規律在創造裡

一直不斷地展現，到耶穌基督

再來，它清楚地停了。包括耶

穌基督在馬太福音十九章所講

的，未來的人也不嫁也不娶。

在新約聖經裡，我們所看

到對天使、靈界的瞭解是他們

沒有嫁娶。就我們對啟示錄的

瞭解，未來新天新地裡沒有嫁

娶的概念，它到這裡就停了。

永恆之中的新天新地不是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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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它是比伊甸園更美的。

如果這樣來理解，婚姻作為創

造中間的一個規律，在人文中

間展現，到這裡會停止，因為

耶穌基督再來。

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第一

次來和第二次來的中間，有一

個重疊的地方，這就是所謂我

們的時代。新約每每用到「末

世」這個字，表達的並不只是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未來，耶穌

基督第一次來和第二次來中間

的時期，都叫末世。我們今

天活在末世裡面，從屬靈的角

度、從神學的角度來理解都是

這樣。

救恩計畫完滿的關鍵是神，

不在婚姻 

在這所謂的末世角度來談

婚姻、談單身，我們就看到單

身在這一段時間裡，那比重、

屬靈涵義以及它可以襯托出來

在神永恆計畫的位置，好像比

舊約、比這個時代更為凸顯。

從舊約的故事、以色列歷史等

等，不婚是糟糕的事情、沒有

地位，是一種羞辱。但是隨著

新約不斷往後走，你會注意到

單身不但沒有舊約的可恥性，

反而有它的崇高性。

舊約不是沒有單身者，它

也有很多預言性的經文。以

賽亞曾講過，太監在末後的日

子裡要享福氣，要在神面前得

恩惠。舊約裡像這樣的經文很

多，你很難想像，單身或不育

的人在舊約裡可以得恩惠，得

恩惠的證明就是懷孕或者出

嫁，不然我就蒙羞。舊約士師

記裡耶弗他女兒的故事，都是

這樣。

但在新約，這個圖畫不一

樣了。舊約已經看到一些影

子，預言著救恩更加展現的時

代裡，單身者的角色就被凸顯

了。到了新約，耶穌基督是一

個關鍵性的開啟，之後他再來

到我們中間，婚姻的位置就不

再被提及，不再被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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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你來說可能有些遙

遠，但希望這樣一個宏大的救

恩故事，可以幫助大家平心靜

氣地思想，人一生最重要的是

甚麼？是神救恩計畫的完滿，

對不對？我們可以在婚姻的狀

態裡，也可以在單身的狀態裡

去達成，所以對於婚姻的瞭解

無限上綱是很危險的。

婚姻僅是一切關係存有之一

神造我們的時候，人不是

一個單一的個人。我們是可以

落單，可以獨自在荒島上，但

沒有一個人是獨立的。神造你

的時候，在祂的本質裡，是按

照祂的形象和樣式被造的。甚

麼是形象和樣式？以弗所書四

章關於這段經文的描述是甚麼

意思？有人說那是道德性，有

人說是自由，有人說所謂神的

形象和樣式是品格等等。其實

都有，但更可能統合這些說法

的是「關係」，人絕對是一個

關係性的存有。

神在祂永恆的三一性裡，

按著祂的本質造了我們，我們

就在自己本來的生命中有關係

的訴求，我們展現建立關係或

迎接關係的能力。當然，罪可

以破壞扭曲這種能力，使我們

的關係若即若離，甚至完全打

亂、分崩離析。

所以，從基督教人論的角

度來講，每一個單獨的個人

在一個完整關係的面向中怎樣

去開展？夫妻關係只是其中一

種，當然這個關係很重要，人

間一切的關係，從選擇性關係

到非選擇性關係，就在婚姻裡

起作用，婚姻讓我們從選擇性

關係進入到非選擇性關係。

但婚姻只是作為一切關係

存有中的一種表現方式，如果

你覺得沒有婚姻這個關係就不

完整，那就很遺憾了。神造每一

個人，雖然有夫妻關係表達神人

的關係，比如保羅在以弗所書五

章用夫妻關係來表達我們和耶穌

基督的關係，但是保羅也用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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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表達教會，在以弗所書二

章、哥林多前書也這樣表達，教

會其實是神的家。

在教會屬靈的家 

認識神、完成使命

甚麼叫做「家」？親愛的

弟兄姊妹，家不僅是靠夫妻的

結合才有，在舊約裡確實是以

二人成為一體、血緣關係來理

解，到了新約以後，我們有屬

靈的家，已經超越血緣關係的

概念。

當五旬節聖靈降臨到教會

的時候，已經超越了這個概

念。今天單身者也是在一個

「家」的關係裡去認識神、

去完成神的使命。有人蒙召在

血緣的夫妻關係中做神的門

徒，有人蒙召在屬靈的關係上

成為家人，一起完成神的使

命，這之間沒有對立的需要。 

（2016年6月11日單身事工講

座，紀南惠、林玉茵整理，未

經講員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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