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對於澳大利亞婚姻的好消息 

  



 

 



 

 

 

 

 

關於同性婚姻的辯論 
 

 

大多數的澳大利亞人都熱愛耶穌的“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的教導。這是一條很好的生活原則。 

耶穌也教導我們，“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

的”。這也被廣泛認為是我們所有人的一個美好祈願。你會發

現， 在我們的城鎮和郊區的許多澳紐軍團日（ANZAC）紀念

碑上都刻有這樣的話。 

同樣的，耶穌對於婚姻的教導也是我們都尊重的。 “神所配

合的，人不能分開。”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知道這是正確

的。 

耶穌說，從一開始婚姻就是一個男人離開他的父母，與一個

女人結合，二人結為一體的結果。因此，忠誠是一件好事。

持守在一起是一件好事。並且兩個異性之間的伙伴關係是一

件好事。我們不應該分開神所配合的這樣的好事。 

這對於澳大利亞人來說曾經是很明顯的事。現在澳大利亞人

聽到了有聲音說，婚姻不是關於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事；

對婚姻來說，性別完全沒有關係。一個婚姻的新定義被提出

來，聲稱它僅僅是關於彼此相愛並且想要彼此委身的兩個人

的事。這些倡導者們希望政府在法律上改變婚姻的定義，使

之能夠發生。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並且它遠遠偏離了耶穌和聖經為我們

所設立的婚姻的美好圖景，那就是，神為男人和女人設立了

婚姻，是為了他們的益處， 為了孩子的益處，和為了人類社

會的益處。如果我們愛我們的鄰居，我們就會為他們的益處

著想。因此，在現在我們國家對此問題的討論中，我們應該

準備好說出神對婚姻的美好計劃。 

然而，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我們如何解釋神的婚姻模式

與一個世俗國家的關係？聖經對於結婚究竟說了什麼？並且

我們又如何回答別人的一些問題 - 尤其是來自那些不相信神

的人們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說，並且婚姻被重新定義，那麼

對於每個人的後果是什麼？這本簡短的小冊子在某種程度上

幫助悉尼聖公會會員在我們的工作場合，在與鄰舍，在學校

門口進行的對話。我推薦這本小冊子給你， 並鼓勵你談一下

婚姻對於所有澳大利亞人的好處。 

格倫·戴維斯博士 

悉尼聖公會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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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們可能會問的問題 
 

 
“難道 LGBTI 伴侶不配得到平等待遇嗎？” 

每一個在澳大利亞的男人和女人都應當知道，他們對於神來說是同樣有價值的。就像

是適用於其他人一樣，這適用於 LGBTI（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

性戀（Bisexual），變性人（Transgender）和雙性人（Intersex））群體的人們。所以

基督徒反對任何歧視 LGBTI 群體人的法律。作為聖公會的信徒，我們積極支持在 2008

年的同性關係改革，因為它提供了平等待遇，例如關於養老金的法律。部長譚婭·普利

博希克（Tanya Plibersek）當時說過，“我們已經刪除了法律書上對男同性戀，女同性

戀和同性伴侶的每一條法律歧視。”1 這是對個體做的正確的事情。今天辯論的並不是關

於歧視 – 正如部長譚婭·普利博希克（Tanya Plibersek） 所聲明的，歧視已被刪除了。

這是關於改變婚姻的定義。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實際上創造了新形式的歧視。這

是因為婚姻是一種複合權利：兩個成年人委身於具有約束力的聯合的權利，以及建立

一個家庭的權利。建立家庭的權利涉及到兒童。剝奪兒童被自己的母親和父親撫養的

機會難道是正確的嗎？正如你稍後將會看到的，這僅僅只是受到改變婚姻定義負面影

響的權利當中的一種而已。 

 

“如果你反對同性婚姻，你就是反對平等。” 

我們支持平等。我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的。但是平等不是通過允許

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結婚而達到的。即使是那些推動同性婚姻的人們，也不希望婚姻

對兒童或者近親或兩個以上的人開放。目前的婚姻定義闡述了被認為是婚姻的關係類

型。在澳大利亞急於要改變婚姻定義前，需要問的問題是：同性關係能否通過其他的

方式獲得平等，從而避免重新定義婚姻所帶來的負面後果。 

 

“反對同性婚姻的人們都只是偏執狂。” 

偏執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沒有立足之地。基督徒行事像偏執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偏執

狂就是一位“無法容忍那些持有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人（OED）。但是，只是擁有和表達

一個與他人相反的觀點並不是偏執狂。當我們基

督徒因為尊重別人的意見而表達不同觀點時，我

們不是偏執狂。當我們分享我們的觀點時，我們

也希望得到尊重。如果你曾經因為你的觀點而感

到被別人沉默，那麼是偏執狂的可能是對方。婚

姻是我們最重要的話題之一。因此，我們應該用

彼此尊重的態度談論它，即使一些澳大利亞人不

同意我們的觀點。這才是一個健康的民主。 

 

“你是誰，竟要告訴我該愛誰或是誰能夠成為我的伴侶？” 

我們不是在告訴人們他們應該愛誰，或他們可以與誰建立事實婚姻關係（de facto）。

婚姻不僅僅是一對伴侶之間的這些“私人”問題。因為婚姻也影響到兒童的權利，國家關

注這樣的關係是重要的。因此，對於是否有足夠的理由改變婚姻的定義展開公開的對

話，這並不奇怪。 

 

 
偏執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沒有
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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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實際上就是你的恐同症嗎？” 
我們相信，LGBTI 群體的人，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 我們都是按著神的形像被造和被

神所愛的，並且也被神的子民所愛的。我們參與這個討論，不是因為我們反對任何人

或任何事情。而是因為我們是為了女人，為了男人，為了婚姻，為了家庭和為了共同

利益。 

 

“婚姻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 與其他人有何相干？” 

婚姻是由神所定義的，作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終身的，排他性的結合，是為了該結

合自然後代的利益，和為了人類社會的繁榮。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它會影響我們共

同的未來，因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性結合，這自然使得孩子們從自己的母親和父

親出生，並被他們撫養。由於它影響到我們共同的未來，所以這是我們都應該關注的

事情。 

 

“但是，婚姻之前已經改變過。為什麼現在不能改變呢？”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真實的。問題是，這變得更好了嗎？在1975年，聯邦政府修改了

法律，允許無過錯離婚。澳大利亞婚姻的法律定義在那時改變，這削弱了婚姻制度，

這也伴隨著巨大的代價 - 情感上，心理上和經濟上的代價。正如我們先前反對法律在

這點上的改變一樣（事實證明我們的反對是合理的），今天我們也反對“開放”婚姻的想

法（非一夫一妻制婚姻），“三人關係”（多配偶婚姻）和“同性婚姻”。 

 
“孩子與婚姻無關，因為一些已婚伴侶沒有子女。” 
雖然不是每一個婚姻都有孩子，但每個孩子都有一個母親和父親。男人和女人的婚姻

使孩子的出生成為可能。神設計婚姻是為了保護孩子，通過為他們提供一位母親和一

位父親，如果一切順利的話，父母將關心和養育他們。 

 
“如果神愛世人，他為什麼會反對使他們高興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是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的，當然包括同性吸引的人們。神歡迎所有的人進入

祂的家。並且基督徒，當他們做當做的工時，他們歡迎所有的人進入他們的團契—包

括異性戀者，同性吸引者和那些與他們的性別認同做鬥爭的人。這個對話不是關於神

對個人的價值，或每個人對愛的需求。這是關於神對婚姻的美好計劃。聖經教導說，

婚姻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實際上，它教導說，單身是一件好事。耶穌是單身的。使

徒保羅也是單身的。他們都有豐盛和偉大的人生。但是，對於那些想結婚的人，他們

需要知道的是，神對婚姻的本意是，一男一女。 

 

“為什麼神會對同性戀者有這樣的問題？” 

他真的沒有。他確實有一個問題 – 通過整本聖經，我們看到：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以外

的性行為。在哥林多前書 6 章，同性的性行為與姦淫和淫亂並列。通姦關係並不是神

所賜福的，因此，它不是神認可的“婚姻”（即使是它被國家認可）。同樣的，有性行為

的同性關係也是涉及了不蒙神賜福的行為。神不贊同男人“彼此貪戀， 男和男行可羞恥

的事”（羅馬書 1：27），神也不贊同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羅馬書

1：26 ）。 

 

“聖經告訴我，同性性行為是有罪的，但不要論斷別人。怎麼能夠兩個都做到呢？” 

我們應該按照耶穌的方式去行。當他遇到一個犯姦淫的女人，耶穌既不定她的罪，也

不縱容她的罪。耶穌挑戰那些準備向那個女人扔石頭的人們-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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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當所有控告她的人離開後，耶穌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但他並沒有就此打住。他對她的最後一句話是，“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

8:11）。作為耶穌的真門徒，我們必須做的三件事情是：第一，我們必須永不定人的罪，

而是用恩典回應，正如神向我們顯明祂的奇異恩典赦免我們的罪一樣。第二，我們對

人要有足夠的愛，以至於警告他們需要悔改，歸向神，因為這裡有一個將要來的審判。

第三，我們必須敦促那些已經歸向基督的人們，離開罪惡的生活，過討主所喜悅的生

活。 

 

“為什麼一些基督徒說神贊同同性性行為？ 
有人說聖經錯了，因為它是一個古代的文本，反映了對 LGBTI 群體錯誤的理解。其他人

說我們對聖經的理解是錯誤的，神只是不贊同“直男同性戀”，或者祂只是不贊同亂交，

剝削或虐待同性關係。在一個網上文檔中有對於這些聲明的評估和全面反駁，您可以

從這裡下載：http://sydneyanglicans.net/marriage/。 

 

“對同性婚姻的公開討論，豈不是會導致更多的青少年自殺嗎？” 
當然，我們需要謹慎我們的討論。當參議員 Penny Wong 之前贊同傳統的婚姻定義時，

（她後來改變了主意），她說了下面的話：“關於婚姻的問題，我認為現實的情況就是

這裡有一個文化，宗教，歷史的觀點圍繞著它，這是我們必須尊重的”。 2 這些是冷靜

和尊重的話語。它們肯定不是恐懼同性戀的話語，因為她自己就是一位女同性戀者。

沒有證據表明，海外的公開討論會導致 LGBTI 群體青少年自殺率的增長。相反，愛爾蘭

全民公投指出，整體自殺率在 2014-2015 年降低了。 3 LGBTI 群體青少年並不需要對互

相尊重的和公開的同性婚姻討論感到恐懼。在這一領域，基督徒們的確需要帶頭做榜

樣讓大家看到互相尊重的辯論應該是怎樣的。 

 

“為什麼基督徒總是在談論同性婚姻的後果？” 
基督徒關心未來，不僅僅關心此時此刻。改變婚姻法會有一些明顯的後果，尤其是當

它涉及到兒童的時候。對於男性的同性伴侣來說，想要小孩的主要選擇之一是代孕。

然而，商業代孕在澳大利亞和大多數其他發達國家是非法的，這導致了在發展中國家

日益增長的商業代孕市場。在 2015 年，印度不得不頒布立法，禁止外國人在境內使用

代孕媽媽。 “付款嬰兒”操作對物化和奴役婦女的身體有潛在的影響。引入允許更多地

使用代孕的法律，從本質上來說，將有助於故意切斷親子生理的紐帶。這就使關於後

果的談論變得非常現實。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一個小孩永遠不知道他或她的自然親生

父母是誰，這對小孩來說，是否是公平的呢？ 

 
“基督徒為什麼要參與這個問題？” 

基督徒一直對各種社會問題表態，如奴役，性交易，貧困和難民問題。聖經清楚地說

到婚姻問題是一個社會關注的問題。而且，出於我們對教會裡面人們的愛，在教會裡

有的人是同性吸引者，和出於我們對鄰舍的愛，我們需要表態。 

 

“同性婚姻不是必然的嗎？對此，我們在這世界上不是已落於人後的嗎？” 
在亞太地區，只有一個國家（新西蘭）引入了同性婚姻。對這個話題，我們聽了很多，

是由於 2015 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Obergefell v. Hodges）。這涉及到同性伴侶們在

美國面臨的法律上的不利，而因為我們在 2008 年的改革，他們在澳大利亞不需要面臨

這種不利。我們不須走美國的道路。對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澳大利亞式的對話。 

 

聲稱同性婚姻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一種誤導。在全民公

http://sydneyanglicans.net/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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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法案被參議院否決之後發表的一篇有說服力的文章中，同性婚姻倡導者塞繆爾·萊頓- 

多雷（Samuel Leighton-Dore）承認，焦點小組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是在 2017 年 2

月 進 行 同 性 婚 姻 全 民 公 投 的 話 ， 它 將 會 失 敗 ( 參 閱 我 們 的 網 上 摘 要 頁 面 ：

http://sydneyanglicans.net/marriage/)。 

 

“既然全民公投法案已經被否決，現在將會發生什麼？” 
公民公投被否決，是希望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自由的議會投票。然而，結果看起來不可

能是發生在這個議會期間。公民投票可能會在某一時刻再被提起。值得注意的是，在

公民投票的反對者佔上風之前，公民投票早先得

到強大的公眾支持（支持率約 70%）。如果在當

前的聯邦政府任期內，沒有公民投票也沒有自由

的議會投票的話， 那麼同性婚姻可能在下一屆聯

邦選舉中成為一個競選問題。這將會是兩個主要

政黨的分散點。同性婚姻倡導者羅德尼·克盧姆

（Rodney Croome）最近概述了他就此問題做草

根政治運動的戰略（參閱我們的網上摘要頁面：

http://sydneyanglicans.net/marriage /）。那些支

持目前婚姻定義的人們同樣需要去做草根政治運

動。無論是在什麼時候，或是怎樣的形式為此事

宜投票，我們都需要準備在未來三年中的任何時

候參與關於同性婚姻的公開討論。 

 

 

 

 

 

 

 

 

 

 

 

 
LGBTI 青少年沒有必要在

一個對於同性婚姻的互相

尊重的公開討論當中感到

害怕。 

 

http://sydneyanglicans.net/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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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婚姻，神是怎麼說的？ 
 

 
婚姻是神賜的美好禮物，但是對於社會，它不是唯一或終極“美好”的。神對每一個人都

同樣地喜愛和看重，不管他們是否已經結婚。聖經肯定婚姻的美好，但耶穌基督過著

單身生活突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單身也是美好的。無論是已婚或是單身，重要的是

我們明白神設立婚姻的目的。 

 

神對於婚姻的美好規劃 

 

創世紀一開始的篇章解釋了神對於人類的本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

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創世紀 1：27-

28） 

神照著他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他祝福他

們，要他們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人類的男性和

女性對於完成這個神聖使命是必要的，因為只有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才可以生養後代，遍

滿地面。神的設計是，讓孩子們在一個由他們的

母親和父親結成的持久聯合裡的安全和關愛的環境中出生和成長。 

 

創世紀第 2 章闡述了這樣的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結成的聯合。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

人離開他們各自的父母，並且結為“一體”的時候，婚姻就形成了（創 2：24）。這是表

述 婚 姻 的 共 軛 性 的 美 麗 方 式 — 它 只 能 在 兩 個 互 補 的 性 別 之 間 發 生 。 

 

在創世紀 1-2 章裡面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獨特的和永久的聯合是神對所有婚姻

的模式（弗 5：31；創 2：24）。這是唯一一個可以被適當地稱為婚姻的關係。一直以

來都是如此，正如主耶穌說“起初”（太 19：8）。 

 

耶穌的教導 

 

耶穌基督的教導堅持聖經對於婚姻的理解。當被問及關於婚姻的問題時，耶穌引用舊

約 ：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

體。。。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馬太福音 19：4- 5，引用創世紀 1：27 及 2：

24 ） 

 

在這裡，耶穌肯定和讚同在聖經裡面從“起初”就展示的對婚姻的理解。在與井邊的撒瑪

利亞婦人談話時，他堅持了這點（約 4：4-26）— 請注意，在已經有了五個丈夫之後，

'你現在有的'不能被認為是她的丈夫。再次，耶穌既不是譴責也不是容忍這種行為，而

是強調上帝計劃的婚姻模式。 

 

 
耶穌肯定。 。 。在聖經

裡面從“起初”就展示的對

婚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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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以後的婚姻 

 

今天，每一個婚姻都是受了創世紀第 3 章裡面事件的損害。人類的罪已經破壞了男女

之間的聯合。由此，丈夫們和妻子們現在很容易彼此鬥爭。 

 

在墮落以後的世代，聖經表明婚姻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這在破裂的關係，一夫多妻，

不忠和虐待中可以得到證明。即使在其它“美好”的婚姻裡，主導權的鬥爭使婚姻關係變

得更加緊張（創 27：5）。 

 

人際關係的持續破裂，導致人類背叛婚姻，尋求婚姻以外的性滿足，例如，通過姦淫，

亂交和同性性行為。每一種行為都破壞了我們以取悅神的方式生活的能力。婚姻，這

在起初本是使人有無與倫比的喜悅的，卻由於多個世代的自私的模式和對於神要我們

如何彼此相處的目的的背叛而大打折扣。 

 

在耶穌工作背景之下的婚姻 

 

婚姻對人類仍然是“美好”的（雖然它不是唯一或終極的“美好”），因為神起初對婚姻的目的

並沒有改變。所有的婚姻也繼續被被罪的持續後果影響。基督徒的婚姻，與我們其他所有

的關係一樣，需要反映出神藉著他的兒子拯救我們所向我們顯明的恩典，寬恕和愛。具體

來說，基督徒的丈夫和妻子都被呼召，要按著耶穌

和他的“新娘”，教會之間的關係來塑造他們的婚

姻。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

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

會說的。”(弗 5:31-32). 

 

在實踐中，這意味著丈夫和妻子必須放棄自私的模

式和主導權，以互補的方式去愛和服侍彼此，效法

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對於所有人而言，無論基督徒與否，婚姻仍然是人類生命可以繁榮的地方。這是顯而易見

的，第一，丈夫和妻子具有生育孩子並把他們養育至成年的潛力。第二，婚姻的委身為一

對伴侶的關係，智力，情感和性的需求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第三，無論他們是否意識

到這一點，他們的關係是作為神和他的子民，耶穌和教會之間關係的反映。一個男人和一

個女人在婚姻中的聯合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深奧，以致它描述了在末日他的拯救行動的高

潮（啟示錄 19：6-10）。 

 

男女結合的婚姻不僅限於基督徒 

 

神設立婚姻，是為了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的益處，而不僅僅是為了信徒的益處。創造

我們的神知道什麼才是對人類社會最好的，並且，離開了他的模式往往會給人們帶來

極大的損害。如果我們知道這是真的，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如果神對婚姻的計劃是一

件美好的事情，難道我們將它保留在我們自己的社團裡面嗎，還是我們將它強加給更

廣的社區？答案是兩者皆否。我們被呼召要愛我們的鄰舍和做好公民。這意味著我們

要分享我們有的好東西。在一個像澳大利亞這樣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們實際上是被鼓

 
對於所有人而言。 。 。

婚姻仍然是人類生命可以

繁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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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分享我們的觀點，提供可以使每一個人繁榮的觀點。我們不會強制執行它。但是，

我們要做新約聖經教導去做的事情 – 那就是，我們應該和氣地勸說。這在社會價值層

面上往往行得通。例如，神對結婚計劃的一部分是，“不可姦淫”。姦淫在澳大利亞不是

犯罪，但是這裡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就是“欺騙”你的配偶不是一件好事。基督徒應

該 尋 求 維 護 和 支 持 這 一 共 識 ， 因 為 我 們 相 信 ， 不 鼓 勵 對 於 所 有 婚 姻 是 好 的 。 

 

我們應該參與關於婚姻對話的原因是出於我們對鄰舍的愛。讓我們的社會去做我們知

道會傷害婚姻制度的事情，這並不是愛，因為一男和一女的婚姻對於所有人是好的。

無論在哪裡，當你發現自己在討論婚姻的意義，並且人們也知道你是一位基督徒時，

放膽地解釋神設立的婚姻模式如何被證明對社會是好的。澳大利亞遵循這個模式是有

道理的 - 不只是因為它是神的想法，而且因為它是好的。 

 

一個好的鄰舍會分享好的和警告壞的 

 

神對婚姻的計劃給孩子和社會帶來的積極的事情。即使是對那些不相信婚姻是神賜禮

物的人們，絕大多數的澳大利亞人都知道，婚姻帶來好處。 

 

這並不奇怪，如果我們放棄神對婚姻的美好計劃，而重新定義婚姻，將會有一些後果。

而這其中許多後果可能是負面的。基督徒在這方面一直太保持沉默了。如果我們在改

變婚姻意義可能會帶來的傷害方面保持沉默，那麼我們就不是好的鄰舍。 

 

因為我們一直保持沉默至今，大多數澳大利亞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重新定義婚姻的後果 

– 對家庭和兒童的後果，從我們的社會結構中移除性別差異的後果，和對於言論自由

的後果。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些後果，以及我們怎樣與我們的鄰舍和朋友談論它們—無論他們是

信徒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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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和兒童的後果 
 

 
有時你會聽到同性婚姻的倡導者說，他們知道婚姻是一件好事，他們只是想將它擴大至

包含同性伴侶。但是，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從根本上重新定義通常被理解的婚姻。

可能會讓你驚訝的是，一男和一女的婚姻實際上是聯合國關於家庭文件的核心。聯合國

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3 條宣布： 

1. 家庭是社會的自然基本單位，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2. 適齡男女有權結婚，其成立的家庭應被承認。 

 

婚姻是一種複合權利，它即涉及委身於具有約束力的聯合的兩個成人權利，又涉及建立家

庭的權利。同性婚姻只能實現這樣婚姻的權利的一半。對於同性伴侶，‘建立家庭’的權利

是一個問題。 

 

同性伴侶和建立家庭 

雖然許多同性伴侶與他們子女出現在媒體上，但實際上在澳大利亞這是相當少見的。4 

據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97％的男同性伴侶和 78%的女同性伴侶沒有子女。 5 毫無疑問，

一些同性伴侶擁有或想要孩子，但是雖然孩子對於異性伴侶是規範，對於同性伴侶而言，

並非如此，尤其是對於男性同性伴侶而言。在 2011 年的人口普查中，生活在同性伴侶家

庭中的 25 歲以下所有孩子的比率僅為 0.1％。 6 ‘建立家庭’並不是為同性伴侶改變婚姻法的

背後驅動力。這不是在論斷同性父母能否與異性父母一樣對孩子產生好的結果。這僅僅只

是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孩子並不是絕大多數同性伴侶的一個優先事項。 

 

從婚姻的實質中刪除‘家庭’的後果 

為了讓同性伴侶分享婚姻，婚姻的定義必須改變，從婚姻的實質中刪除‘建立家庭’，而將

定義專注在一對伴侶的權利。澳大利亞的婚姻平等，例如，認為，“婚姻平等是要確保所

有伴侶能夠獲得被稱為”婚姻“的一個法定制度。7   

  

婚姻必須被重新定義，這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同性伴侶沒有孩子的一個務實的現實，並且因

為同性伴侶不能在沒有第三方的條件下生育孩子的一個生理的現實。   

 

改變婚姻法會帶來很多與之相關的變化。許多目前與婚姻相關的法律和習俗都是為了孩子

們的利益。一旦婚姻的定義改變了，如果我們的法律和習俗也改變了，那麼這些孩子們將

被置於有風險的境地。 

 

例如，有一種社會規範，一對伴侶經常會在結婚後生孩子。事實婚姻關係往往會導致婚姻，

因為伴侶承認，婚姻為養育家庭提供了一個穩定長期的關係。 2011 年在澳大利亞 84％的

伴侶已婚，16％伴侶是事實婚姻關係。 8 絕大多數的兒童都是由已婚伴侶養育的。這只是

表明，目前，我們的社會將婚姻視為建立家庭和養育兒女的規範模式。但是，如果我們改

變了婚姻的定義，使建立家庭不再與婚姻相關，那麼我們對孩子的看法也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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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的孩子的後果 

雖然大多數同性伴侶不是為了建立家庭而尋求婚姻，但是如果我們做出改變的話，會有一

些同性伴侶想要孩子。但一對同性伴侶不能在沒有第三方（如一位精子捐贈者或代孕媽媽）

涉入的情況下有一個孩子。通常這個孩子被系統地和有意地拒絕了由親生父母中的一個撫

養的機會。這將導致許多並發症，侵蝕了我們社會所基於的傳統家庭結構。例如，對於知

道他們的卵子或精子捐贈者父母，並與他們保持聯繫，孩子們擁有什麼權利？對捐贈方父

母的權利和長期影響是什麼？如果（例如）捐獻者父母在孩子出生後改變主意，那麼產前

生產合同安排如何具有約束力？被一位代孕媽媽孕育，攜帶，然後放棄，對於孩子的長期

影響是什麼？  

 

雖然這些問題可能也在使用體外受精技術（IVF）的異性伴侶中出現，但是這裡有一個關

鍵的區別。一對使用體外受精技術（IVF）的伴侶是在尋求克服自然生殖過程中的問題。

但是同性伴侶卻不同。因為沒有第三方異性的涉入，他們根本不能生產一個嬰兒出來。 

 

承認同性關係是‘婚姻’關係就是所有同性伴侶平等獲得輔助生殖技術的權利合法化。在男

同性伴侶的情況下，這必然涉及到使用代孕子宮，這使事情進一步複雜化。在大多數情況

下，一對同性伴侶的孩子將被剝奪了其親生父母中之一位。   

 

通過其他問題例如領養，我們認識到兒童能夠發現他們的親生父母的重要性。然而代孕和

關於什麼是構成‘父母’（見下頁）的法律上的潛在變化將可能使這樣的發現變得更加困難，

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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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婚姻中消除性別的後果 
 

 
婚姻是一個關鍵的社會制度，對於所有人類歷史來說，性別區分是它的核心。它要求一個

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參與。如果說任何兩個人都可以形成婚姻就意味著性別不再重要。這不

僅是對一些婚姻，因為我們是在談論的一個國家的法律，它是從所有婚姻中消除了性別的

意義。從婚姻中消除性別使我們走向一個無性別的社會。 

 

如上所述，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聲

明，婚姻涉及“適合結婚年齡的男人和女人”，他們

結婚並“建立一個家庭”。倡導同性婚姻的人士因其

“異質性”和“歧視性別”拒絕這樣的定義。同性婚姻

的運動不只是關於“婚姻平等”，而是使建立在男女

之間性別差異和建立家庭所必需的生理互補性的

基礎上的婚姻關係的非正常化。 

 

消除婚姻中的性別差異，允許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在我們社會的其他部分逐漸發生。並且，

因為我們的文化已經開始逐步傾向於同性婚姻，我們已經看到了貶低性別的舉動。在澳大

利亞中央領地（ACT），現在可以頒發出生證明列出“父親1和父親2”，“母親和母親”或“父

親和父親”。一個孩子的生理父母被遮蔽，因為精子或卵子捐獻者們不被認為是生理的父

親。 

 

消除婚姻中的性別差異也為“安全學校”材料激進的性別信息打開了大門，認為性別是一個

非二元，流動的概念。 “婚姻平等”和“安全學校”計劃的運動並行。這些問題也在公共場合

被視為是一個問題。在2016年6月，安全學校聯盟的聯合創始人羅斯·沃德（Roz Ward），

是“現在就要婚姻平等，安全學校無處不在”的主要發言人。如果我們不保持婚姻中的性別

差異，那麼我們將看到性別在社會中被貶低，從我們對待和教育我們的孩子的方式開始。 

 

我們認為性別是重要的。我們相信女性有奇妙的地方，男人也有精彩的地方。當一個女人

和一個男人為了生活而委身彼此時，一些奇妙和精彩的事情發生了。因為在這個聯合的核

心是差異和多樣性。我們相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結合成為丈夫和妻子，然後可以成為一

個父親和一個母親，不僅是美好的，而且對於婚姻是至關重要的。將婚姻的意義改變為同

性別的人的兩個人，他們的結合不能產生孩子意味著我們真的失去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從婚姻中消除性別使我們

走向一個無性別的社會。 

 



14 

 

 

對我們自由的後果 
 

 

重新定義婚姻將不會給LGBTI群體伴侶帶來比目前更多的公民權利，但它會給澳大利亞社

會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言論，良心，結社和信仰的自由權利施加重大限制。 

 

我們還沒有看到為新的婚姻法所提出的立法草案。有可能儘管可能性不大，它將會包括強

大的自由保護。但除非我們看到這些，我們應該期望同性婚姻將在以下領域為宗教自由製

造緊張。 

   

婚禮 

主持婚禮的牧師是他們的良心得到兩個主要政黨

提供的保護是唯一人群。公務員可能不受保護。

註冊登記局的公務員不會得到保護。 

 

婚禮行業 

將不會有對於攝影師，麵包師，接待場所等的任

何良心保護。海外經驗表明，他們可能面臨公共

羞辱，歧視申訴和重大的經濟處罰。 

 

對於攝影師，麵包師，接待場所等，對於有合法

良心的理由拒絕使用他們的藝術技巧來幫助慶祝

同性婚禮的人們來說，可能不會有任何良心保護。 

 

稅收和政府資助 

對稅收或政府資助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已經有人呼籲取消國家學校教牧計劃的資助。稅

收福利或補助資金可能與遵從“平等”掛鉤。如果向獨立學校提供資金取決於是否遵守“平等”

政策，那麼不合規學校可能需要增加費用，以便能夠在這個問題上維持其基督教立場。 

 

在教會學校和機構中強迫接受同性婚姻 

這是同性戀倡導者承認的。在2012年提交的參議院調查中，澳大利亞婚姻平等委員會承認，

反對修改“婚姻法”的一個論點是“宗教福利和兒童機構將被迫承認同性已婚伴侶反對其信仰，

以及宗教學校將被迫教導同性婚姻違背他們的信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他們的結論是，

“我們不支持婚姻法中對[這些]情況的豁免，認為現有的反歧視立法將為宗教自由提供充分

的保護。 9 

 

然而，與此同時，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正在積極遊說，要消除對宗教團體的反歧視豁免。例

如，新南威爾士州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權利支持者認為，一旦宗教組織接受政府資金，或

者一旦它們開始提供社會或福利服務時，應該立即放棄對其反歧視立法的豁免。 10 在2016

年的聯邦選舉中，綠黨推動了這個提議。 

 

如果同性婚姻通過，很可能是推動在其他領域消除可預見的歧視。綠黨呼籲廢除所有針對

反歧視法律的“宗教豁免”。取消這些“平衡條款”將損害宗教團體的自由，並威脅他們對社

會上弱勢群體和有需要的人的關懷。投訴的低成本使得無理取鬧的訴訟人可以濫用這一程

序獲得政治利益。 

 

 

重新定義婚姻將不會給

LGBTI 群體伴侶帶來更多的

公民權利。 。 。但它會對

言論自由施加重大限制。 

 



15 

 

 

取消保護宗教自由的反歧視立法中的現有規定很可能導致基於信仰的學校被迫教育違反其

宗教信仰的婚姻觀點，或放棄所有政府資助。在2014年，當時的人權專員提姆·威爾遜

（Tim Wilson）承認教會福利機構可能真的會”面臨政府的歧視，如果他們不擱置他們的宗

教實踐以追求世俗目標，就不能投標服務” 11 

 

言論自由 

如果澳大利亞法律將同性婚姻視為合法，那

麼反歧視立法將可能用來使那些繼續持有和

促進主流婚姻觀念的人們沉默。當婚姻的法

律定義還沒變的時候，這就已經發生了。在

2015年11月，塔斯馬尼亞反歧視專員決定對

霍巴特天主教大主教朱利安·波爾托斯大主教

（Archbishop Julian Porteous）進行投訴，因

為他授權在塔斯馬尼亞的天主教機構發行題

為《別把婚姻弄糟》的小冊子中提到婚姻是

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事情。 

 

在澳大利亞婚姻平等主任羅德尼·克盧姆（Rodney Croome）敦促教師和家長向塔斯馬尼

亞反歧視專員投訴這本小冊子之後，12 LGBTI群體活動家和聯邦綠黨候選人馬丁·德拉尼

（Martine Delaney）對大主教波爾托斯（Porteous）提出投訴，理由是這本小冊子違反了

塔斯馬尼亞的反歧視法，它規定侮辱，冒犯或羞辱個人或群體是犯罪。 

 

德拉尼女士在2016年5月聯邦大選前撤銷了這項訴訟。但這個案例顯示了反歧視立法可以

和將會如何被用來沉默不同意見的方式。雖然“婚姻法”的修訂很可能包含對於宗教證婚人

士的特定豁免權，允許他們可以不舉行同性婚姻的證婚，但在現階段，沒有其他對於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建議保護。反對同性婚姻日益成為“仇恨言論”的特徵應該是令人震驚的。

如果這種觀點被接受，它將導致對公司，媒體，社交媒體，學術，立法和司法上言論自由

的限制。 

 

結社自由 

一些大學試圖禁止演講人和取消註冊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團體。一些在當地學校會堂聚會的

教會，因為宣講『利未記』中關於同性戀的章節，已經成為某個人權組織投訴的目標。 

 

專業認證 

一些加拿大的案例提出質疑，一個有學生承諾婚外貞操的基督教法學院是否應該被取消註

冊。諮詢和醫療專業人員不可能被賦予在這些問題上憑良心拒絕服務的權利。 

 

兒童保護 

在英國，潛在的寄養父母反對同性婚姻被認為是構成對寄養兒童的傷害。 

 

安全法 

一些英國政界人士說，用來打擊暴力聖戰組織招募青少年行動的極端主義終止法令，也應

該被用來消除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包括反對同性婚姻。 

 

在世界各地的後果 

在英國，加拿大和美國，我們已經看到，改變婚姻法對宗教自由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美

國，一些收養機構寧願關閉，也不遵守關於同性家庭的國家政策，並且，是的，麵包師和

 
反歧視立法將可能用來使那

些繼續持有和促進主流婚姻

觀念的人們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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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店因為不支持對於婚姻的新理解而被成功地送上法庭。更令人擔心的是，有呼籲說要將

大型援助和福利組織的慈善地位或政府資助與他們的婚姻政策掛鉤。保守的牧師們難以主

持崇拜，並且成為公共羞辱運動的受害者，基督教學院和大學已經被威脅要撤銷認證或資

助，因為他們對同性戀的實踐。美國一些已經起草了宗教自由保護立法的州也受到抵制的

威脅。大學生因為表達基督教信仰而被從一些課程中移除。 

 

未來的衝突 

即使是在10年前，我們很少有人會預測到推動重新定義婚姻的力量。現在我們不能對未來

天真。我們應該可以預見到，如果這種改變發生，對公共領域的立法和司法管制將會得到

加強，從而強制承認同性婚姻。 

 

現在教會與婚姻的文化精英脫節。如果法律改變，教會就會發現自己與本地的法律脫節。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麼法律將用來沉默異議人士。這將是我們在澳大利亞見過的對宗教

自由最大的威脅。儘管如此，兩個主要政黨只考慮對宗教自由的最低限度保護。 

 

在這場婚姻辯論中，對政治，宗教，性別和性行為問題，存在著深刻的，往往是不可調解

的分歧。雙方的倡導者對他們的信念充滿信心，並且改變法律（或不改變）法律不會改變

他們的信念。而這當中，當然是有很多人感到困惑，不確定和感到衝突。除非直到婚姻被

重新定義了，那麼傳統的基督徒理解很容易與本地的法律一致。但是，如果婚姻被重新定

義，那麼正統的基督徒會第一次因為他們對婚姻的深刻信念而與本地的法律不一致。 

 

我們已經習慣於能夠充分參與教育，慈善和福利活動。我們能夠自由地說出我們的信仰，

聯合在一起，和活出我們的信仰。法律將如何對待對於那些因為好的良心而不能接受一個

被修正的和無性別婚姻的公民和團體。一個真實的風險就是國家的強制性法律權力將被用

於對待那些持有傳統婚姻觀念的人。這些新的性平等權利和宗教自由權利之間已經出現越

來越多的衝突。國家和法院也將被要求仲裁，執行和辯解雙方受害方的法律地位。更多的

監管和更多的訴訟對澳大利亞是可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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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什麼？ 
 

 

我們需要說。我們需要聆聽。我們需要成為在這個問題上對話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充分考

慮這一點。我們需要解釋為什麼我們認為神的婚姻禮物是好的。向我們的朋友。向我們的

鄰居。向LGBTI社群，是的，也是向議會的議員們。我們需要聆聽並尊重持有不同觀點的

人。 

 

我們不需要的是天真或危言聳聽。這不會幫助任何人。如果同性婚姻成為法律，我們將仍

舊在我們權能和慈愛的天父手中。上述的許多改變不會直接和立即發生。是的，之後會有

一些後果。同性婚姻可能推倒了隔離牆，允許平等運動的洪水湧入許多新的領域。對教會，

學校，基督教組織和信仰者的嚴重威脅的可能性是真實和迫切的。但我們知道有數百萬基

督徒生活在這些非常具有威脅性和更糟的地方。我們可能很快就會分享他們為活出信仰而

有的爭戰，沒有我們目前享有的自由。 

 

當然，這些都沒有必要發生。尚未通過任何法律。它們沒有必要發生。而有必要發生的是

一個關於活出我們所持不同觀點的更深入和更強健的討論。我們如何與我們分歧很深的人

一起生活？如何促進公民話語權？我們如何能夠很好地表達不同觀點？這些典型的自由民

主的價值將允許我們的信息被聽到 – 神對婚姻的計劃帶來益處。婚姻是一件值得維護的好

事情。 

 

你將怎樣回應？ 

 



18 

 

 

 

參考文獻： 

 

1. 參閱 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5/s4243023.htm 

2. 在 Network Ten 做的評論, 2010 年 7 月 25 日 

3. 參閱 http://nsrf.ie/statistics/suicide/ 

4. 例如，最近的 Medibank 銷售健康保險的廣告說“我們提供更適合每一種家庭的計

劃”，並顯示了 10 種不同的類型家庭，其中三種是同性家庭。這對澳大利亞同性戀

家庭的超過 300 倍超額代表。 

5. 參閱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852012-

2013 

6. 參閱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852012-

2013 

7. 參閱 http://www.australianmarriageequality.org/werewaiting/ 

8. 2011 年人口普查數據的人與關係表中關於“家庭關係”（RLHP）的定制查詢的統計

數據。 

9. 參閱澳大利亞婚姻平等組織（AME）提交給參議院法律和憲法事務委員會的“關於

2010 年婚姻平等修正案的調查”, 

http://www.aph.gov.au/DocumentStore.ashx?id=54fa4902-e594-4335-92e4- 

a7f2920435aa, 第 60-61 頁. 

10. 參閱新南威爾士州同性戀權利遊說團體提交給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的關於基於性取

向以及性和/或性別認同的歧視的諮詢：

http://www.humanrights.gov.au/sites/default/files/content/human_rights/lgbti/lgbtic

onsult/ 

comments/NSW%20Gay%20and%20Lesbian%20Rights%20Lobby%20-%20Comment%20

94.doc,   第 15 頁. 

11. 參閱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news/speeches/forgotten-freedoms-

freedom-religion 

12. 參閱 https://www.australianmarriageequality.org/2015/06/24/media-release-

church-school-marriage-booklet- likely-violates-anti-bias-law/ 

 

以上信息可以在下面網上鍊接中找到：sydneyanglicans.net/marriage 

 

 

 

 
澳大利亞聖公會悉尼教區出版 

Level 2, St Andrew's House, Sydney Square NSW 2000 

PO Box Q190, QVB Post Office NSW 1230 

www.sydneyanglicans.net 

© 2017 

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5/s4243023.htm
http://nsrf.ie/statistics/suicide/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852012-2013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852012-2013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852012-2013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2071.0main+features852012-2013
http://www.australianmarriageequality.org/werewaiting/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news/speeches/forgotten-freedoms-freedom-religion
https://www.humanrights.gov.au/news/speeches/forgotten-freedoms-freedom-reli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