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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係以基督教（更正教）聖經之婚姻觀與天主教教會婚姻法為對象，

探討天主教如何將『婚姻觀』歸制為『婚姻法』之沿革過程。使能一方

面提供法律之有機演化過程，一方面說明婚姻法中若干基本理念之可能

由來與內涵。 因此，於第一章中，除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界定研究對

象外，亦提出本文係以婚姻之由來或本質、婚姻之成立、婚姻成立後之

效果以及婚姻之解散等四方面，運用基督教之歷史、字義、寓意等詮釋

方法，來作為研究之架構與方法。 第二章分為八節，乃以前述之四項結

構為其骨架，注入婚姻盟約為其血肉，構築出從聖經之舊約到新約之歷

史迴廊來檢討聖經中之婚姻思想，並在第八節中提出一則實例為對象來



檢討上述思想。 第三章分為兩節，首先係敘述教會如何將聖經思想編纂

成今日之教會法典，其次則針對婚姻法之部分，敘述教會如何將聖經中

之婚姻思想編纂入法典，希望藉此能對明晰地呈現出將『婚姻』納入法

律歸制之沿革。 第四章分為六節，亦從前述四種結構出發來說明教會婚

姻法之內容，在此著重者乃其規定之由來與內涵之簡述，並嘗試於每項

結構分類後就聖經觀與法典規定之異同作一對照比較，以求明瞭其演化

之程度。 第五章為結論，首先就本文依基督教詮釋方法所得之聖經婚姻

觀作一全盤說明，並提出個人之淺見以供參考；之後再提出天主教之法

典規定供作對照。綜上所得，本文認為，天主教婚姻法所規範者雖較聖

經之婚姻觀為廣，但兩者在『一夫一妻』、『兩人一體』、『順服與愛

之平等要求』、『婚姻不解消』等基本理念上，除對於婚姻是否絕對不

可解消有不同見解外，於其他理念均呈現一脈相承並未更易之結果，故

此些理念與教會法中之若干規定，似均得作為司法解釋與立法參 考之另

種依據。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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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史，上智出版社，1989 初版。 24、 陳介夫

著，聖事論新編（碧岳學社思想叢書），聞道出版社發行，1992 年初

版。 25、 陳介夫著，天主教法典註釋（碧岳學社思想叢書），聞道出

版社發行，1997 年初版。 26、 陳終道著，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新約書信

讀經講義，校園書局出版社，1987 年七版。 27、 陳終道著，羅馬書 新

約書信讀經講義，校園書局出版社。 28、 陳終道著，哥林多前書 新約

書信讀經講義，校園書局出版社，1987 年七版。 29、 陳終道，哥林多

後書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校園書局出版社，1988 年第七次印刷。 30、 

陳終道，希伯來書 新約聖經讀經講義，校園書局出版社，1988 年第八

次印刷。 31、 陳終道，聖經中的得勝者 舊約人物選解，宣道出版社，

1988。 32、 陳若愚主編，離婚與再婚，中國神學研究院，1991 年初

版。 33、 陳茂輝著，婚姻的奧秘，校園書局出版社，1989 第二次印

刷。 34、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第一版第十刷。 35、 許立中譯，郭博司、馮國泰（Bruce Corley 



＆ Curtis Vaughan）著，研經導讀叢書 羅馬書研經導讀，天道書樓有限

公司，1990 年二版。 36、 陶理博士主編，李伯明 林牧野合譯，基督教

二千年史-自第一世紀至當代，海天書樓，1997 初版。 37、 馮錫剛 沈強

譯，傑伊、亞當斯（Jay E.Adams）著，婚姻輔導學 談結婚、離婚與再

婚，大光書局出版，1988 年初版。 38、 馮錫剛譯，卡爾.朗尼（J .Carl 

Laney）著，破除離婚的迷思─從聖經觀點看離婚與再婚，大光傳播有限

公司，1994 初版一刷。 39、 聖經，司高聖經學會。 40、 聖經，聖經公

會在香港發行。 41、 聖經，新國際版研讀本，更新傳道會，1996。 

42、 聖經，台語漢字本，聖經公會，台灣，1996。 43、 葉泰昌主編，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著，路德文集－信仰與社會，協同福利及教育

協會，1992 年 12 月初版。 44、 張實賢、柯美玲、馬倩平合譯，史密茲

（Lewis B.Smedes）著，祇是道德，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8 初

版。 45、 張春申著，神學簡史，光啟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年初版二

刷。 46、 張希賢著，倫理神學綱要，光啟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再

版。 47、 張竹君譯，坎伯.摩根(G .Campbell Morgan)著，摩根 解經叢書 

馬太福音，1987 再版。 48、 湯張瓊英、朱信譯，黎加生（Alan 

Richardson）編著，聖經神學詞彙，1985 年三版。 49、 溫儒彬譯，華德

凱瑟（Walter C. Kaiser）著，解經神學探討，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

1988。 50、 詹正義譯，藍姆博士(Bernard Ramm)著，基督教釋經學，美

國活泉出版社，1996 年第六版。 51、 匯思譯，胡意宜著

（F.B.Huey,Jr.）著，出埃及記，天道研經導讀，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1996 年第三版。 52、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上）、（下），校

園出版社，1997 初版二刷。 53、 鄧敏 ，天長地久，福音證主協會，

1994 年初版。 54、 趙慶源，天主教婚姻法淺釋，司高聖經學會出版

社，1967 年初版。 55、 鄭慧姃譯，B.David Napier 著，出埃及記註釋，

平信徒聖經註釋(3)，使徒出版社，1993.7。 56、 劉詠聰著，女性與歷史

---中國傳統歷史新探，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第一次印

刷。 57、 鮑會園著，天道聖經註釋，羅馬書（卷上），1991 年初版。 

58、 蔡麗貞著，主流與非主流─從教會歷史看台灣現象，雅歌出版社，

1998 初版。 59、 蔡張敬玲譯，布魯斯、米爾恩(Bruce Milne)著，認識基

督教教義，校園書房出版社，1992。 60、 蔡昌雄譯，Karen Armstrong

著，神的歷史，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7 二版。 61、 鄭玉波

著，羅馬法要義，漢林出版社，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版。 62、 劉良淑

譯，斯托得（John Stott）著，當代基督教與社會，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初版。 63、 盧俊義著，出埃及記的信息（下），信福初版

社，1998 初版。 64、 鄺炳釗著，天道聖經註釋 創世紀（卷一），天道

書樓有限公司，1997 年 3 月初版。 65、 顏添祥譯，戈登費依(Gordon D. 

Fee)著，新約解經手冊，中華福音神學出版社，1992，再版。 66、 戴東

雄著，中世紀義大利法學與德國的繼受羅馬法，民國七十年再版。 67、 

戴東雄主編，民法親屬?繼承論文選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初版。 68、 

韓偉等譯 麥道衛(McDowell Josh)著，鐵證待判，更新傳道會，1994，第

十二次印刷。 69、 蕭維元譯，培克爾(Robert A. Baker)著，基督教史略，

浸信會出版社，1989 年五版。 70、 蕭元譯，柏何夫(L.Berkhof)著，釋經

學原理，浸信會出版社，1968 年。 71、 蘇穎智著，出埃及記─出生入



死之路，生命信息系列，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7 初版。 72、 嚴彩琇

譯，艾德.惠特( Ed Wheat M.D)著，夫妻之愛，榮耀出版社/大光書房，

1992 初版 15 刷。 （二） 論文期刊 1、 谷寒松，婚姻的聖事性，神學論

叢 52，第二三三頁，光啟社，1982。 2、 沈鼎臣譯，教宗保祿六世手

諭，制訂不同宗教之婚姻的準則，鐸聲，8 卷 8 期，1969。 3、 金象

逵，天主教關於婚姻道理的新觀點，神學論集 3，第八十九頁，光啟

社，1970 年。 4、 金象逵，離婚與再婚，神學論集 13，第四二三頁，光

啟社，1972 年。 5、 金象逵，新婚姻法草案，神學論集 27，第八一頁，

光啟社，1984 年。 6、 季憲仁，新法典中的幾項新規定，鐸聲 22 卷 1

期， 1984． 7、 林麗珊，中國歷史上女性角色的演變及其未來發展，第

十七頁，兩岸學術研討會---中國哲學在中國歷史的發展與回顧，1993. 

6.19~6.22。 8、 夏偉，聖經對性愛、婚姻與家庭的啟示，神學論集 52，

1982.7。 9、 孫靜潛，新法典中的婚姻聖事，鐸聲，23 卷 7 期。 10、 馮

志梅，順服的真諦，中信月刊，第二十四頁，1999.5，第三十八卷。 

11、 趙一舟譯 James H.Provost 著，新訂法典－一種有希望的美酒。 神學

論集 57，第四一七頁，光啟社。1984 年。 12、 趙一舟譯 Ladislas Orsy

著，教會的新法律，神學論集 58，第五十三頁，光啟社，1984 年。 

13、 劉哲沛、王蘭馨（南加州執業律師）著，同性戀從『非法』走向

『合法』，台福通訊 Vol 30 No 6 ，第二十至二十四頁，1999 年 3 月 28

日。 14、 劉臺強，法律詮釋學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八十七年六月。 15、 劉志明，教會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神學論集 4，，第一三七頁，光啟社，1970 年。 16、 穆宏志，新約中婚

姻的不可解性，神學論集 52，第三二一頁，光啟社，1982。 二、英文文

獻（依作者姓氏首字字母排列） （一） 書籍 1、 Ayrinhac,H.A.， 

Marriage Legislation in the New Code of Canon Law，Benziger Brother, 

Inc.,1943. 2、 Berman, Harold. J.,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Clements, 

Alphonse. H.,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Catholics , 

Prentice-hall,Inc.,1957. 4、 Dowley, Tim, THE HISTORY FO CHRISTANITY, 

Lion Publishing ,1994. 5、 Fabaregues,Jean De , Christian Marriage, Hawthorn 

Books, Inc.1959. 6、 Hite,Jordan and Ward,Daniel J., Readings,Cases, Materials 

in Canon Law,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0. 7、 Kelly,George A., The Catholic 

Marriage Manual, Random House,1958. 8、Keenan,A. and Ryan,J., Marriage A 

Medical and Sacarmental Study, Sheed and Ward, 1955. 9、Metz, Rene., What is 

Canon Law ?, Hawthorn Books, 1960. 10、Bernard A.Siegle, 

T.O.R.,J.C.D.,S.T.M.,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 New Code of Canon Law(1986). 

三、 日文部份：（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一） 書籍 1、 川井 健ほ

か，講座.現代家族法 第一卷，日本評論 社（1991 年初版）。 2、 中川

善之助著，新訂親族法，青林書院新社（1968 年新訂第 4 刷） 3、 中川

善之助先生追悼現代家族法大系編集委員會，現代家族法大系 1 總論?

家事審判?戶籍（昭和 55 年初版第 1 刷）。 4、 中川善之助教授還曆紀

念家族法大系刊行委員會，家族法大系Ⅱ（婚姻）（昭和 47 年初版第

10 刷）。 5、 日本カトリック司教協議會教會行政法制委員會沭，カト

リック新教會法典，有斐閣（1998 年初版第五刷）。 6、 田中耕太郎，



法哲學--自然法 田中耕太郎著作集 6，春 秋社(昭和四一年九月，第一

刷)。 7、 田中耕太郎，私の履歷書，春秋社（昭和三六年十月， 第一

刷）。 8、 青山道夫等編, 講座家族 1 家族の歷史，弘文堂（昭和五十

七年，初版二刷）。 9、 青山道夫等編, 講座家族 3 婚姻の成立，弘文

堂（昭和五十七年，初版二刷）。 10、 青山道夫博士追悼.家族法と歷

史，法律文化社，昭和 56 年初版一刷。 11、 栗生武夫，法の庍動，岩

波書局刊行，（昭和 11 年）。 12、 栗生武夫， ビザンチン期における 

親族法の?瓊， 清水弘文堂（1928）。 13、 栗生武夫，婚姻法の近代

化，清水弘文堂書房（1930） 14、 栗生武夫，婚姻立法における二主義

の抗爭，弘文堂（1928）。 15、 柴田光瞽, ロ－マ法の基本知識 129 頁 . 

有斐閣雙書，昭和 55 年初版 6 刷。 16、 高梨公之還曆祝賀論文集，婚

姻法の研究（上），有斐閣（昭和五十一年初版）。 17、 宮崎孝治郎

編集：新比較婚姻法Ⅲ，勁草書房（1978 年二刷）。 18、塙 陽子，家

族法の諸問題（上），信山社，（1993 年初版）。 19、聖書，新共同

沭，日本聖書協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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