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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本文探討「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婚姻與家庭觀-以夫妻關係及

家庭的永恆探討為主」。發現美滿婚姻的因素，在於夫妻間的誠意溝通，及

伴侶間的悔改與相互寬恕；家庭幸福的基礎，在於能以神的愛為出發點，全

心全意愛自己的伴侶而非別人。夫妻若能視婚姻為聖約關係，與神共負一

軛，遵守祂的誡命，終必能克服一切挑戰；家人若能以耶穌基督的教訓為基

礎，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彼此內心就能充滿為人服務的愛心與關懷，成功

地建立和諧的家庭關係。 文中從當代婚姻與家庭問題探討開始，先了解婚

姻與家庭的意義及功能，體會功利性婚姻與內涵性婚姻的差別，發現夫妻雙

方如有婚姻與家庭的錯誤觀念時，必須及時省思改進，以免愈陷愈深無法自

拔；家人如能善加運用溝通藝術，彼此諒解關懷，對確立美滿婚姻與家庭，

會有很大的助益。在基督宗教的理論研究中，也發現聖經、教父、中古世

紀、天主教及基督教等各時期派別，雖有對婚姻與家庭，有些許觀念上的差

異及主張，但最終對婚姻與家庭，咸表肯定與重視。 尤其後期聖徒教會所

頒布「家庭致世界文告」，更是本篇論文探討的總縮影，亦可作為本文總結

的指標。它明確宣示，一男一女之間的婚姻是神所制定，家庭是造物主為祂

子女永恆目標所訂計畫的核心。神授予人類救恩計畫，使家人的關係可以超

越死亡而永遠延續，聖殿中的神聖教儀和聖約，讓人能回到神的面前，並使

家人永遠結合在一起。夫妻肩負神聖的責任要彼此相愛、彼此照顧，也要愛

護和照顧他們的兒女。成功的婚姻與家庭建立在信心、祈禱、悔改、寬恕、



尊敬、愛心、同情、工作，及有益身心的娛樂原則上來維持。依照神的安

排，父親應在愛與正義中主領家庭、負責提供生活所需並保護家人，母親的

主要責任是養育兒女。這些教導均深具啟發性，值得世人深思。 全文中心

理念探討一再強調，若要使本身的婚姻和家庭幸福時，最重要的就是要自

己，及時悔改個人自私自利的心態，多為伴侶及家人著想，並「努力去做神

所喜悅之事」，終身遵守神的的誡命，積極尋求對主耶穌基督的的信心與見

證，最後攜同家人在聖殿作永恆的婚姻與家庭印證，如此夫妻就能享有美滿

的婚姻生活，家人可以永遠在一起，家庭因此而成為永恆，享有生命的救恩

與超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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