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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婚姻蓝图圣经婚姻蓝图怎样的婚姻观念合乎圣经？

一、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创二18-25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 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 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让人类跟动物不一样，

是 有 无的 绝对 是 张纸而已 不是可有可无的，绝对不是一张纸而已

 为了造福人群，让人类能够享受神的恩典、

享神 爱 享受 个健康 谐 会情彼此分享神的爱，享受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情况

一个国际性会议、南美洲婚姻专家发表— 「现代人

率离婚率越来越高，是人类进化的表示、废除了封建制度。」

这是非常离经叛道、非常远离圣经的观念！
一些婚姻家庭研究的专家学者发出警告：到了 2020 年代，

一夫一妻、亲生儿女的核心家庭，可能会成为少数，

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是离婚、再婚、混合家庭 —
继父母、非亲生子女一起相处、生活的情况。

人类的婚姻制度正在面临挑战、危机，

如果婚姻制度被毁坏、不照神的心意来行如果婚姻制度被毁坏、不照神的心意来行，

这个社会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跟灾难。

神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造女人，

不是用头骨 女人就在男人之上不是用头骨— 女人就在男人之上

不是用脚骨— 女人就被踩在脚底下

男女 性在神的里面都是 等的男女两性在神的里面都是平等的。

创一26-27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男造女。

有些神学家就用在教会的牧养：

男女两性的牧养都是 样的重要 男女两性的牧养都是一样的重要

 男女两性在神面前的价值

是平等的 是 样的 贵的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可贵的

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不可以随便把他毁掉，

所谓社会进化 人类进化 而把他排除掉所谓社会进化、人类进化，而把他排除掉。

可是我们看清楚— 他已经在面对挑战、面对攻击，可是我们看清楚 他已经在面对挑战、面对攻击，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心来维护这样一个婚姻的制度。



二、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

神创造 经神创造很多东西，圣经都说是好的，第一次出现不好—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上帝不是从动物去找，是从他最贴心的地方去创造，

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人成为一体，

多妻、多夫的制度，都是不合乎圣经的。

而且是一男一女— 现代同性婚姻一直在扩展、男

被宣染、扩大，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些地方如果不愿意帮同性证婚，可能吃官司有些地方如果不愿意帮同性证婚，可能吃官司

 美国一个州曾经想把同性恋婚姻放进教科书，

很多教会团体起来抗议，拦阻了这些事情很多教会团体起来抗议，拦阻了这些事情

婚姻不是自己可以去选择的生活方式—
要同性在一起 两个也可以 三个也可以 不是这样的要同性在 起、两个也可以、三个也可以，不是这样的，

圣经上讲的很清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三、婚姻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 玛二14-16

你们还说：「这是为甚么呢？」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 —

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祂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 造 人 人得 诚的后裔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祂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夫妻是一种委身、一种盟约
圣经上多处提到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经上多处提到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祂是信实守约的神，也绝对不允许人类做出背约的事情

婚姻是一个立约— 当决定进入婚姻之前，

经过详细 仔细 多方的考虑 最后做了决定经过详细、仔细、多方的考虑，最后做了决定，

这个决定是一生一世的、就是终身之约
除非死使夫妻关系结束 否则永远是约定的关系除非死使夫妻关系结束，否则永远是约定的关系

婚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在今天特别需要被强调，

 很多人没有这观念，遇到困难就想退出、做别的选择

 当有约的观念、委身的观念，知道只能向前不能退后，

就会想别的方法来解决、处理

我曾经辅导从中国大陆来的三对夫妻…
太太先到美国，几年后，把丈夫、小孩接到美国—

要时间适应，妻子就嫌他太慢，嫌这、嫌那，应，妻 嫌 ，嫌 嫌那，

离别一段时间，感情有受到影响，产生婚姻问题。

后来丈夫开车、大风雪、车祸、瘫痪，妻子后悔：后来丈夫开车、大风雪、车祸、瘫痪，妻子后悔

丈夫还能够听懂时，没有跟他表达过我的爱…

另外一对是男的先到美国来，

好多年后把妻子 小孩接来 也是嫌弃她好多年后把妻子、小孩接来，也是嫌弃她。

好像婚姻如果你对我有益处，我们就在一起，

约的关系你对我没有益处、就分开。这不是约的关系…

我的妈妈 101 岁、爸爸 95 岁离开世界，结婚好长时间。

我问妈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她说

人家来相亲、我拿茶请他们喝，事就这样成了，

结婚好长时间之后，一看、我丈夫这么丑，

当然也有吵闹的时候，但我们就是认了。有 时 ， 我 就是认了。

妈妈常常跟我讲：你们的婚姻是自己决定、自己选择的，

要一生一世白头偕老，不管什么困难、一定要继续下去，要 生 世白头偕老，不管什 困难、 定要继续下去，

不可以退后，不可以想说离了婚再找另外一个就会更好。

现代的婚姻家庭专家研究发表：离过婚的人下一次再结婚，现代的婚姻家庭专家研究发表：离过婚的人下 次再结婚，

离婚率会比第一次增加…



四、神的拯救常以家为单位

1.禁卒一家

徒十六30 31「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徒十六30-31「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2. 神拯救挪亚一家

3 神拯救喇合一家 救恩临到她的一家3. 神拯救喇合 家 — 救恩临到她的一家

婚姻家庭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我们如果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

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

 期盼他们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

个人的一家之主，以至他们也能够得救个 家 ， 够得

 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之前，千万不要放弃他

我的父亲 95 岁离开世界、他到 93 岁才信主。

他以前拜佛、吃素，初一十五都要拜拜，

到年纪越来越大、他有醒悟 —这些都是假的。

我就跟他说：「你信这个宗教没有把握你要去那里，

基督教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会带我们去。」

我再去看他时，他说：「我怎样才能信耶稣？」

我那时好开心 他真的是想清楚了！我那时好开心、他真的是想清楚了！

我说这礼拜天就可以到教会，牧师帮你洗礼，

他就说 「好 我愿意 」他就说：「好，我愿意。」

那个礼拜当中他遇到属灵的争战，

他就跟那些人讲：「信仰可以改变的，你们也可以信。」

礼拜天早上到教会，牧师跟他谈一谈、给他点水礼，礼拜天早 到教会，牧师跟他谈 谈、给他点水礼，

结束时，弟兄姊妹跟他握手、照相，他也有流泪、感动。

93 岁信主、95 岁离开世界，这两年真的是有改变 —
里面涌流出来的爱 涌流的那种生命的改变心里面涌流出来的爱、涌流的那种生命的改变。

后来我们用基督教的仪式为他办告别式，

奇妙 有 家 看很奇妙，没有信主的家人看好日子、好时辰，

看到礼拜天早上要做告别式，怎么办？

牧我就跟我们那乡下地方的牧师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没关系，我们全教会都去那边做礼拜！

教会大概五十几个人，牧师就带全教会的人
到我们家巷子口、搭一个棚，在那边告别式、做礼拜。

附近邻居第一次看到基督教的安息礼拜，都非常惊讶 —
这一个老先生真的是就这样决定了！

我讲这个主要是勉励大家 —
不要灰心 继续为你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不要灰心，继续为你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

有一天神也会听你的祷告。

五、家人的关系有助于了解神

1. 浪子回头 路十五11-13

慈父其实就是上帝，我们像浪子回到祂的前面

2. 以弗所书 用夫妻之间的关系，

表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3. 旧约先知 何西阿书 神跟以色列人选民之间的关系，

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 —就像夫妻的关系 样

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一种爱的关系

当自己有了配偶、有了儿女之后，

才更能够了解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从这里更可以去了解 —
父母亲怎样去爱我们的儿女，

天父爱我们、比父母亲还要爱的更多。



六、见证和事奉是从家庭开始的

个信主的人如果 会照 自己的家人提前五1-8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不会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比没有信主的人更不好、更没有见证。

提前三1-13 也讲到做监督的、做执事的这方面的事情…

三5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很多教会在找传道人时也注意这一方面 —
 盼望知道配偶是不是能够同心配搭 盼望知道配偶是不是能够同心配搭

 至少她支持你、发挥神的恩赐支持丈夫、帮助丈夫

女执事也是如此三11女执事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三12 13执事只要作 个妇人的丈夫三12-13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因为善作执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我深深有这样的感受 — 每次在别的地方开课、讲座，

如果师母陪着我去 我觉得她给我很大的支持如果师母陪着我去，我觉得她给我很大的支持。

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生活，是多么的重要，不至因

有 在教导神 勇敢没有好的见证，在教导神的话时，不能勇敢做见证

信仰跟生活结合，最直接的地方就是婚姻跟家庭生活，

在教会，可以挂上面具、谁也不晓得你是怎样的人，

回到家里，才是真实的、里面生命的情况

 姊妹们千万不要教会有服事，把先生丢在家里，

这样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样 是 个很好

 一位宣教士的妻子每次到别的地方去事奉之前，

把先生所要的食物、衣服都预备好够用，然后才出去，把先生所要的食物、衣服都预备好够用，然后才出去，

让先生每次吃到饭的时候，知道是太太爱心预备的

 反过来也看到有些在教会服事神的传道人、同工， 反过来也看到有些在教会服事神的传道人、同工，

因为家庭有些问题需要处理影响到事奉，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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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可以来复习、常常可以来复习、

常常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