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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

大纲

I. 婚姻是上帝设立的。

A. 婚姻不是人类创造的。

B. 婚姻的起源：

i. 在创造的每一个阶段，上帝都声明说所造之物为“好的”。

ii. 上帝唯一一次说“不好”，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创二18）

。”

II. 婚姻能够解决人类的孤单。

A. 孤单是人类最难受的痛苦之一。

B. 上帝将男人和女人创造为有性功能的活物，要他们在亲密的关系中彼此互

补。

C. 上帝之所以用特殊的行动创造了女人，并不是因为祂事后才想到漏掉了什

麽，也不是因为女人不如男人，而是要让女人以平等的身分作男人的伴

侣。

D. 上帝规定说男人应当与妻子连合。	

i. 这个“连合”并不是束缚的意思。

ii. 连合，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美满与亲密。

III. 婚姻受上帝的诫命管制。
A. 上帝并没有在婚姻这方面放弃祂的至高权柄。

B. 婚姻是一个盟约。

i. 盟约是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协议，其核心是承诺，并包含了在证人

面前做出的槼定和条款。

ii. 盟约的观念，可以在婚礼的宣誓中看到。

C. 婚姻是最危险的制度。

i. 在婚姻中，我们最高的情感期待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ii. 在婚姻中，我们有可能经历到极大的喜悦，也可能受到极惨重的

伤害。



4  親密婚姻 

iii. 婚姻能否延续，端看我们的承诺。

iv. 我们已经将誓言那神圣的特性给丢失了。

问题讨论

1.	大多数人在结婚前对婚姻有真实的认识吗？如今人们对婚姻有哪些常见的误

解？

2.	浪漫对婚姻有多重要？哪些特殊的东西能让你的婚姻保持浪漫？

3.	你对你的配偶所发的（或将要发的）最重要的誓言是什麽？你是否忠实地遵守

了这个誓言？为什麽这对你如此重要？这个礼拜你可以做什麽来进一步表示你

确实想要实现这个神圣的誓言？

4.	知道我们的婚姻是由上帝规范的，应当使我们在下列的行为中有什麽样的改

变？

a.	对待配偶

b.	看待婚姻的承诺

c.	对配偶敞开真实的自己

d.	查看我们身为婚姻伴侣所负有的责任

5.	你认为当今婚姻制度深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麽？

6.	当今社会中的哪些因素对婚姻有破坏性的影响？

7.	当你听到婚姻是我们最危险的制度时，你有什麽反应？请说明一下婚姻中有哪些

危险。

8.	为什麽人们害怕婚姻？为什麽人们虽然愿意和对方生活在一起，却不想结婚？

9.	你是否觉得在当今社会中，离婚是太容易的一件事了？为什麽今天的离婚人数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是什麽让几个世代以前的“坏”婚姻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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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赤身露体

大纲

I. 赤身露体在圣经里是深具意义的。

A. 在创世的时候，赤身露体的意义不同于现在（创二23－25）。

i. 起初，人并不对赤身露体感到羞耻。

ii. 在堕落之后，亚当和夏娃因为赤身露体而躲藏了起来。

a. 人类第一次经历到罪恶感，是因为赤身露体的关系。

b. 他们承认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就是他们承认说有意识到自己

的罪。

c. 赤身露体和罪恶感之间是有关连的。

B. 挪亚的赤身露体导致了他的儿子轻看他（创九20－27）。

C. 在古代，打胜仗的军队会把战俘给赤裸裸地游街示众，为的是要羞辱战

俘。

II. 裸体充斥着当今的社会。

A. 裸体是受欢迎的，例如色情、性自由等等。

B. 我们对于赤裸有一种矛盾的情结。

C.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赤身露体而不羞耻的地方。

III. 上帝遮盖了我们的赤身露体。

A. 第一个救赎的行动，就是上帝以衣物遮盖堕落的受造物。

i. 代赎的核心就是遮盖。

ii. 基督遮盖了我们的罪。

B. 上帝允许我们穿上衣服以遮盖赤裸。

i. 身体的赤裸与情感上的赤裸是有关连的。

ii. 我们不需要向每一个人揭示我们最内在的心思。

IV. 我们可以在两个地方赤身露体而不羞耻：

A. 在上帝的面前。

i. 我们无法欺骗上帝；因此，我们最好在祂面前完全诚实。

ii. 上帝完全了解我最赤裸的一面，但祂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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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婚姻神圣的连结当中。

i. 我们可以在爱的氛围中坦然地面对家人并作自己。

ii. 最了解我们的人，就是最爱我们的人；这样的事对我们深具意

义。

iii. 上帝以婚姻作为最崇高的意象来向祂的百姓表明说祂想要与他们
有什麽样的关系
a.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b. 婚姻展现了亲密与深层的交流。

iv. 婚姻的自由与益处。

a. 上帝把带有保障与责任的婚姻制度给了我们，说：“你们可

以在这里赤身露体。”

不要阻止你的伴侣认识你。

要学习去互相了解。

b. 离婚的意义就是“最了解你的人拒绝了你”。

问题讨论

1.	各种媒体如何影响我们的道德观念和对性行为的接受程度？对于这种强大的影响

力，基督徒应当怎麽做？

2.	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完全诚实，因为上帝知道你的每一个想法和感觉；对此你有什麽

想法？这样的认知如何使你在婚姻中受鼓励？

3.	如果人们知道自己在婚姻中可以完全坦诚、不用以自己的赤裸为耻的话，那麽人们

会经历到什麽情感？

4.	我们可以做哪三件事来促进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坦然？

5.	性革命在哪些方面帮助了社会和教会？又在哪些方面对两者带来极具破坏力的影

响？

6.	你认为为什麽上帝在堕落后要给亚当和夏娃穿上衣服？为什麽祂不提供一种纯粹属

灵的救赎方法、不考虑肉体的赤裸？关于我们身体的神圣性，上帝这样的行动说明

了什麽？	

7.	你认为上帝为什麽以婚姻作为最崇高的意象，来向祂的百姓表明说祂想要与他们创

建的关系？是什麽样的特点使得婚姻成为理想的比喻？

8.	在一段关系中，要一个人坦然地放下所有防卫，需要什麽条件？我们真的有可能在

婚姻中完全地敞开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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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彼此

大纲

I. 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上帝所谓的“认识”是什麽意思？

A. “认识”这个动词在旧约圣经里非常重要。	

i. “认识”讲到了人类最深层的亲密关系。

ii. 若要有亲密的关系，必须先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B. 我们若要在婚姻中经历亲密，就必须学习认识我们的伴侣。

i. 婚姻无法单靠感觉而延续。

ii. 要认识任何事情，都需要投入心力去学习。

a. 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婚姻和职业生涯。

b. 许多男人只花很少的时间或心力去预备婚姻，或去认识他们

的妻子。

iii. 幸福的婚姻不会凭空出现，而是需要我们的努力。

a. 从外表，我们可以了解有关一个人的许多事情。

b. 真正的学习必须是深入内在的。

II. “认识”是有方式的。

A. 如果你们想要彼此认识，就必须要对话！

i. 你们必须讨论彼此的感觉和想法，而不只是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情（沟通的第二个层次）。

ii. 游戏可以反映出彼此感受到的须求。

a.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想成为什麽样子？

b. 在“我的客制化伴侣”这个游戏里，你可以决定你理想中的

伴侣须具备的条件。

B. 我们所感受到的须求并非是不重要的，不该被忽视。

i. 我们并不是被呼召去活出无私的爱，但我们也不该有自私的爱。

ii. 你的伴侣有哪些优先的须求？

iii. 请试着去满足你配偶的最重视的一切须求。

iv. 如果你其中一个最重视的须求没有被满足，那这就会成为你的弱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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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我们习惯把婚姻中对方做得不错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又过

分强调对方没有满足我们的地方。

vi. 沟通很重要，因为你可以透过沟通来了解你的伴侣所感受到的须

求。

问题讨论

1.	什麽是“感觉到的须求”？它与真正的须求有什麽不同？哪个更重要？一个人感觉

到的须求会不会与真实情况不符？如果不符，那该如何改变我们所感觉到的须求？

2.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婚姻有多重要？它如何影响一个人对婚姻的概念？

3.	这个礼拜你可以做哪三件事来向你的配偶表明你是真心想要更好地了解他／她？

4.	一段持久的婚姻需要哪些要素？

5.	社会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五种须求是什麽？今天的文化会把什麽列为婚姻最重要的五

个特征？在这两个主题上，圣经的看法与世界的看法有什麽不同？社会是如何渗透

并影响了我们基督徒，致使我们对于“生活和婚姻中重要的须求”的看法变得跟社

会相同？教会该怎样做才能重新获得纯正的圣经观点？

6.	阻碍有效沟通的事情有哪些？糟糕的谈话者都倾向具有哪些特点？该如何才能克服

这些特点？你可以做些什麽来促进你和配偶之间更好的沟通？

7.	请想想你认为你的生活中有什麽领域是难以跟你的配偶讨论的？你认为为什麽会有

这种障碍？你觉得你需要做些什麽，才能对配偶更开放这些领域？你现在可以采取

什麽行动来作为开始呢？

8.	列出四件你可以做的事情，以改善你与配偶的沟通品质。并且请找出任何可能防碍

你们之间有效沟通的地方。对于这些阻碍，你可以做些什麽？请与配偶一起制订计

划，以便保持定期对话的习惯。请把更好地认识彼此视为你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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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的性问题

大纲

I. 与性有关的议题是当今美国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

A. 结婚后，我们面临了一个主要的改变：婚前，我们被禁止有性行为；婚

后，我们被上帝命令要顾及配偶在性方面的须求。

i. 奥古斯丁和一些人认为，性行为唯一合乎道德且正当的理由，就

是繁殖后代。

ii.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身体和灵魂，让人能够恰当地使用

这两者。

B. 即使是在婚姻中，上帝也没有允许绝对的性自由。

i. 性方面的罪，是公然且严重地冒犯上帝的圣洁。

ii. 上帝禁止奸淫和淫乱的事。

iii. 上帝并不反对人类的愉悦和满足，但是祂重视婚姻的神圣性和亲

密性。

a. 在恰当的范围中，性没有不对。

b. 上帝创造了性；祂也对此制定了相关的规范。

c. 祂命令说性只有在夫妻之间能够享有。

II. 关于性，确实有一些主要的问题存在。

A.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瘫痪无力。

i. 这个问题反映在男性身上，就是性无能；反映在女性身上，就是

性冷感。

ii. 这些瘫痪无力的情况主要是由恐惧造成的。

a. 好莱坞电影在性方面带给我们的迷思，加深了我们在性生活

中对于“表现不好”的恐惧。

b. 其他会防碍性生活的恐惧：

1)	害怕在身体上受到虐待

2)	害怕被发现有问题

3)	害怕怀孕

iii. 要解决这些恐惧，就必须开始了解上帝设立“性”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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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的性生活不该拿去对公众展示。

b. 性必须以爱为根基。

c. 性必须是爱的一种表达。

1)	我们向自己的伴侣展现越多的爱，我们所面临的恐惧就会

越少。

2)	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约壹四18）。

B. 另一个问题就是罪恶感。

i. 在性生活方面，丈夫们经常认为自己的妻子在婚前比较有回应。

ii. 这样的现象有许多可能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或许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而导致的罪恶感仍然没有

被解决。

iii. 对此，唯一的解方就是认罪。

iv. 对此，唯一的解方就是认罪。

v. 上帝的赦免能够除去罪恶。

问题讨论

1.	好莱坞对性的刻画如何影响了我们对性的了解？这与圣经中关于性的说法有什麽冲

突？

2.	你可以做些什麽来为你的孩子创建健康的性观念？你如何防止本课程中提到的性问

题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如何防止你的青少年孩子卷入婚前性行为？

3.	夫妻双方可以怎麽做才能克服其中一方在性关系中所面临的恐惧？

4.	为什麽与别人讨论性方面的问题是如此困难？该怎麽做才能使这样的讨论不那麽具

有威胁性？

5.	教会可以做些什麽来防止婚姻的破裂？

6.	罪恶和罪恶感之间的区别是什麽？哪一种会造成婚姻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圣经

说要除去哪一个，并以平安代替？

7.	创世记三章里的堕落如何影响两性之间的关系？它对性有什麽影响？

8.	分居和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9.	读约翰一书一9－二2。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罪和我们所蒙的赦免说了些什麽？这对我

们有什麽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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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称赞

大纲

I. 有许多的因素会破坏家庭。

A. 根据现代的研究，造成家庭破裂的主要问题包括：

i. 性

ii. 金钱

iii. 岳父岳母的干涉

B. 当今最具破坏力且造成家庭破裂的因素，就是人类的舌头。

i. 我们对彼此所说的负面话语，比起任何其他东西都还更破坏彼此

之间的信任、爱和尊重。

ii. 虽然根本的问题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出来，不过通常都是以话

语的形式出现。

iii. 你都把口舌拿来称赞还是批评呢？

A. 雅歌四1－7并不是在讲基督对教会的爱。

i. 这是上帝默示的一首情歌。

ii. 这是一个人对伴侣的称赞，是在尊荣他的伴侣。

B. 雅各书三5－10警告我们要注意舌头的破坏力。

i. 舌头是身体上最具破坏力的器官。

ii. 无心之言也可能生成极大的破坏。

C. 有一些方式可以促进我们正确地使用口舌。

i. 写下你所收到的五个最有意义的称赞。

ii. 写下你所收到的五个最令你痛苦的批评。（这会显示出你情感上

之痛苦的核心）

II. 我们在婚姻中对彼此说的话，会创造出信任、亲密和爱的环境。

A. 我们必须互相珍惜。

i. 我们的话语和行为会显示出我们有多珍惜彼此。

ii. 没有什麽比一句苛薄、伤人的话还能更快速地将爱给摧毁。

iii. 我们被呼召要建造彼此。

iv. 记得，你无法收回你所说出口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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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必须彼此称赞。

i. 要作个值得信任且真实的人。

ii. 花时间在你的伴侣身上找到有价值的特点，并以此来赞美他／

她。

iii. 九句真挚的赞美才能胜过一句批评所带来的痛苦。

问题讨论

1.	阅读箴言十八20－21。关于舌头的力量，这段经文说了些什麽？这让你有什麽感

觉？

2.	人们误用语言的方式有哪些？你可以做些什麽来控制好自己的舌头不乱说话？

3.	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严厉的批评？

4.	在下列几个方面中，你可以给你的伴侣什麽样的赞美？

	 a.	 他／她的物质生活

	 b.	 他／她的情感生活

	 c.	 他／她的属灵生活

 

5.	哪些成分构成了鼓励性的语语？一句真正具鼓励性的话语会如何影响接受者？

6.	言语或行为，哪一个带来的影响更持久？为什麽？

7.	为什麽“赞美”这麽困难？是什麽防碍了我们更多地去赞美别人？

8.	上帝如何鼓励了你？这让你有什麽感觉？对于上帝这些行为，正确的回应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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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与女人的角色

大纲

I. 妻子的职责可以在以弗所书五21－24中看到。

A. 以弗所书五21是不是在表达一种互相的顺服？

i.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互相顺服”的说法，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于女

性的职责充斥着混肴的观念。

ii.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被呼召要顺服的时刻。

iii. 我们应当敬畏上帝、顺服上帝。

B. “如同顺服主”是什麽意思？

i. 妻子要以如同顺服基督的方式来顺服自己的丈夫。

ii. 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a. “头”表示带头、领导和最终的权柄。

b. 这并不表示说丈夫可以当个暴君，把妻子当作奴隶。

C. 妻子是不是应当总是顺服丈夫？

i. 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挥链。

ii. 如果有任何掌权者命令我们违背上帝所启示的旨意，那麽上帝就

要我们不顺服这样的掌权者。

D. 这是否表示女人比男人低等？

i. “顺服”从来都不表示“低等”。

ii. 在上帝三个位格的作为当中，子顺服父，而圣灵顺服父和子。

iii. 女人被创造为帮助者，而一个家的根本责任则是被赋予在男人身

上。

II.	丈夫的职责可以在以弗所书五25中看到：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

如基督爱教会。

A. 不要管圣经对你的伴侣说了什麽，而是要专注於圣经对你自己说了什麽。

B. 当丈夫确实履行自己的责任时，妻子就会正面地回应丈夫的领导。

C. 上帝呼召丈夫来作妻子的“基督”。

i. 他应当要保全她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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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他应当要把她完整地献给基督。

iii. 他应当要照顾并爱惜她。

问题讨论

1.	基督徒的婚姻如何象征基督与教会？

2.	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些时候都会被要求顺服。身为基督徒，你应当要顺服谁？这让你

有什麽感觉？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改善我们顺服的态度？

3.	丈夫在属灵上滋养妻子的责任是什麽？妻子在帮助丈夫灵命成长方面的责任是什

麽？请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4.	这个礼拜你可以做哪三件事来向你的伴侣表明你渴望尽好自己的职责、尽你当尽的

责任？

5.	当今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的男女职责是什麽？教会对这此的理解有什麽不同？社

会对教会看待这些职责的方式生成了什麽影响？教会对于社会对男女职责之区分的

看法又有什麽影响？

6.	什麽是帮助者？妻子在哪些方面被呼召去作丈夫的帮助者？她应当如何尽好这个职

责？一个好的帮助者应当具备哪些特色？

7.	请回应下列的叙述：

	 圣经中凡是提到男女职责的经文必须在其文化背景下来看待。这些经文并不是永恒

的原则，而是圣经作者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受到文化的局限而生成的结果。把这样

的信息强加给今天的教会，就象是在强制要求戴头巾（林前十一）、洗脚（约十三

14－15）、或者把接吻当作基督徒的问候（罗十六16）。这些只是当时的社会习

俗。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推断出一些原则，但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当作权威。

8.	下列词语表达了什麽情感？

a.	男女平权修正案

b.	女性主义

c.	男性沙文主义

d.	圣经或福音女性主义

e.	家庭角色颠倒（丈夫顾家，妻子工作）。

	 为什麽这些词与会传达这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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