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婚姻觀念合乎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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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是神所設立的，讓人類跟動物不一樣，
 不是可有可無的，絕對不是一張紙而已
是 有 無
對 是 張
 為了造福人群，讓人類能夠享受神的恩典、
彼此分享神的愛，享受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情況
一個國際性會議、南美洲婚姻專家發表 — 「現代人
離婚率越來越高，是人類進化的表示、廢除了封建制度。」
這是非常離經叛道、非常遠離聖經的觀念！
一些婚姻家庭研究的專家學者發出警告：到了 2020 年代，
一夫一妻、親生兒女的核心家庭，可能會成為少數，
絕大多數的家庭可能是離婚、再婚、混合家庭 —
繼父母、非親生子女一起相處、生活的情況。
人類的婚姻制度正在面臨挑戰、危機，
如果婚姻制度被毀壞 不照神的心意來行，
如果婚姻制度被毀壞、不照神的心意來行，
這個社會一定會帶來很大的混亂跟災難。

聖經婚姻藍圖

一、婚姻制度是神所設立的 創二18-25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 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
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
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
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
於是取 他的 條肋骨
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把肉合起來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
說 「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稱 為女人
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神用亞當的一根肋骨來造女人，
 不是用頭骨 — 女人就在男人之上
在
 不是用腳骨 — 女人就被踩在腳底下
男女兩性在神的裡面都是平等的。
創一26-27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
創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造男造女。
造男造

有些神學家就用在教會的牧養：
 男女兩性的牧養都是一樣的重要
男女兩性的牧養都是 樣的重要
 男女兩性在神面前的價值
等
樣
貴
是平等的、是一樣的可貴的
婚姻制度是神所設立的，不可以隨便把他毀掉，
所謂社會進化、人類進化，而把他排除掉。
可是我們看清楚 — 他已經在面對挑戰
他已經在面對挑戰、面對攻擊，
面對攻擊
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心來維護這樣一個婚姻的制度。

二、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
神創造很多東西，聖經都說是好的，第一次出現不好 —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上帝不是從動物去找，是從他最貼心的地方去創造，
亞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兩人成為一體，
多妻、多夫的制度，都是不合乎聖經的。
而且是一男一女
而
是 男 女 — 現代同性婚姻
現代同性婚姻一直在擴展、
在擴展

三、婚姻的關係是立約的關係 瑪二14-16
你們還說：「這是為甚麼呢？」
因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證 —
她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她。
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祂不是單造一人嗎？
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祂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
「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
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被宣染、擴大，對教會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有些地方如果不願意幫同性證婚，可能吃官司
有些地方如果不願意幫同性證婚 可能吃官司
 美國一個州曾經想把同性戀婚姻放進教科書，
很多教會團體起來抗議 攔阻了這些事情
很多教會團體起來抗議，攔阻了這些事情
婚姻不是自己可以去選擇的生活方式 —
要同性在 起、兩個也可以、三個也可以，不是這樣的，
要同性在一起、兩個也可以、三個也可以，不是這樣的，
聖經上講的很清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婚姻是一個立約 — 當決定進入婚姻之前，
經過詳細、仔細、多方的考慮，最後做了決定，
詳
多
考慮 最後
定
 這個決定是一生一世的、就是終身之約
 除非死使夫妻關係結束，否則永遠是約定的關係
婚姻是一個立約的關係，在今天特別需要被強調，
 很多人沒有這觀念，遇到困難就想退出、做別的選擇
 當有約的觀念、委身的觀念，知道只能向前不能退後，
就會想別的方法來解決、處理
輔導
我曾經輔導從中國大陸來的三對夫妻…
太太先到美國，幾年後，把丈夫、小孩接到美國 —
要時間適應 妻子 嫌他 慢 嫌這 嫌那
要時間適應，妻子就嫌他太慢，嫌這、嫌那，
離別一段時間，感情有受到影響，產生婚姻問題。
後來丈夫開車 大風雪 車禍 癱瘓 妻子後悔
後來丈夫開車、大風雪、車禍、癱瘓，妻子後悔：
丈夫還能夠聽懂時，沒有跟他表達過我的愛…

夫妻是一種委身、一種盟約
 聖經上多處提到我們的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聖經上多處提到我們的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祂是信實守約的神，也絕對不允許人類做出背約的事情


另外一對是男的先到美國來，
好多年後把妻子、小孩接來，也是嫌棄她。
好像婚姻如果你對我有益處，我們就在一起，
你對我沒有益處、就分開。這不是約的關係…
我的媽媽 101 歲、爸爸 95 歲離開世界，結婚好長時間。
我問媽媽：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她說
家來
我拿茶請
喝 事
樣成
人家來相親、我拿茶請他們喝，事就這樣成了，
結婚好長時間之後，一看、我丈夫這麼醜，
當然也有吵鬧的時候 但我們就是認了
當然也有吵鬧的時候，但我們就是認了。
媽媽常常跟我講：你們的婚姻是自己決定、自己選擇的，
要 生 世白頭偕老 不管什麼困難
要一生一世白頭偕老，不管什麼困難、一定要繼續下去，
定要繼續下去
不可以退後，不可以想說離了婚再找另外一個就會更好。
現代的婚姻家庭專家研究發表 離過婚的人下 次再結婚
現代的婚姻家庭專家研究發表：離過婚的人下一次再結婚，
離婚率會比第一次增加…

四、神的拯救常以家為單位
1. 禁卒一家
「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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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拯救挪亞一家
3 神拯救喇合一家 — 救恩臨到她的一家
3.
婚姻家庭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一個單位，
我們如果有家人還沒有信主的，
要為他們禱告 傳福音給他們
一定要為他們禱告、傳福音給他們，
 期盼他們也能夠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們
個 的 家之主
個人的一家之主，以至他們也能夠得救
至他們也能夠得救
 上帝沒有放棄他們之前，千萬不要放棄他

93 歲信主、95 歲離開世界，這兩年真的是有改變 —

心裡面湧流出來的愛、湧流的那種生命的改變。
湧流 來 愛 湧流
命
變
後來我們用基督教的儀式為他辦告別式，
很奇妙，沒有信主的家人看好日子、好時辰，
看到禮拜天早上要做告別式，怎麼辦？
我就跟我們那鄉下地方的牧師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沒關係，我們全教會都去那邊做禮拜！
教會大概五十幾個人，牧師就帶全教會的人
到我們家巷子口、搭一個棚，在那邊告別式、做禮拜。
附近鄰居第一次看到基督教的安息禮拜，都非常驚訝 —
這一個老先生真的是就這樣決定了！
我講這個主要是勉勵大家 —
不要灰心，繼續為你沒有信主的家人禱告，
有一天神也會聽你的禱告。

我的父親 95 歲離開世界、他到 93 歲才信主。
他以前拜佛、吃素，初一十五都要拜拜，
到年紀越來越大、他有醒悟 — 這些都是假的。
我就跟他說：「你信這個宗教沒有把握你要去那裡，
基督教的信仰聖經告訴我們 — 耶穌會帶我們去。」
我再去看他時，他說：「我怎樣才能信耶穌？」
我那時好開心 他真的是想清楚了！
我那時好開心、他真的是想清楚了！
我說這禮拜天就可以到教會，牧師幫你洗禮，
他就說 「好 我願意
他就說：「好，我願意。」
那個禮拜當中他遇到屬靈的爭戰，
那個禮拜當中他遇到屬
的爭戰
他就跟那些人講：「信仰可以改變的，你們也可以信。」
禮拜天早上到教會 牧師跟他談 談 給他點水禮
禮拜天早上到教會，牧師跟他談一談、給他點水禮，
結束時，弟兄姊妹跟他握手、照相，他也有流淚、感動。

五、家人的關係有助於了解神
1. 浪子回頭 路十五11-13
慈父其實就是上帝，我們像浪子回到祂的前面
2. 以弗所書 用夫妻之間的關係，
表達 督
表達基督跟教會之間的關係
會
關
3. 舊約先知 何西阿書 神跟以色列人選民之間的關係，
就像夫妻的關係一樣
就像夫妻的關係
樣—
無條件的愛、無條件的接納，一種愛的關係
當自己有了配偶、有了兒女之後，
才更能夠了解神是一個怎麼樣的神。
從這裡更可以去了解 —
父母親怎樣去愛我們的兒女，
天父愛我們、比父母親還要愛的更多。

六、見證和事奉是從家庭開始的
提前五1-8 一個信主的人如果不會照顧自己的家人，

就比沒有信主的人更不好、更沒有見證。
提前三1-13 也講到做監督的、做執事的這方面的事情…
三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道管 自
家 焉
管神的教會

很多教會在找傳道人時也注意這一方面 —
 盼望知道配偶是不是能夠同心配搭
 至少她支持你、發揮神的恩賜支持丈夫、幫助丈夫
三11 女執事也是如此：
女執事
此

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
三12 13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三12-13
執事只要作 個婦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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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見證和事奉是從
常常可以來複習、
常常可以來複習
常常來回到聖經裡面來看。

我深深有這樣的感受 — 每次在別的地方開課、講座，
如果師母陪著我去，我覺得她給我很大的支持。
果師
著我去 我覺得她 我
支持
 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生活，是多麼的重要，不至因
沒有好的見證，在教導神的話時，不能勇敢做見證
導
 信仰跟生活結合，最直接的地方就是婚姻跟家庭生活，
在教會，可以掛上面具、誰也不曉得你是怎樣的人，
回到家裡，才是真實的、裡面生命的情況
姊妹們千萬不要教會有服事，把先生丟在家裡，
這樣也不是 個很好的見證
這樣也不是一個很好的見證
 一位宣教士的妻子每次到別的地方去事奉之前，
把先生所要的食物 衣服都預備好夠用 然後才出去
把先生所要的食物、衣服都預備好夠用，然後才出去，
讓先生每次吃到飯的時候，知道是太太愛心預備的
 反過來也看到有些在教會服事神的傳道人
反過來也看到有些在教會服事神的傳道人、同工，
同工
因為家庭有些問題需要處理影響到事奉，很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