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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化家庭典範基督化家庭典範 — 亞居拉、百基拉夫妻

我們婚姻家庭的課程，跟一般世俗學生不一樣，

不是只是要很幸福、美滿，當然那是很好，不是只是要很幸福 美滿 當然那是很好

但不是唯一的、主要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盼望能夠成為「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我們的目標是盼望能夠成為 基督化的婚姻家庭」

相信一定是更幸福、更美滿、更討主喜悅的

表 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沒有問題 沒有難處不是表示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沒有問題、沒有難處，

而是說 — 甚至當家庭遇到困難、難處時，

可以用合乎聖經、討主喜悅的方式

來處理、面對這些的家庭。

在教會，我們服事、牧養弟兄姊妹們，

如果他們已經結婚、有家庭，就幫助他們能夠如果他們已經結婚 有家庭 幫 們能夠

建立基督化的、討主喜悅的、合乎聖經的婚姻家庭。

亞居拉、百基拉是怎樣的一個家庭？聖經有很多家庭

有 樣 我 這 家庭來 範有很好的榜樣，我們挑這個家庭來做示範…

徒十八1-2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

因為克勞第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

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意大利來。

保羅就投奔了他們。

一、真心相愛的家庭— 嫁夫從夫、夫唱婦隨，

一樣的宗教信仰、人生目標、價值觀。樣的宗教信仰 人生目標 價值觀

愛是什麼？科學家把抽象的愛用可以看見的肢體語言做研究，

當做是可以觀察、計算的，譬如當做是可以觀察、計算的，譬如—
衡量一對年輕人彼此相愛什麼程度，

看在 分鐘內彼此對視幾次？看的時候看在一分鐘內彼此對視幾次？看的時候

表情、肢體上的接觸，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這是比較像行為學派的研究實證方法，是非常有限的，

有時外 體 是這樣 是 樣有時外面的肢體語言是這樣、內心又是不一樣

一夜情的男女，可能在很短時間內、非常親密的

一些語言動作，那也不是真的愛

所以要小心的分辨。

男女雙方的愛就是雙方能夠從彼此得到「正增強」。

行為學派常常用正增強、負增強，來促成行為的改變，學派 負 的改變

正增強 — 當有人做一些動作、語言、表達，為了要讓他

能夠再有更多這樣行為時，就給他一個鼓勵的方式能夠再有更多這樣行為時 他 鼓勵的方式

男女雙方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是彼此認識，

經過一段時間他們更多的熟悉、認識，經過 段時間他們更多的熟悉 認識

交往中彼此從對方得到鼓勵、得到正增強，

就兩相情願、越來越親密、關係越來越好就兩相情願 越來越親密 關係越來越好

認為就是愛情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C.S.Louis有各種的愛 —
條件式的愛 假如 怎樣 我 會 在 起條件式的愛：假如你怎樣、那我就會跟你在一起

因為式的愛：因為你怎樣、所以我愛

條無條件的愛：不管你怎樣、我還是愛你

希臘文對愛也有不同的字、不同的含意，希臘文對愛也有不同的字、不同的含意，

在實際生活中有不同的應用 —
 Eros 情慾的愛，英文 Erotic Eros 情慾的愛，英文 Erotic
 Phileo 友誼之愛，

美國賓州 Philadelphia 友愛的城市美國賓州 Philadelphia 友愛的城市

 Agape 無條件的愛、神聖之愛

聖經裡談到愛，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愛的真諦

最清楚 最詳 表達最清楚、最詳細的表達。

百基拉、亞居拉是真心相愛的家庭，

1. 異族通婚的困難—
亞居拉是猶太人，百基拉是羅馬貴族出身的女子，居拉是猶太人 百 拉是羅馬貴族出身的女子

在羅馬的墓庫裡面有刻著他們家族的名字。

猶太人有猶太教的信仰、羅馬人有神話的信仰猶太人有猶太教的信仰 羅馬人有神話的信仰

從不同的信仰來，

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不同的價值觀 世界觀 人生觀

要在一起生活，會遇到多麼大適應上的問題。

真愛是超越族群、文化、社經地位、

語言、風俗習慣，

從這對夫妻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人結為夫妻之後，

一起都信了耶穌基督。

一對夫妻，男的是美國出生的華人、女性在台灣出生長大，

透 識 辭掉透過網路認識、結婚，男性辭掉

美國的工作、回到台灣一起生活。

即便這麼多的愛，但是他們在剛結婚時

遇到很多很多文化上的適應跟困難 —
丈夫每次上完廁所，都會把那些紙全部丟到馬桶沖走，

但太太說會塞住馬桶，一定要我把紙都丟在垃圾桶裡。

兩個常常為這些事情爭吵、各有各不同的意見。

想像除了這些，還要加上文化上、種族上的不同，

政治黨派不同的色彩，在家裡辯論政治時會吵起來；

如有更強的種族背景，會有更多的困難。如有更強的種族背景 會有更多的困難

異族婚姻會有困難，可見這對夫妻

一定是非常真心相愛，才能夠定是非常真心相愛 才能夠

夫唱婦隨，一直同步、同調來事奉主。

異族通婚不管在那個地方，是越來越多，

我自己的媳婦就是菲律賓人。

我媳婦跟我兒子在新加坡神學院認識，

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看到他們時，覺得這個媳婦

真的是很愛主、個性很有基督化的品格，我很快就接納。

他們結婚之後、向我表示說：爸爸真的非常感謝你，

你這個華人牧師、從小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你這個華人牧師、從小在台灣出生長大的，

那麼快就接納了一個異族的媳婦。

我就 他們說 真 愛我就跟他們說：只要你們真心相愛、

而且在基督耶穌裡，為什麼不可以？

何況你們都有共同的人生目標 —是要宣教、

去完成主的大使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看得出來，這一對夫妻是真心相愛的夫妻！



2.隨夫離鄉背景 — 徒十八2 克勞第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

亞居拉帶著妻百基拉 意大 來亞居拉帶著妻百基拉，從意大利來。

夫唱婦隨，不論到哪裡去，都跟著到那裡去。

聖經裡另外一對夫妻— 約瑟、馬利亞，也是離鄉背景，

馬利亞懷孕時，旅途奔波回到伯利恆

遇到希律王的逼迫，又逃到埃及

這對夫妻就是同進同出，一直都是在一起。

丈夫跟妻子除非不得已暫時分開，盡量的要在一起，

有一些台商、外在美、內在美，有 些台商 外在美 內在美

配偶就成為空中飛人，分開是很不好的

在座相當多的人將來是傳道人，在座相當多的人將來是傳道人

為了神的原故，也要離開家成為宣教士、

到偏遠的地方去牧養、傳福音，到偏遠的地方去牧養 傳福音，

夫妻就是一體、同進同退

二、殷勤工作的家庭

徒十八3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

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

他們傳福音、在家裡有教會，他們還帶職服事。

作對我們每 個人都是必要的 也是健康的工作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必要的、也是健康的，

讓我們有經濟上的支持、生活上的支持

傳九10 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

更重要的 — 神就是要我們有工作…

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

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日光之下，當可以工作的時候、努力的去做。

傳十18 因人懶惰，房頂塌下；傳十18 因人懶惰，房頂塌下；

因人手懶，房屋滴漏。

一對夫妻開成衣工廠，大環境的關係、不景氣，

廠倒閉 妻 非常工廠倒閉，剛開始妻子非常埋怨，

原來的生活很舒服、現在要面對很多的困難。

但是很感謝主，他們有共同的信仰、來到教會尋求幫助，

用聖經來輔導幫助他們的過程中，

漸漸重新一起去面對他們的困難；

經過一兩年之後，他們重新再起來，

開始另外的工作、另外一個生涯。

夫妻兩個人要殷勤、努力的工作，彼此支持。夫妻 殷勤 努 彼

今天經濟情況不是很好、有很多的變動，

任何一方失去工作，就是配偶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任何 方失去 作 就是配偶最需要支持的時候

千萬不要有很多的埋怨、抱怨、打擊，

以至使對方失去了信心以至使對方失去了信

這個時候就是他最需要你扶持、幫助的時候

我在主持婚禮的時候，會讓兩方蒙誓婚約 —問雙方：
或 康 或 或貧窮 或富有或健康、或疾病、或貧窮、或富有，

相悅、相愛、終生不逾，你願意嗎？

當說願意，就是包括生病、破產，

還是要彼此支持、幫助陪伴

很可能丈夫一、兩年找不到工作，妻子

就用所有的恩賜、才幹發揮出來，去協助他的丈夫…
真正基督化的家庭是殷勤工作的家庭。

路得記 — 神祝福路得、拿俄米，有很多的原因，拿

其中一個是路得很殷勤：拾穗、去田裡工作，

工作當中神的祝福在那裏等著她。作當中神的祝福在那裏等著她

聖經上說剛好…，其實都是神的安排

但是人也盡我們的本分，但是人也盡我們的本分

在困難當中還是努力的工作



我在教老人學輔導的課程，做這方面的研究—
當 退休 後 果 有 作 會凋零當一個人退休之後，如果沒有工作很快就會凋零，

男性把工作跟身分畫等號，

當沒有工作、變成沒有身分，

人生活著就沒有意義，身體也會越來越衰退

女性永遠有工作—
她們有家事，永遠不會退休

工作使人健康長壽、使人滿足、發揮恩賜、發揮才幹，

當然也支持、維持家庭的經濟。當然 支持 維持家庭的經濟

工作對我們有很多的好處 —
幫助我們能夠發揮神給我們的恩賜幫助我們能夠發揮神給我們的恩賜

真正去面對現實的生活 —
活在此時此地，會使我們更健康，活在此時此地 會使我們更健康

不但身體健康、心理也健康

三、渴慕真道、繼續成長的家庭

徒十八3b-4 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臘人。

期盼每一個家庭，都能夠成為渴慕真道的家庭，

當我們渴慕真道的時候，我們自己得到蒙福。當我們渴慕真道的時 我們自 得到蒙福

我看到神學院的師長有家庭禮拜，回到家裡依樣畫葫蘆—
帶領小孩家庭禮拜，他們再帶領下一代…帶領小孩家庭禮拜 他們再帶領下 代

剛牧會時有一個願望 —一定要有成人主日學，

溝通、介紹、推廣、傳遞負擔，溝通、介紹、推廣、傳遞負擔，

第一天只有一個學生，這學生非常忠心、給我很大的鼓勵

經過了三年，從一班一個學生、擴展到五班，經過了三年，從一班一個學生、擴展到五班，

有我在成人主日學訓練出來的，又開另外的班

第一位學生夫妻成為教會執事同工、有很多的服事，第一位學生夫妻成為教會執事同工、有很多的服事，

是渴慕真道、繼續成長的家庭。

四、樂於助人的家庭

徒十八3b 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

中國人常說同行相嫉，他們卻是同住做工，中國人常說同行相嫉，他們卻是同住做工，

可見他們是非常樂於助人的家庭…

位大學教授女兒是智障 花很多時間幫助自己的女兒一位大學教授女兒是智障，花很多時間幫助自己的女兒，

後來成立寶貝班，幫助有需要的小孩，

我聽過他們獻詩、獻樂，非常感動人

後來開一個小餐館，讓女兒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這樣的關係，他們幫助了很多別的人

一對夫妻也有類似的問題，

我就跟他們說可以去尋找類似的資源，

不但幫助自己、也幫助了別人。不但幫助自己 也幫助了別

一個基督化的家庭，是非常樂意來幫助別人的。

五、熱心宣教的家庭，付上代價熱心宣教

徒十八18a 保羅又住了多日就辭別了弟兄，坐船

往敘利亞去，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去。

今天世界有很多地方的人還沒有聽過福音，

非常需要主的福音能夠傳遞給他們。非常需要主的福音能夠傳遞給他們。

期盼很多的基督化的家庭能夠去做宣教的工作—
從周圍開始，把福音傳給家人、鄰居、同事、從周圍開始，把福音傳給家人、鄰居、同事、

同工、同學，然後向外擴展、一直到超文化的地方…

我自己的兒子、媳婦是做超文化的宣教，

我兒子從三歲開始就學小提琴，高中畢業我 歲開 學小提琴 高中畢業

申請音樂學院主修古典吉他，拿到全額四年獎學金。

「要愛主，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都要加給你。」要愛主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這 切都要加給你 」

你一直在事奉主、樂意事奉，神就是祝福你…



大學最後那一年，他尋求前面的道路，神就讓他看見 —
當 基督 來 音 傳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福音要傳遍天下。

他說我好期盼耶穌基督再來，很多地方沒有聽過福音，

應該我們去傳福音，就去探索怎麼樣可以成為宣教士。

他在大學時代參加過幾次短宣，

去泰國那一次，讓他了解泰國的文化、語言，

藉著這個跟 OMF 海外基督使團連絡上

畢業後用一年的時間預備、禱告、傳遞負擔，

到款項都足夠，他們就派他出去，

先學語言，然後正式的成為他們的宣教士 —
非常強調語言，沒有語言的溝通怎麼能夠去？

感謝主，他現在可以用泰國話講道。

美國有一對夫妻也是熱心宣教 — 宣教休假、參加短宣，美國有 對夫妻也是熱心宣教 宣教休假 參加短宣

退休之後幾乎成為 PARTTIME的宣教士。

六、積極實踐大使命、培訓門徒的家庭

徒十八23-26 住了些日子，又離開那裡，

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堅固眾門徒。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弗所。

他生在亞歷山大，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

單曉 禮 百基拉 亞居拉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百基拉、亞居拉聽見，

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夫妻兩個人願意花時間在這個人身上，這是培訓門徒。

我們每個人在人生每個階段都需要跟兩種人連繫—我們每個人在人生每個階段都需要跟兩種人連繫

比我們資深，在屬靈上更成熟的，從他學習

屬靈上比我們資淺的，需要的我們去幫助他屬靈上比我們資淺的，需要的我們去幫助他

期盼每一個人，培訓你的兒女成為門徒，

在教會裡面找到屬靈的兒女，在教會裡面找到屬靈的兒女，

培訓他們成為門徒，這是主的大使命。

七、愛主，也愛主的僕人的家庭

羅十六3-5a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

他們在基督耶穌裡與我同工，他們在基督耶穌裡與我同工

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我感謝 們 是外邦 眾教會 感謝 們

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

一本書《牧師也會哭泣》，牧師也是人，

牧師也有壓力、師母的壓力更大，

每年一次研討會退修會，好多師母在一起，

互相支持、鼓勵、好多的難處，

牧師也是一樣，

非常需要要基督化的婚姻家庭

來支持、幫助牧師、師母，來牧養教會。

八、兩人一體，同心事奉主的家庭

同進共出、發揮不同的恩賜，不同的文化、卻成為互補，

因為兩人彼此相愛、一體同心事奉。

聖經有六次出現他們的名字，每次都一起出現，

四次百基拉、亞居拉，妻子在前、丈夫在後

兩次亞居拉、百基拉，丈夫在前、妻子在後

感謝主，男女在神面前是絕對平等、價值是一樣的，

最重要是名字在生命冊上、在上帝那裡。

夫妻兩個人在神的面前是互相幫補、幫助、支持，夫妻兩個人在神的面前是互相幫補 幫助 支持

這就是事奉主的一個家庭的榜樣，

如果結婚，能夠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如果結婚，能夠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

還沒有結婚，也求主給你有基督化的婚姻家庭的

異象跟負擔、未來終生的伴侶異象跟負擔、未來終生的伴侶

單身或已婚，都需要神的恩典 — 主的恩典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