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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什么

第1课   

婚姻是神圣计划的产物。人类设计不出来也无法发明出来——是
神创造了婚姻。伊甸园是神用来设立婚姻的地方，神又藉着祂的话语维
系婚姻，基督耶稣出现在迦拿婚宴就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课我们要来学习，在所有依据神圣洁原则建造的婚姻之上，
基督与祂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彰显其中。 

有人形象地将婚姻比作某种家用配套组装——其中包含了所有必
需拼装组合到一起的相关部件。它需要打磨粗糙部分、有些地方则需要
粘合、锤钉在一起、再清洁灰尘、打蜡、然后抛光。这样做最终会渐渐
看见美好的奖赏。

那种有重大深远影响的完美婚姻，就是按神藉祂话语赐下的命令
和方式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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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点

婚姻：神赐的体制形态
婚姻：一种独特的关系
婚姻：神圣的结合
婚姻：对人类世界的重要性
 
本课目标：（您被期望）

·解释神使婚姻形成的时间与原因。
·描述神为婚姻所定下的计划和样式。
·说明理想的婚姻关系的目的。

婚姻：神赐的体制形态
神赐的婚姻，带给人神的祝福
目标1  解释神使婚姻形成的时间及原因。

婚姻是至今地球上，唯一在罪进入世界以前，就开始存在的体制
形态或曰，组织形态。我们在神的话语《圣经》上，查考到这一点。

创世纪2：18，21-22“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
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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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应用题”部分，是为了帮助您复习并且操练您刚刚学习的
真理。请首先独立完成练习，然后再核对答案。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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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罪进入世界以前，地球上唯一被设立的体制形态是什么？
         。

2、 第一个女人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

3、 是谁在人类第一个婚姻仪式上，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赐给对方？
         。

4、 阅读创世记2：23－24, 然后在下面陈述正确的句子前面的字母 
 上画圈。
 a 神称亚当的伴侣为“女人”。
 b 当《圣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成为一体”时，即所谓婚姻。
 c 神不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女人神并非从尘土中创造了女人。

神已经为我们设立了婚姻的样式

以把夏娃赐亚当为伴侣的方式，神将婚姻关系，作为祂对人类完
美计划的一部分，赐给男人女人。由于在伊甸园，婚姻被包含在神所供
应给人的一切完美条件中，我们就说，婚姻可以被接受作属神的生活方
式，为历世历代的人效法。

神喜悦使人成婚，但神名下的婚姻有规矩标准。神渴求祂的子民
遵循祂的规矩和标准。不幸的是，罪进入了伊甸园，甚至从此以后，罪
一直在阻挡并延迟人类承受神所赐下的诸多祝福；并且，罪还毁掉了千
千万万的婚姻家庭。

今天，针对婚姻和家庭体制，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叛逆力量。许多人
甚至完全拒绝结婚，次而代之未婚同居的临时决定。这样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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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即可随任何一方的意愿废止。在世界的很多地区，2／3的婚
姻因离婚而终结。这完全违背了神话语中所定规的婚姻模式。神渴望
您的婚姻有那样一种关系，可以使神在其中倾倒祂对您的爱。而唯有以
寻求祂的带领，遵循祂所定规的模式去尊荣祂，这样的祝福才会发生
在您身上。

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关于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教导。如果您要那种神要您
在婚姻中享受的神奇关系，那就遵循圣经中，神的话语所显明给您的模
式吧。您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藉这一课程的学习，让神在您的婚姻计
划中引导您吧；而您们当中已经结婚了的，将会发现这一课程之旅，可
以使您的婚姻，变得更加美好和幸福。

5、 是什么毁掉了千千万万的婚姻？
         。

6、在哪里能够找到幸福婚姻的最佳样式？
         。

神赐下婚姻，为要教导属天的真理

神为您计划好的婚姻，是一幅基督与教会之间，爱、尊重、连结与
陪伴的画面。旧约中，神称自己是祂子民的丈夫；新约中，教会被称为基
督的新妇。

以弗所书5:31-33“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
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您们各
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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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以弗所书5:31-33所教导的真理，请圈选以下所有您期望在自 
 己的家中能够出现的事情。
 a) 安宁
 b) 不满
 c) 愤怒
 d) 争竞
 e) 理解
 f) 喜乐

8、 请求神帮助您，营造一个彰显祂大爱的婚姻吗？

应用题

婚姻：一种独特的关系
一生彼此相属。
目标2  描述神为婚姻所定下的计划和样式

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在法律和道义的约束下一起
生活，这种结合排除与其他任何人的隐私亲密关系。以这样的方式，家
才被建立起来，并且使家庭关系以一种讨神喜悦的方式得以维系。当
婚姻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在一起，他们就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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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

9、 婚姻是
 a)  一个暂时的法律安排，可以随时被取缔。
 b)　在神面前，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永久性的结合。

10、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  又  并且  
 地被约束在一起生活。

爱与陪伴（一生）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祂从男人身上取下一块骨头造了女人，去满足
人对伴侣关系的需要。

马太. 亨利论述道，神不曾从亚当的脚上取下一块骨头，以使他践
踏自己的妻；神不曾从亚当的头上取下一块骨头，以使他被妻操控；神
是从亚当的肋旁，贴近他心脏的地方，取下一根肋骨，以使男人爱他的
妻，保护她，使她不离他的左右。

婚姻幸福有赖于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爱与陪伴。夏娃曾是亚当身体
的一部分，丈夫和妻子互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被连结在一
起，成为一个生命。以弗所书5:28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
己的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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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婚姻的幸福取决于：
 a) 拥有足够的钱享受生活。
 b) 丈夫是一家之主。
 c) 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和互彼此分享。

为人父母

婚姻通常会给男人和他的妻子，带来为人父母的关系与责任。他
们的婚姻使家成型，孩子可以被生下来了，家庭中就有了父亲和母亲的
爱与呵护。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显明为人父母是神计划的一部
分：“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1:28）

当孩子诞生到一个家庭，父母就有了养育孩子，为孩子提供稳固又
和谐的家庭生活的责任。神非常关注孩子是被安排在理想的环境中养
育成人，学习认识祂。请阅读马可福音10:13-16， 以帮助您明白耶稣对
待孩子的态度。

12、请在下面题中圈选正确的陈述。
 a  孩子长大成人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家。
 b  神关于婚姻的计划中本身无关乎孩子的事。
 c  耶稣特别提到了祂对孩子的爱。

13、孩子需要从一个家庭里，得到什么？
         。

应用题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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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神圣的结合
目标3  说明理想的婚姻关系的目的。

一体的男人和女人

起初，除亚当和夏娃，世上没有其他人。有人或许认为，神当初或
许应当给亚当造更多的妻，以使人类世界更快繁衍生息。但那位永远最
有智慧的神，只给了亚当一个妻。这是神对婚姻的设计和旨意。

马太福音19:5-6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
一体。’这经您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
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耶稣说，人和妻子要成为一体。 这是圣经真理上的教导，无论各
地文化习俗怎样。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习俗上允许男人娶一个以上的
妻子；某国竟有这样的习俗，一个女人可以嫁给一个以上的男人；而在
另外一个地区，一个家庭所有的儿子们娶同一个女人；还有些民族，丈
夫买卖他们的妻子；有一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离婚再婚；另一些人则干脆
只同居不结婚。总之，任何文化习俗都无法提供可被效法跟随的圣洁
婚姻模式，所以您必须来到神的话语面前。

14、根据圣经的真理，神对于理想婚姻所设计的样式是
    男人和   女人，
 因此   成为一体，组成基本的家庭单元。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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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律法中关于婚姻的教导

耶稣教导说，不可使人和他的妻的结合，或一体关系分开。神赐
给摩西我们称之为十诫的律法中，涵盖了针对有损人和他的妻合一的
罪的禁令。“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 出20:14,17)

配偶中的任何一方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犯了奸淫，是在犯神
的律法。是不道德的。甚至对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有所贪恋欲念，也是一
种罪。“只是我告诉您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
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8）新约还强化了神对不道德行为的警诫。所
有的人都必须尊重婚姻，丈夫和妻子必须彼此忠诚。神将审判那些不
道德的人和那些犯淫乱的人。（来13:4）

15、 熟记希伯来13：4。 当您认为自己理解了这句经文，就把它写 
 下来，然后按着这一课中或您的圣经中给出的相关经文，检查是 
 否正确。

应用题

回顾本课内容，您就会明白，婚姻是神对人类计划的一部分。当
我们效法神的教导和方式去面对婚姻，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婚姻
生活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很多属天的真道。

婚姻：对人类世界的重要性
目标4  陈述家庭对于本地教会、社区、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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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是让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找到那种
每个人都需要的爱、陪伴和照顾。

神还设立了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祂的律法确立了男人女人日
常生活遵从的道德标准。那些来自婚姻幸福家庭的人，他们已经学习
了如何和睦地在一起生活，会发现这有助于他们与外界的人很好相处。
而那些被高度推崇的社区，是由可尊可敬且循规蹈矩的家庭构成的。
好的家庭营造好的社区，而好的社区构成好的国家。      

由此，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接受神的标准，按照祂的法度去寻求
幸福的生活，是何等重要啊！防范拒绝任何可能把家毁掉的事情，是何
等重要啊！还有特别对您而言，学习神都说了什么，是相关您的家庭和
您的婚姻生活的，是何等重要啊！当您研习并将每一课所学的内容，付
诸生活的时候，神祝福您。

16、社会的基本单元是：
 a) 学校。
 b) 教会。
 c) 家庭。

17、 在您的笔记本上，列出幸福家庭可带来的至少两项重大且深远的 
 影响。

为什么现在不花时间为您的家庭以及所有的家庭成员祷告呢？祈
求神使您的家庭对您的社区产生真实的影响力。神能够帮助您把本课
所学到的真理实践出来。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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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想想那些在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语言来学习这些课程的所
有的同学。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帮助他们，拥有神所期望他们
拥有的那样的家。

相关问题的答案并非是按常规顺序列出的，这样您就不会事先去
查看下一个问题的答案。请查找您需要的题号，并尝试不在答题前看
答案。

9. b)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神面前永远的结合。

1. 婚姻

10. 法律与道德

2. 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

11.  c)  丈夫和妻子之间爱与分享的关系。       

3. 神

12.  a和c正确。

4. b和c正确。

13. 需要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爱和关心。

5. 罪。

14.  一个，一个，二人。

6. 在圣经中。

15. 写下您所记住的经文，然后检查。

7. a)  和平

 e)  理解

 f)  喜乐

16. c)  家庭。

8. 您自己回答。

17. 那些来自家庭婚姻幸福的人，会发现这使他们更容易与外界的人友好相  
 处。好的家庭营造好的社区，而好的社区构成好的国家。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