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配偶

第3课

一一个年轻人怎样去知道,何时遇到的那个女孩,适合做他新娘?
一一个女孩又如何去选择 一一个可以共度一一生光阴的人呢? 天上
那位比任何世人都更知道,一一个人选择到最佳伴侣是 何等重要的神,
祂自己已应许我们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您,在干旱之地,使您心满意 
足,骨头强壮。”(以赛亚书58:11)

恒切祷告并且虔诚查考圣经中婚姻方面的教导,已拯救众多的年
轻人免于失败婚姻的抉 择。 这一一课我们会发现,去关注和考虑到对
方不同的生活态度,以及他或她不同的行为特 特和行为模式,是何等重
要。我们还将从不同的婚姻模式上,学习到宝贵的功课。即建立在 圣经
原则基础之上的婚姻模式,或那些与之相反的模式。神知道谁最般配
得上祂的每一一个儿 女,并且神必不放弃引导那些诚意在这一一重要抉
择上,切切寻求祂旨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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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点:

a 选择的重要性
b 神的带领和神的准则 
c 个人品质
d 环境印证
e 彼此相爱和相互接纳 
f 神旨意的确据

本课目标(您被期望): 
·列出两点理由,解释为什么配偶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列出在选择终身伴侣时, 神带领我们的方式。 
·鉴别出丈夫或妻子应当拥有的个人品质。

谁会成为您以后婚姻生活中的另一一半,对此作出抉择极其重要。
之所以这一一选择重要,是因为您的配偶在您生命中所拥有影响力。您
与之成婚的那个人,会促成您生命的塑造。他(或她)抑或将您生命进程
转向公义圣洁与天国;抑或转向罪与地狱。日常生活中来自终生伴侣的
影响,抑或将促成您达到永恒福乐的终极目标,抑或扯您后腿使您远离
神,而神才是真正喜乐的唯一一泉源。

其次,这一一选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关乎人的一一生。 基督徒结
婚不带有这样的观念 即 结婚之后两人若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一起,那
就离婚。如果您有一一辆自行车或一一辆汽车,您不 喜欢了,就可以把它

选择的重要性
目标1  列出两点理由,解释为什么配偶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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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然后再买一一辆新的。但是您不可如此对待您的妻子或丈夫。圣
经教 导说,婚姻是一一辈子的事。马可福音10:9说,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使徒保 罗写道,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 
    离了丈夫的律 法。”(罗马书7:2)
 

对于基督徒来说,任何类似试婚这种事,都是绝对禁止的。试婚就
是在正式结婚之前, 两个人在一一起住上一一段时间, 看看他们怎样能
相处得来。根据神的标准这是错误的——是 不道德的。

既然一一生中配偶的选择是如此重要,它就不应是一一个仓促做
出的决定。幸运的是,拜神的道赐下了基本法则,我们做决定时即可遵循
效法,这样的婚姻终将美好。

1、 请给出至少两点理由,说明配偶的选择是如此重要。
          
                 

2、在选择终身配偶这件事上,在哪里能找到可供效法的基本法则呢?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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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带领与神的法则
神带领的美意
目标2  列出在选择终身伴侣时, 神带领我们的方式。

如果您是神的孩子,您会确信,神要您拥有一一个这样的伴侣,就是
她(他)将是最适合您的。
  
神造夏娃,使之恰恰成为亚当所需要的伴侣。神知道您,也知道您的需
要。祂比您自己更知道您,并且祂确切地知道哪一一个人会成为最适合
您的伴侣。神爱您,祂要帮助您。

肯定地祈求神,清晰带领您到祂所为您选择的那个人面前。向神恒
切祷告这件事,并且 愿意跟随主的带领。“您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
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1:5)

3、 在选择终身伴侣之前,您应该做什么呢? 
          
                 

神如何带领

神如何让人知道,他或她应该和谁去结婚呢?神的引导方式,常常是
各种方式的综合汇总。一一个基督徒应当在所有这些方式上,寻求神的
带领。首先,人选择生活伴侣,应当确信他所做的,是在遵循圣经上查考
得到的相应法则;第 二点需要考虑的是,双方各自的品格个性,能使他们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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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般配吗?第三,各种环境应一一并印 证,使他们的结合成为可能; 再
有,双方应是彼此相爱、相互接纳的;最后,应有确据印 证说,他们的结合
是出自神的旨意。
 

4、 默记神用于引导您选择终身伴侣的五种方式,然后把它们写在您的 
 笔记本上。
          
                 
          
                 

圣经法则

首当其冲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神在其中通过祂的话语引领您的方式。 
神已在圣经中默示了我们一一些可遵循的定规,您可以确信神对您的引
领绝对不会与祂的话语相反。其中针对 基督徒有两条定规是去
(1)和一一个基督徒结婚,及
(2)确定您与未来配偶之间意见一一致。

和一一个基督徒结婚 所有已经成家的人,对配偶都负有道义上的
责任,无论您的配偶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您还是单身并且是个基督
徒,您可以确信神不愿您与一一个不信的人结婚。使徒保罗指出,
 
 “您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 
    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哥林多后书6:14)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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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两个大蒙神应许祝福的年轻人,但他们在娶妻方面都
犯罪得罪了神,他们的妻子不信唯一一真神。这两个人是参孙和所罗门。
参孙被一一个年轻女子吸引,这女子并非和他的灵性信仰一一致。尽管
参孙的父母忠告他要在自己的民中娶妻,但他不肯听从。他的第一一次
婚姻从最初开始,就是一一个糟糕透顶的失败。但是他仍然不肯遵从
神的法则,又第二次严重卷入与不信之人的婚姻,以致最终酿成个人悲
剧和死亡。

所罗门也是如此,他被一一个不信的妻子-法老的女儿(列王记上
3:1)带入歧途,远离了 神。并且从这一一致命错误开始,他又被误导娶了
很多很多异帮异教女子为妻,且大行异邦偶 像之道,这一一步惹动了神
的审判临到他的王国。(列王记上11:1-11)

因此,要谨慎交友。异性之间总会彼此吸引,不要被性驱使去追求
一一个不信的人。您要在基督徒中间,选择一一些可以深交的朋友。不
要让撒旦用旁门左道牵引您偏离神的旨意,在婚姻中把您与不信的人拴
在一一起,您的一一生就被毁掉了。

5、 请在下面的圣经人物中选出两个年轻人,因为他们所娶的妻子不信 
 神,而使他们陷入悲 剧。
 a) 亚伯兰
 b) 所罗门
 c) 挪亚
 d) 参孙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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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默记哥林多后书6:14,然后请另外一一个人听听您能否准确背诵出来 。 

7、 哥林多后书6:14针对基督徒的信息是什么? 

未来配偶之间必须意见一一致

在谈及与基督徒结婚重要性的同时,还有其他一一些需要考虑的
事。圣经教导说,您们若 不在诸多相应的事上意见一一致,就不太可能拥
有一一个幸福的家。

神学观上的歧义会使一一个家非常不幸。在神将如何掌管您们的
生活, 您们如何事奉神, 愿意委身哪个教会,以及愿意给孩子怎样的神
学培训方面,您和您的配偶应有一一致的立场和 观点。神学教义上的
分歧,有时会使一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因此对于开始婚姻生活的配偶来 
说,各自去不同的教会聚会,是某种缺少智慧的方式。

两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完全一一致的事是不存在的;您不应该存
此奢望。但夫妻必须在一一 些基本原则上意见一一致。

您和您期望与之结婚的那个人,在如何营造婚姻家庭方面,持守的
圣经准则是否一一致?在如何管教儿女,丈夫和妻子的责任,如何管理金
钱方面,意见一一致吗?如果不一一致的话,您可能正走在麻烦不断的方
向上。

当您们双方研读神的教导,并在祂的话语所给出的相关法则上,取
得一一致意见时, 我们 正在学习的这些课程,就会帮助您们拥有一一个
无比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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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您的笔记本上,写出至少四件事,是您和您未来配后之间意见一 
 一致的。

9、 圈选正确的答案。
 a) 如果丈夫和妻子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会有一一个幸 
     福的家。
 b) 正准备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准配偶,应该在一一些基本原则上意 
     见一一致。
 c) 如果丈夫和妻子都是基督徒,他们在所有事情上意见完全一一 
    致,是很有可能的事。 
 d) 对于丈夫和妻子来说, 重要的是意见一一致地持守婚姻生活上 
    的圣经准则。

10、您认为对于渴望建立家庭的男女, 何时是他们在基本原则上是否 
 能达成一一致意见的最 佳学习时间?
 a) 婚后的第一一年。
 b) 订婚之后。
 c) 订婚之前。

个人品质
个人品质的重要性
目标3  阐明丈夫或妻子应当拥有的个人品质。

什么样的品质,是您愿意在您的准配偶的身上看见的?有些年轻人
想要自己以后去娶一一个漂亮、有才华而且富有的妻子。尽管这些东西
令人神往,却没有一一样能确保婚姻幸福如 愿所偿。实际上,一一个年
轻漂亮的女人可能会因自己的美丽而虚妄骄傲。甚至有可能在结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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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利用她的美丽去吸引其他男人;而一一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女孩,会期
望她未来年轻且 刚开始步入职场的丈夫,购置超出他能力负担之外的
东西。

美丽的容貌、良好的教育以及优越的社会地位可以成为资本,但是
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品 质需要考虑, 如个性、相似的兴趣、良好的习惯以
及健康的身体等等。
 

11、 有两种品质,对于营造婚姻幸福并非是必不可少的。请说出它们。

个性

您想与一一种什么样的人,共度一一生光阴呢?是达观无忧,还是牢
骚满腹?是友好平和,还是争吵不休?有耐心还是易怒?良善还是霸道?
慷慨还是悭吝?是对人充满信任,还是疑心很重?

您正在寻找的那个人,是有良好的名声,还是在声誉方面有问题的?
是朴实忠诚,还是常常欺骗您?是勤奋还是懒惰的?是持之以恒还是一
一见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的?

人的个性完全是通过童年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您所感兴
趣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或许他或她的原生家庭就能告诉您。有句俗话
说的不错:“有其父,必有其子”;“看其母,知其女”。因为孩子通常都会
仿效自己父母的样子。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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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的恩典,能够帮助一一个基督徒最终改变其行为方式,即便他(或她)
曾经所受家教不良。同时也有出生于良好教养家庭的孩子,拒绝效法父
母的敬虔榜样的。所以,对方的家庭背景也许会帮助您,观察到对方一
一些特定的方面,但个人成长的家庭,并不构成判断个人品质的基础。

12、在您的笔记本上,列出您愿意您的丈夫或妻子身上,拥有哪些品质。
13、现在,检查一一下您所作的列表。在那些您自己已经拥有的品质上, 
 标记“好”;在那些 您自己尚需要长进的品质上,标记“差”。
 祷告求神帮助您培养出一一个好丈夫或一一个好妻子身上,所必 
 须具备的关键品质。

良好的习惯

习惯很难改变。如果一一个人的某些习惯现在令您厌烦,不要以为
结婚之后一一切就会变好。

不要以为以后您会使您的丈夫或妻子完全翻转,使之纳入您自己的行
为模式中。真爱会使丈夫和妻子尝试调整以适应对方,并且从全面的角
度,去看待那些确实不太重要的事情;而在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应该彼此
帮助。但是不要盲目地进入婚姻,甚至未考虑您未来配偶的生活习惯怎
样。这些习惯会向您显明对方相关的个性如何,以及,如何影响您对未来
的期待。

 他(或她)是干净,还是龌龊的?是彬彬有礼,还是时而口出恶言? 是一
一直滔滔不 绝,还是留心倾听别人必须要说的话? 他(或她)如何对待自
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呢? 他(或她)对待信仰的事情认真吗?对教会的
服事忠心吗?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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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笔记本上,完成以下的作业:
14、列表写出您愿意在您的终生配偶身上看见哪些好习惯。
          
                 
          
                 

15、列出有哪些习惯,有可能导致您的婚姻远离幸福。
          
                 
          
                 
      自己检查以上的两个列表,为您自己和您已经选作配偶的人祷告。

相似的兴趣和性格

您愿意与一一个对您以为极其重要的一一些事,毫无兴趣的人在一
一起生活一一辈子吗?丈夫和妻子对相同的事情有兴趣,就会有很多的
共同点,也有可能拥有更幸福的家。

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的性格各异却互补的话,那也是一一件好
事。例如,一一个健谈的人和一一位安静乐于倾听的人在一一起,他会感
觉很棒。一一个富有创意但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者,需要一一位脚踏实
地有生活经验的人来平衡。

但是,如果丈夫和妻子的脾气或个性截然不同的话,那么他们也许
需要一一段艰难的时期来彼此适应和磨合。如果年轻的男人充满雄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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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勤奋工作并且积极主动,那么他可能对一一位反应迟缓、不太智慧
又懒惰的妻子,没有多少耐心。

夏娃被造为亚当合宜的帮手。神要您的配偶成为适合于您的, 专门
为您量身定制的。您们应该有足够多的相同之处,使您们能在一一起和
谐相处;也应当有足够多的不同之处,使 您们拥有良好互补平衡的家。

在您的笔记本上,完成以下作业:
16、列出一一个令您兴趣盎然的活动表。您的伴侣也许对其中的很多 
 项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 是如果他(或她)对其反对,就可能是摩擦 
 的诱因。
17、列出您乐意谈论的一一些话题,您的准配偶愿意和您谈论这些 
 话题吗?

健康的身体

很多国家需要结婚前有医疗检查和健康证明,这是为了保护您,避
免您和 可能有未知健康 问题或潜伏健康问题的人进入婚姻状态。

这并不意味着一一个人为了婚姻必须具备完美的健康。有些身体残疾
的人已经克服了残障带来的不便,成为伟大的丈夫、妻子或父母,身体健
康并非是最需要看重的方面,但却应该被考虑。如果您计划生孩子,就要
问问自己,您未来的妻子或丈夫,是否能成为好妈妈或是好爸爸。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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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为什么您未来终生伴侣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环境印证
课程目标4 查验信徒寻找婚姻伴侣时,神为他们所提供的各种帮助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过,神通常藉着环境引领人。我们注意到圣经中记载
的几个爱情故事,描述了这一一引领方式。

例如,路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为的是要服事那位真神。她在收割季节
去伯利恒的麦田拾 麦穗,“碰巧”到了波阿斯的麦田,这时神已经在带领
她的脚步。波阿斯遇见了她,并且在 她身上发现了他理想中的妻子所有
的美德。他们的结合过程有一一些拦阻,但是神在每件事上 成就,每个
人都在促成他们, 最后他们终成眷恋。(路得记1-4)

神所用来带领路得的环境印证之一一,是经验丰富的长者的忠告。 
路得看重拿俄米的忠 告,并且亦步亦趋地遵行。神常常使用来自父母、
牧者和年长的基督徒的忠告,去帮助年轻 人明白祂的旨意。

以撒和利百加的浪漫爱情故事,与波阿斯和路得的故事很不一一
样。他们在结婚之前从未谋面。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回家乡,为他的儿
子以撒寻找一一个妻子。后来仆人祷告祈求神带领他,这时您可以确信,
亚伯拉罕和以撒也在为同样的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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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应了祷告,把利百加带到了那个仆人正在祷告的地方。当他了
解了她和她的家庭,仆人发现利百加具有成为以撒的好妻子所应有的
品质。当时全家人都明白是神在带领,就应 允了利百加嫁以撒为妻这件
事。接着他们问她是否愿意跟着那仆人一一起走,做以撒的妻子。 利百
加愿意,于是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以撒的身边。他们彼此相爱,拥有幸福
的婚姻。(创 世记24)

在那些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家庭,他们应当祷告求问神的带领。那
曾通过环境印证做工,把以撒和利百加带到一一起的神,就是那位至今
仍回应祷告的同一一真神。

19、说出圣经中有两对夫妇,神藉环境印证把他们带到了一一起。
          
                 

应用题

彼此相爱和相互接纳
目标5  鉴别出真爱与情欲肉体上的外表吸引有哪些质的不同。

如果丈夫与妻子之间没有真爱,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彼此相爱给
了两个人彼此相属的感觉,使他们愿意讨对方欢喜。这有助于他们在彼
此的关系上,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整。

是爱,把他们紧紧捆绑在一一起,其强烈的程度超越了其他任何东西。
爱远远超越肉体情欲的外表吸引。真爱包括彼此尊重、彼此尊荣、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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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以及相互体贴。不要误以为爱仅仅是外表吸引。如果您还无法确
定自己的感觉, 就为此祷告,并请教 您的父母或年长的基督徒。
 

如果您的婚姻是由父母决定,就像以撒和利百加的情形一一样,那
么您该怎么办呢? 在 没有条件彼此相知之前, 不可能彼此深深地相
爱。但是至少双方应该愿意在结婚之前彼此 接纳。爱情可以培养,而且
也必须培养。神是一一切真爱的源头,您与之结合的那个人,祂将 赐您
爱去爱他(她), 并且也将赐他(她)爱去爱您。

“于是他们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您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
说:‘我 去。’......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她为妻,并
且爱她。”(创世记 24:58,67)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按照神的标准去谈婚论嫁。如果您是一
一个基督徒,您就不该和一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即使您确实感觉您们彼
此吸引。

20、人什么样的品质,构成了婚姻中爱的基本要素? 
          
                 

如果您正在考虑与某个确定的人结婚,从您做出的列表,查验您的
感受。这是您的感受吗?您的他或她,是否和您的感受一一致?

应用题



51婚姻和家庭

祷告祈求,您将不被任何并非出自真爱的诱惑所欺骗;祈求神在您生命中
如此重要的时刻引领您。

神旨意的确据

神的带领并非总以特殊启示的方式来临,而是更多地通过前面章
节提到过的-圣经准则、道德品质、环境印证、彼此相爱和互相接纳,以
及神旨意的确据,各种方式的综合呈现。

所谓神旨意的确据,是指当您为某事祷告时,在您的里面,相关这件
事或许会有种平安 的感觉, 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心回应,是出自于神的。
这不应是单方面的,男女双方都应为 同样相关的事祷告,并且都有这一
一确据。

 神的带领或许需要一一段时间。或许确据会显现在祂以其他各
种方式,带领您之前或者之后;或许您们当中,某人得到确据较早,而另外
一一个人得到较迟;所以不要太过于急躁,查验神常常用来带领您的其
他方式上,您会感受如何。

如果您不能在任何人身上,看见您所期待的配偶的所有品质,不要着急。
或许对方所列出的条件里,您的品质上也同样缺乏了不少。无论是谁,当
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都应当寻求,建造幸福的基督化家庭最最重要的
那些品质。并且与此同时,您应当使自己的生命拓展出这些美好的品质。

愿神祝福您,并且以祂看为最好的方式,引领您来到祂所为您挑选
的那个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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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题

21、神带领基督徒选择终生伴侣的方式,通常通过:
 
     a) 各种方式的综合。   b) 特殊启示。

11. (任意两个) 美貌,教育程度,社会地位。

1. 因为您的配偶将在您生命中所拥有影响力; 这一一选择关乎人的  
 一一生。 

12. 自己回答

2. 神的话语中。

13. 自己回答

3. 祷告,祈求神引导您。

14. 自己回答

4. 对照课文检查您的答案。

15. 自己回答

5. b) 所罗门  d) 参孙

16. 自己回答

6. 默记哥林多后书6:14,然后背诵给其他人听。

17. 自己回答 7、基督徒应该与基督徒结婚。

18. 为了家庭的幸福以及孩子的缘故。

8.  对照课文检查您的答案。

19. 波阿斯和路得,以撒和利百加。

9. b)和 d) 陈述正确。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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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尊重,尊荣,欣赏,体贴。

10. c) 在他们订婚之前。使分歧或者得以解决,或者关系终止。

21. a) 各种方式的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