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合神心意的家

第5课

字典对于“家”的定义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神关于一
个理想的“家”的标准，远远超越如此狭隘的界定。“家”是由顾念神、
并且彼此顾念的家人们营造而成，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努力，以使这个“
家”按照神的样式被营造起来。 

当两个人成为夫妻，开始一起生活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之间，
有很多必须调整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有各自的理想，
渴望，失望和需要——而且二人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因为举办了婚礼仪
式，而随之消失。

这一课我们将学习的内容，是如何实现本文开篇所定义的那种真
正意义上的“家”。我们将探讨已婚夫妇之间面对必须的调整时，会有
哪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一对夫妇明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
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127:1），以及成家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他
们将会得到无穷的回报。如果一对夫妇明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127:1），以及成家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他们将会得到无穷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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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点：

家的重要性
必要的调整
基督化家庭和非基督化家庭

本课目标（您被期望）：

· 探讨新婚夫妇之间必须做出的一些调整，以及可以帮助他们做出 
 调整的诸多建设性意见。
· 解释家如何营造，才像是在为婚姻关系提供“营养堡垒”？又像 
 是在为未来家庭成员预备安全港湾？
· 说明为什么孩子们需要这样一个按着神的标准营造出来的稳固的家。
· 探讨基督化家庭与非基督化家庭之间的截然不同点。

一个空房子并不是家——家是一家人生活之所在。起初神为家庭
生活设定模式的时候，祂给了亚当和夏娃一个特殊的地方做为他们的
家，那是一个亚当劳作并看管着的美丽花园。神仍然要每家人都有一
个“家”，以使所有家庭成员做为一个单元，都可以住在一起。 

有一位作家这样说，家好比一个小政府，父亲是总统，母亲是副总
统。他们彼此扶助，把家治理好。他们制订了很好的规定，好使孩子拥
有平安的环境居住。这些规定会指导孩子们懂规矩并且学会顺服。如
果孩子在家中学习了顺服父母的功课，那么以后他就会在学校顺服老
师，在教会顺服牧师，并且顺服自己国家的法律。

家的重要性
家的定义
目标1  探讨新婚夫妇之间必须做出的一些调整，
 以及可以帮助他们做出调整的诸多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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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打造成平和温馨、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起荣神爱人的地方，并
非需要很复杂的设计和昂贵的投入。 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才是最重
要的。且如果他们要建立那种美好的关系，就必须花时间在一起。家
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由于家人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是一
个“家”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用“家home”这个词，来表
达“家庭family”的概念。

1、 圈选出下面的词或句子中，最贴切地表达出幸福的家的含义的。
 a)  美好的家庭成员关系
 b)  平安
 c)  昂贵的家具
 d)  对神的爱
 e)  吃饭睡觉的地方
 f)  一起做事的地方

2、 如果孩子在家中学习了顺服，会对他们以后形成怎样的帮助？
          
                  

应用题

家是神为人的幸福所预备的厚赐之一。丈夫和妻子一起分享喜乐
和痛苦，工作和娱乐，困难与成功。 家当然是孩子的学校，但也是父母
的学校。在家里父母同样也能学习到相互忍耐、理解，以及体谅他人需

家对于丈夫和妻子的重要性
目标2  解释家如何营造，才像在是为婚姻关系提供“营养堡垒”？
 又像是在为未来家庭成员预备安全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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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功课。家是逃避日常生活紧张与压力的港湾。基督徒家里的爱、平
安和神的同在，会使丈夫和妻子重新得力，以挑起家以外的任何责任
重担。

家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子女的出生与成长提供需要。为人父母
之后共同的责任感，会使那些时刻寻求神引导的夫妻，更紧密地连接在
一起。孩子，能够给家人带来极大的喜乐和成就感，正如圣经所说，“儿
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祂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将祂的祝福，从没有儿女的夫妇那里拿
走。圣经没有给丈夫这样的权利，因妻子不生育，就弃掉她或者再娶另
外一个。圣经也没有给妻子这样的权利，因丈夫没有生育的能力就离开
他。无论是什么原因，神会注意到你们对孩子的渴望，祂也将通过这一
关注引导你们。请记住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历吧（创世记20-21）。

圣经中给出了没有生育夫妇的榜样，以及神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
例如，祭司撒迦利亚正在圣殿里服侍，这时有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
一个好消息，他的祷告已蒙垂听，伊利莎白将要生一个儿子（路加福音
1:13）。旧约中哈拿祷告，向神祈求一个儿子。结果神把撒母耳赐给她，
后来撒母耳成为了以色列大能的领袖（撒母耳记上1:11-13）。今天很多
不能生育的夫妻收养孩子，当他们给了那些小生命一个家的时候，神就
祝福他们。父母和收养的孩子之间，一样能够建立深厚持久的爱的关
系，而且这种关系能够给双方带来极大的喜乐。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祂坐在至高之处……祂使不能生育的
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 诗篇1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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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家是逃避外面世界紧张压力的平稳港湾吗？如果还不是的 
 话，那么你可以做些什么，使这个家变得更加安稳？在笔记本上写 
 下你的想法。

4、 家的主要的功用之一是什么呢？
                 

5、 请说出在圣经中的两位人物，他们因祷告蒙神垂听而得到了孩子。
                 

应用题

家对于孩子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孩子需要来自一个基督徒之家的
爱，照顾、快乐和保护。在家里接受的管教不仅会使他们的性格成型，
而且还会影响他们整个的人生观。孩子可能会面对各种危险、麻烦和
失落，他们需要来自家的安全感－在家里，有理解他们，爱他们照顾他
们的父母双亲，那是孩子的归属。

安全感会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平衡的性格。正如食物对孩子的身
体健康和成长的重要性一样，家人的爱对孩子的健康和一生之久的幸
福，也是同样重要。

家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目标3 为什么孩子们需要一个按着神的标准营造出来的稳固的家？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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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家比作一所学校。家长是学校的老师，孩子是学生。
家长通过言传身教来教导孩子。在孩子面前过着敬虔生活的夫妻，不需
要惧怕孩子不会效法他们的脚踪。然而不幸的是，有很多不敬虔的父
母，他们的儿女也仿效了他们不好的生活模式。这两种父母在圣经中都
有记载。

“亚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列王记下21:20-
21）而约沙法之所以成为敬畏神的国王，乃是因为他自从年幼就效法敬
虔父母的榜样。

“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初行的道，不寻求巴
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历
代志下17:3-4

当营建你们的家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记，生活中对孩子的是非判
断的标准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父母。    

早在孩子一生中最初短短的几年，他或她的性格以及一生的习惯
就形成了。家里不敬虔父母的影响，甚至会波及孩子是否可能去认识
神。事实上，他们可能被带偏，以致极大地远离神。但在敬畏神的家，爱
与管教双重作用之下，孩子可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学到的灵性成长的
功课。他们被教导去做敬畏神，和正直诚实的人，如此他们就成了这个
世界的祝福。圣经中的箴言篇忠告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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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描述那种会帮助孩子培养良好平衡人格的家。         
          
                  

7、 家长通过他们的      以及他们的          来 教
导孩子。

8、 家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的？
          
                  

家对社会的重要性

可以这样说，社会依托于家庭成员为其存在的形式。即，社会的
组成成员，出自于家庭成员。好的家庭教导孩子守规矩，以使他们成为
良好适应社会需要的成员。 

家决定着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拥有什么种类的一群人。当孩子出
生后，他最先接触到的人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他的性格和习惯都是在
家中养成的，他在家中学会了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在得体的培训之下，
孩子会被培养出好的习惯，责任感，爱，忠诚，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他在家里这个小社会学到的很多东西，都将在他的一生，应用到他的
邻舍或他的世界的，更广泛的社群中去。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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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什么将远超其他任何事物，决定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成员 
 的品质？
          
                 
必要的调整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也许一个人永远不会象在婚姻关系中那样，要面对如此之多的改
变、如此之大的调整。这种独特的关系要求男人和女人，必须调整到一
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中。

神知道人对陪伴的需要。因此，神设立了家庭。在伊甸园中，神查
看亚当，并且看见他独居不好，所以神创造了夏娃，给他做伴侣。（创世
记2:18）之后，

在箴言18:22中，我们学到了“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
耶和华的恩惠。”  然而我们很多人，互相宣告婚誓之时，并没有事先
认真思考，如此承诺之下的庄严责任是什么。

两个人结婚以后，曾经以为已经足够成熟的他们，会发现自己仍有
太多需要成长的事要做。以前两人之间未曾见识的毛病和问题，渐渐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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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冒出来了。所以，婚姻建设是一生之久的工程，绝非婚礼仪式上花上
几分钟就完事大吉了。并且男人女人越是理解他们在婚姻上的义务和
责任，就越能为他们之间以后必要的调整，很好地做出准备。

夫妻之间会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不应期
待对方一味地让步。他们应该沟通所有的问题，直到彼此达成一致的
调整方案。婚姻上的调整需要双方各尽己力奉献忠诚，耐心，智慧和舍
己之心。

有时，让婚姻中的任何一方牺牲自己的计划或愿望都是困难的。
但是爱可以使他们之间的调整成为可能。这是婚姻中的关键部分，也
是家庭幸福所必须的。

10、 家庭成员之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什么？
                                        

11、当婚姻生活开始之后，一个以前习惯于以他或她个人为中心思考问 
 题的人，需要改变的方面是什么？
                                        
                                        

12、明白自己在婚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成年人，将会
 a)  发现在婚姻中做出调整很容易。
 b)  为以后婚姻中必要的调整更好地做预备。
 i)   发现婚姻中做出调整比其它任何事都更难。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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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的关系

婚姻中常常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父母的关系。婚姻并不
应当减少已婚男女对他们父母的尊敬与爱。但婚姻的确意味着，丈夫
和妻子不再和父母有那种亲密所属关系。那种所属关系是当一个孩子
长大成熟的过程中，与自己父母之间才会有的。    

马可福音10:7“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父母有时会忘记自己那些已婚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已婚男女必须拥
有决定自己的生活的权利。父母或许可以在年轻夫妇有要求的时候，给
出有益的忠告，但是父母不应试图亦步亦趋地口授他们怎么去过日子。
年轻夫妇即便接受忠告，也必须认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关系的维系，现
在到了某种地步，就是重于对自己父母的责任。

妻子不应当一和丈夫有了不和，动不动就往父母家跑。常常去看望
父母是对的，但是她必须记住，她的家已经不是父母的家，乃是她和她
的丈夫组成的家！她不应该离开自己的丈夫太长时间，因为他们彼此需
要。夫妻长时间的分开会削弱婚姻关系，给丈夫或者妻子留下被试探
的空间。 同样丈夫也必须不再依赖父母，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其他
方面的支持上。

13、圈选正确的陈述。
 当两个人结婚以后，他们：
 a)  不再需要父母更多的建议和忠告了。
 b) 需要继续爱和尊敬自己的父母，同时需要记住他们与父母的关 
  系已经改变。

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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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需要承担起经营自己的小家的责任。
 d)  需要行事为人像真正的成人并且不再把任何夫妻间的问题，带 
  到父母那里。

金钱问题

有样东西常常引发争吵，就是钱。 夫妻双方最好能在一切涉及钱
的事情上沟通商讨。年轻的丈夫或许不太可能会有很高的收入，妻子必
须尽一切可能以节省开支来帮助丈夫。她不应该仅仅因为是被娶了，就
对丈夫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她不应该为丈夫买不起她特别想要的新衣
服，就抱怨不休。如果他们不得不生活得比周围的朋友或邻居拮据一
些，这不应该使他们不快。毋宁说，这对他们是种挑战，就是在现有条
件下，如何尽最大努力营造出幸福又充满魅力的家庭生活氛围。

当然，丈夫务必不可奢望靠妻子无米之炊过日子，或者靠妻子的
供应养家。女人可以在开销方面提供帮助，但作为一家之主，供应家需
是丈夫的责任。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
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提摩太前书5:8）

14、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婚姻中至少四件因为金钱而导致争吵的事情。

15、根据提摩太前书5:8，圣经说那些不养家的丈夫是怎样的人？
                                        
                                        

应用题



非基督化家庭

很多家庭远离了神为家庭所设计的美好蓝图。罪毁坏了第一个家
庭，亚当和夏娃悖逆了神，因此在他们的家庭中，嫉妒、争吵和凶杀代替
了喜乐和爱。

有一些家庭在很多方面很像是理想的基督化的家庭。这些家庭尊
重而且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他们关心彼此的需要，丈夫勤奋工作供
应家需。他们是好公民，好邻居。他们帮补贫穷人，看顾有需要的人，他
们之中很多人甚至是教会中的成员。但是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也从未邀请基督进入他们个人的
生命和家中作王掌权。

他们就像圣经中主的使者所说的那些人，“你说：我是富足，已
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
的。”（启示录3:17）这样的描述适用于任何对人是何等需要神，一无
所知的人。于是，当诸多令人头痛的事和生活中的困扰一并沉重地向他
们压下来之时，他们就没有基督的同在、平安和帮助，看顾他们胜过。     

还有一些非基督徒家庭，丈夫和妻子把他们的收入浪费在赌博、
吸毒、抽烟和酗酒上。一些夫妇被捆绑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一拿到工资
就通宵泡在酒吧里面，直到离开的时候身无分文，没有钱再为家里老人

基督化家庭和非基督化家庭
目标4  探讨基督化家庭与非基督化家庭之间的截然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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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购买食物。他们会因为嫉妒和憎恨而争吵，不健康的信息和下流
的谈话毒害着在这些家庭生活的孩子，以至于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卷入
暴力、犯罪和淫乱之中。还有一些非基督徒家庭成员，参与各种神秘哲
学、灵媒、巫术以及秘术活动。这加剧了这些家庭中已有的痛苦、恐惧
和各种麻烦的困扰。

16、圈选下列句子中最准确的陈述。
 在启示录中，有一群人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 
 哪些人的写照呢？
 a) 那些在各地生活的各样的人中，对人是何等需要神，一无所知 
  的人。
 b) 那些把金钱浪费在酗酒和吸毒上，从而无力购买生活必需品的 
  家庭。
 i) 那些拥有令人称道和舒适的家，但并非是教会成员的人。  

基督化的家庭

童话一般地，基督化的家庭充满了基督的爱，基督是他们家里的
最高权威。这些家庭中的成员不仅仅是简单记得礼拜天去参加礼拜，
他们被教导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顺服基督、尊荣基督。神喜悦一对夫
妇建造他们的家的同时，就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活，并且祷告求问祂
的带领。但是所谓基督化家庭，并非因为家里的人是名份上的基督徒，
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或是发展起来了，他们必须为之努力。   

努力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家庭敬拜。在有教会以前，神就教导
说，每一位父亲都当在敬拜中带领他的家人。男人就是为全家人做神
的祭司的。     

应用题



至今，设立家庭敬拜仍然应该是父亲的责任。当父母和孩子一起
规律地读经祷告，他们就在主里成长，并且也在彼此相互的爱与理解中
成长。家庭敬拜时间，有人称之为 “家庭祭坛”或者“家庭灵修”，是
孩童教导方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以家庭敬拜灵修开始婚姻生活，并且忠心持之以恒的夫妻，会发
现他们的生命愈发变得丰盛和蒙祝福。依靠神的帮助，他们将有能力更
好地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夫妻一起敬拜灵修的时间最好选在一
个不容易被打扰的时段——丈夫上班之前，或者是一天结束之时。每
餐前的谢饭祷告，是构成家里敬拜活动的另一部分内容。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 
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提摩太前书4:4-5）

那些以荣耀神作为生活目标的家庭，必定得到神的祝福， 并且他
们将在对彼此的爱与理解中成长起来。

让我们一起查考圣经中的一段经文，看看里面如何以无私的爱来
定义完美的基督化家庭。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
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
不止息。”（ 哥林多前书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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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一位应该被尊荣为基督化家庭中至高权威的是？
                                        
                                        

18、在没有任何教会之前，神给丈夫的相关责任是什么？
                                        
                                        

19、术语“家庭祭坛”的意思是：
 a)  全家人在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
 b)  教会里可供一家人一起祷告用的特殊位置。

20、从以下的哪一点，可以精准确认出那些出自基督徒之家的成员？
 a) 他们忠心地到教会参加聚会。
 b)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上做正确的事。
 c) 他们在每日生活中尊荣并顺服神。

21、在你的笔记本上面，列出在你的生活中还没有达到神标准的几个 
 方面，然后祈求神帮助你做出相应的改变。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前五课的学习，准备好回答学生报告中的第一
部分了。请复习前五课，然后按照学生报告的引导填写答题页。并按学
生报告最后一页上的地址，递交你的答题页。

应用题



11. 他必须学会思考“什么才是对我们双方最好的？”这一特别的方面。

1. a)  美好的家庭关系

 b)  平安

 d)  爱神

 f)  一起做事

12. b)  为以后婚姻中必要的调整更好地做预备。

2. 帮助他们在学校顺服老师，在教会顺服牧师，并且顺服自己国家的  
 法律。

13. a) 

 b) 需要继续爱和尊敬自己的父母，同时需要记住他们与父母的关  
  系已经改变。

 c)  需要承担起经营自己的小家的责任。

 d)  需要行事为人像真正的成人并且不再把任何夫妻间的问题，  
  带到父母那里。

3. 你自己回答。我们必须祈求神的帮助；我们必须对自己当尽的家庭  
 责任尽忠，以便不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负担；我们必须千方百计  
 地寻找途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14. 任选四个：如果夫妻在金钱问题上没有很好的沟通，会导致争  吵； 
 如果生活比其他人拮据，妻子会发出抱怨；丈夫不养家；丈夫期望妻子挣钱养家。

4. 供应孩子出生及成长的需要。

15. 他比不信的人更不好。

5. 亚伯拉罕、哈拿或撒迦利亚。

16. a) 那些在各地生活的各样的人中，对人是何等需要神，一无所知  
 的人。

6. 他的父母理解他、爱他、关心他，并且他感觉很安全。

17. 基督。

7. 言语，行为的榜样。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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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每一位父亲都当在敬拜中带领他的家人。

8. 早在孩子一生中最初短短的几年，他或她的性格以及一生的习惯  
 就形成了。并且他小时候在家里学到的，无论好坏对错，一生都难  
 以忘记。

19. a) 全家人在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

9. 在家里的训练。

20. c) 在每日生活中尊荣并顺服神。

10. 陪伴

21. 你自己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