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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課程 共創活力的婚姻 

4/11/2010              第一課 婚姻的再思            焦燕陽 & 江純真 

課前思想: 婚姻十謬思 
 

課程目標: 
• 婚姻四季的概念 

• 神設立婚姻的目的 
• 神對婚姻的計劃 
• 婚姻合一的力量 
 

課程內容: 
 

一、婚姻四季的概念 

 婚姻好比四季: 春天萬象更新， 夏天綠意盎然， 秋天荒涼蕭瑟， 冬天寒冷

冰凍。 
 

 春季 夏季 秋 季 冬 季 

情 緒 

 

興奮 

喜樂 
盼望 

滿足 

快樂 

成就 

聯結 

憂傷 

不滿 

無奈 

沒安全感 

受傷 

孤獨 

氣怒 

苦毒 

態 度 
期待 

樂觀 

感激 

信任 

輕鬆 

成長 

信任 

委身 

埋怨 

拒絕 

擔心 

 

負面 

沮喪 

絕望 

 

行 為 

 

滋潤 

計劃 

溝通 

尋求幫助 

包容 

接納 

彼此建造 

合一 

忽略 

逃避 

指責 

 

放棄 

冷戰 

傷害 

攻擊 
 

回應你們的關係  

 

(1): 請回憶你們婚姻中的春季, 之後請與配偶分享。 

 

 

(2): 你覺得你們的婚姻目前在那個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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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你處在那一種婚姻季節中, 
你若回轉歸向神,  

再度燃起對神的熱愛和信靠,  
按照 神設計的藍圖來經營婚姻,你和你家就必蒙祝福。 

 

二、 神設立婚姻的目的: 

 

婚姻是神所設立的美好制度，作為對人的终身祝福，是神要幫助人去完成神給人的

託付。因此聖經是建立幸福家庭最佳指引。創世的故事，除了記載世界的來源外，

最重要是交代了男與女的由來。男女的被造同時帶出了一種存在的目的，就是二人

成為一體，要互助幫助與配合。而這個觀念亦是後來被理解神設立婚姻的五個目的。 

 

1. 反映神的形像 

神的形像反映在造男造女與及婚姻的關係中,「神說：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

着我們的樣式造人，…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女」。 

創世記1：26，27 

 

 

2. 相互成全對方 

「耶和華神說，那人獨居不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創世記2：18 

要彼此幫助、扶持及造就，從而在當中成為一個更成熟的人。愛要去成全, 成全不

是我們的心願達成在天上，成全乃是神的心願達成在地上!  
 

 

3. 生養敬虔的後代 

要生養更多敬虔的後裔，「神就賜福给他們，又對他們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 創世記1：28上 

 

 

4. 管理神的創造 

男女要共同治理及管理神創造的大地,「遍滿地面，治理這地。也要管理海裡的魚，

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行動的活物」。 創世記1：28下 

 

 

5. 效法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男女婚約的神聖、夫妻相愛的家庭生活，都可以具體的幫助人瞭解基督與教會之合

一的奧秘。「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 

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以弗所書 5：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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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你們的關係 

 

(1): 請反省你在婚姻中是否有反映神的形像。  

試選出代表自己的認知數字 (1: 弱，2: 普通，3: 有進步，4: 強，5: 優異): 

 

  1 2 3 4 5 

 1. 忍耐: 我不會向配偶發洩情緒, 在壓力下我仍然保持心境平靜。      

 2. 恩慈: 我會對配偶謹慎言行, 處處為他/她設想。      

 3. 不嫉妒: 配偶需要我任何幫助時, 我不會令吝嗇時間或精力。      

 4. 不自誇: 我不會認為自己在家中的角色比配偶重要, 也不會誇口。      

 5. 不張狂: 我不會因組織能力、音樂才華、運動天份比配偶突出而嬌傲      

 6. 不做害羞的事: 我不會因不如意而對配偶說魯莽的話。      

 7. 不求自己的益處: 我不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8. 不輕易發怒: 我不會因瑣事而煩躁。      

 9. 不計算人的惡: 我不會懷恨在心, 跟配偶方翻舊帳。      

10. 不喜歡不義: 就算配偶因沒聽我的意見而招致损失, 也不會幸災樂禍      

11. 喜歡真理: 當我想到神在配偶身上行祂的計劃時, 我便心滿意足。      

12. 凡事包容: 我會包容我的配偶, 安慰和照顧他/她。      

13. 凡事相信: 我信任我的配偶。我願意把改變配偶的工作交托給神。      

14. 凡事盼望: 我深信神能引領我的配偶邁向完美, 並盼望那日來臨。      

15. 凡事忍耐: 我會忍耐到底, 信守在婚禮向配偶許下的諾言, 矢志不渝      

 

(2): 想想看你配偶在那兩方面表現出神的形像。請與配偶分享。 
 

愛是 … 

恆久忍耐: 我願意包容的配偶的不完美。 

恩慈: 我願意以和善的行為待對方。 

喜歡真理: 我的愛以誠實正直為基礎。 

凡事相信: 我願意完全信賴配偶。 

凡事盼望: 我對配偶永遠抱持希望, 也期盼給他最好的。 

凡事忍耐: 既便歷經艱難, 我的愛也永不改變。 

 

愛不要… 

嫉妒: 而是寬心無疑。 

自誇: 而要謹慎自守, 免得太過自負。 

張狂: 而需謙卑自己。 

求自己的益處: 而以配偶需要和想望為優先考量。 

輕易發怒: 謹防莽撞暴怒。 

求回報: 縱使受到不公平的對待, 也以成熟的愛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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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對婚姻的計劃 
 

＂二人成為一體＂這句話在聖經中出现五次，代表了神自始至终為美满婚姻所定下

的藍圖: 1) 創 2: 24,  2) 太 19: 5,  3) 可 10: 7、8， 4) 林前 6: 16， 5) 弗 5: 31。 
 

神當初造了亞當以後，衪說一人獨居不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可見是神先

看見人的需要而為人預備的，但神是在亞當也覺得自己需要時，才為他預備。神把

各種動物帶到亞當跟前，讓他為它們命名時，“只是那人沒有遇見配偶幫助他。＂

所以神設立婚姻，是神知道人應該怎麼樣的生活，給人立了婚姻。神在亞當跟夏娃

的結婚典禮裡說：＂人要離開父母，與妻子連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一個婚姻

要能夠幸福的秘訣。 

 
1. 離開: 獨立成熟 

 

離開父母代表一個人的成長、負責，意味著他將更強壯獨立，更有能力照顧別人； 
當一個人能離開父母，夫妻成為一體時，才能同心孝順父母，才能有效養育後代， 
並且達到婚姻美滿、家庭幸福的階段。 

 

 

 

 

2. 連合: 互助互補 

在神為婚姻所定的藍圖中，丈夫和妻子要彼此「連合」。 兩個人很多地方都不一樣，

看法、想法、做法、很多的背景都不一樣，在這一切的不一樣的裡面，能夠尊重對

方，彼此深入了解和關懷，至有能力幫助配偶。 

 

 

 

3. 成為一體: 同心同行 

神設立婚姻不是叫我們忍受， 也不是叫我們接受，是叫我們享受的。神給我們婚

姻，乃是要讓我們藉著夫妻中間的更深的合一，彼此的相愛的委身，能夠一生相扶

持相愛，一同來走這條屬天的道路。因此我們能夠體會、經歷基督與教會的真理和

奧秘。 

“在你一生虛空的年日、就是 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年日、當同你所愛的妻、

快活度日．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勞碌的事上所得的分。＂    傳道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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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合一的力量 

 

婚姻，最難避免的就是衝突，要靠自己的力量是很難合一的。婚姻合一的力量是建

立在我們對神的委身，不是建立在我們的配偶身上。 我們在神裡滿足，才能為配

偶付出，不再只是支取。 當我們要請神進入婚姻中，讓聖靈充滿在婚姻中，照著

神的婚姻藍圖去相處，就會走出一條美好的出路，因三股合成的繩子、不容易折斷 

(傳道書 4:12)。夫婦倆需要不斷學習怎樣體諒、明白、包容與適應。 需要為自己劃

一條底線：“不論有什麼困難，都不要離婚＂才能挽救嚴重的紛爭，維繫婚姻。美

滿婚姻的根基要包含兩個要素: 

• 了解婚姻是盟約，不是契約。 

• 婚姻是 "全然" 接納對方, 不是 "試圖" 改變對方。 

 
合一的定義就是「與神的旨意和目的和諧一致」。當我們求神以聖靈增加我們的力

量，讓聖靈所結的果子成為我們共同生命的一部份(加拉太書 5: 22-23)。 讓神的平

安、合諧充滿我們的心，住在我們婚姻裡面，我們就會經歷到只有祂能賜的合一。 
 

活力的婚姻模範: 亞居拉和百基拉 

亞居拉和百基拉是聖經中記載的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夫婦，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

了 7 次，其中 5 次妻子百基拉的名字放在前面。他們住在以弗所，以製造帳棚為業，

並成為使徒保羅的同工，在以弗所宣揚耶穌基督。他們也堅固了當時一位有力的傳

道者亞波羅的信仰。 

• 夫婦同心同工（徒一八：1-3）  

• 用愛心款待使徒 （徒一八：1-6）  

• 樂於事奉，主動分享 （徒一八：24-26）  

• 開放家庭讓人聚會 （林前一六：19）  

• 為真道將生命置之度外 （羅一六：3-5）  

• 互相尊重，妻子謙和  

• 有美好見證，令人難忘 （提後四：19） 

 

 

課後練習: 心動不如行動  

 

1. 在反映神的形像自我反省中，請試選出兩項你可以改進或加強的。在這星期中 

請嚐試去改進。 

 
2. 在這星期中當你看到配偶反映出神的形像時，請即時給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