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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圣经的婚姻究竟是怎样的，它与其他类型的婚姻有什么不同？

圣经如何教导和支配信徒与配偶的关系？上帝是否提供了一个模型

来指导我们？关于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和婚姻中的特点，圣经有哪些教

导？祂为丈夫和妻子分配的具体角色是什么？我们如何将这些原则

应用到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本课程的目的是探究什么是合乎圣经的

婚姻，并帮助你更深地明白如何应用这些真理。本课程在阐明圣经的

基础后，还提供了许多非常实际的指导，并举例说明了如何在夫妻关

系中应用圣经的原则。所以，如果你想更好地按照上帝的话来认识婚

姻，这些课程一定会使你受益。 

第一课介绍了合乎圣经的婚姻的首要特点。如何保证基督徒的婚

姻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婚姻？这样的问题可能会令你惊讶，但答案绝不

仅仅是两个认信的基督徒结为夫妇而已。要使婚姻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婚姻，首先必须按照圣经的要求，被圣经支配。换句话说，基督徒的

婚姻必须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其次，这样的婚姻必须以主耶稣基督为

中心，基督始终是夫妻关系的首位，唯有祂的同在才能带来恩典，使

我们荣耀上帝。第三，基督徒的婚姻关系必须经历福音的塑造和熏陶。



这意味着那些被试探而绝望的人如今有了盼望。虽然有些信徒在婚姻

中百般挣扎，但他们可以从主那里得着盼望，这样的原因有两点：第

一，上帝的话语足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在《提摩太后书》第 3 章

16-17 节中，我们读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

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

的善事。”第二个原因是，上帝的恩典足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在

《哥林多后书》第 12 章 9 节中，主基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

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信徒最大的需要是

对付自己的罪，而上帝在他的恩典中已经为我们的罪作了预备。《罗

马书》第 5 章 20 节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在福音里，上帝的灵带来了成长和改变。不论你已经结婚，或正在准

备结婚，请意识到这个课程不仅仅是为你的配偶开设的，更是为你开

设的。换句话说，要想从这个课程中获益，就必须像《雅各书》第 1

章 22-25 节中所说的那样，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听道的

人。你应该记得在《马太福音》第 7 章 24-27 中，主耶稣在登山宝训

讲论的最后，描述了房子盖在沙土上和盖在磐石上的区别。祂说当暴

风雨来了，面对雨淋，水冲，风吹，这两座房子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盖在沙土上的房子会轰然倒塌，而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则坚不可摧。主

耶稣在那段经文中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

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太 7:24）仅仅作一个听众、认同其中

的道理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没有应用和实践这些真理，就不会产生改

变。因此，我强烈建议你在听课时，把自己的圣经打开。这门课程的



标题是合乎圣经的婚姻，因此我会引导你查考许多圣经经文。但你也

应该为这些课程祷告，求主开你的眼，鉴察你的心，并靠着圣灵将祂

的真理应用出来。如果你已经结婚，最好一起翻阅你们的笔记，查找

经文，讨论它们如何适用于你的具体需要。 

首先，在这次课程中，我们要考虑婚姻的圣经基础。婚姻的目的

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在《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 31 节中，主提醒我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

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在婚姻中更是如此。在《以弗所书》第 5

章 31-32 节中，我们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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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合乎圣经的婚姻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基督与教会的模型，

它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并通过十字架的舍己工作来定义婚姻。罪与恩

典、饶恕、上帝的愤怒、合一和爱，这些都是理解合乎圣经的婚姻的

核心主题。 

然而，婚姻是一种暂时性的呼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2 章

30 节告诉我们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

使者一样。”虽然婚姻是服侍基督、高举基督的一种方式，但婚姻在

今生并没有永远的保障，无论是由于疾病、死亡，还是因为有人会独

身。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 7 章中看到这一点。另外，婚姻像

所有上帝的赏赐一样，我们不能把它抓得太紧。因为主赏赐，主也收

取；祂既按自己的旨意赐下，也按自己的旨意收取。在恩典的福音中，

唯有基督才是基督徒最大的赏赐。 



尽管如此，婚姻依然是主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希伯来书》第

13 章 4 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

的人，神必要审判。”在《提摩太前书》第 4 章 3 节和《箴言》第 5

章 18-19节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内容。婚姻既然是上帝所赐的，

就不能成为自我满足的偶像。对基督的爱必须超过对丈夫或妻子的爱。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 14 章 26 节和《路加福音》第 18 章 29-30 节

等处，都重点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基督越

深，才能爱丈夫或妻子越深。《耶利米书》第 2 章 13 节警告我们说：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

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每当你用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取代

耶稣时，你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换来一个破裂的池子。这很可能就

是婚姻矛盾的根源。让我们想一想这其中的实际含义。当你把你的丈

夫或妻子放在基督的位置上，你就是期望对方供应只有主才能供应的

东西，那么你的爱就很容易随着对方而波动，尤其是你的配偶不符合

你的期望时，你就会很容易被激怒。如果基督那源源不断的爱可以满

足你，你就会欣喜地看到基督透过你的配偶向你表达爱，而你无需将

对方放在基督的位置。当你的丈夫或妻子伤害你，使你失望，但只要

基督依然是你喜乐的缘由，那么你的快乐仍然可以源源不断。所以，

你与基督的婚姻状况，将直接影响你与丈夫或妻子的婚姻状况。如果

你与基督的关系不牢固，你的婚姻就不会牢固。当夫妻双方都忠于共

同的主而活时，基督的荣美就其中彰显出来。即使你的配偶无法像你

那样追求基督，你也可以过着充满爱、喜乐和平安的蒙福生活。只要



你把自己与基督的婚姻放在首要位置，你就可以将荣耀归给上帝。 

第二，我们需要考虑上帝设定的婚姻是怎样的。上帝设定的婚姻

是一种陪伴关系。我们在圣经的开篇就能看到，在《创世记》第 2 章

18 节中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

助他。’”同样，例如《玛拉基书》第 2 章 14 节描述妻子是“你的

伴侣，也是你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在圣经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

的主题。因此，无论夫妻是否有孩子，婚姻都能实现彼此陪伴的目的。 

但是，圣经中还提到婚姻至少有三个次要的目的。首先就包括生

育。让我们再次来看圣经的开篇，《创世记》第 1 章 28 节说：“神

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创 1:28）所以生育也是一个目的。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第二个例子，

那就是教会中立约子民后裔的传承。《玛拉基书》第 2 章 15 节说：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

幼年所娶的妻。”第三个例子是防止情欲和淫乱。保罗在《哥林多前

书》第 7 章 2 节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

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又在第 9 节说：“倘若

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以

上这些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 24 章第 2 段中都有总结：“婚

姻制度的设立乃为夫妻的互助”，这句描绘了伴侣关系的图景，但接

着又说：“按正道生儿养女，繁殖敬虔的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

并防止污秽不洁。”这些就是我们概述的三个次要目的。 



第三，在这一课中，我们需要查考圣经，思想婚姻的首要特点。

婚姻的首要特点是合一，或者说是一体。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因为婚

姻的最高模式是基督和他的新妇——教会，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正是

如此。你看《以弗所书》第 5 章 30 至 32 节的结尾。在恩典之约中，

基督带着一个婚姻的请求而来，通过这个请求，信徒借着得救的信心，

被带入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中。这种救赎的联合使人们可以在时空和

永恒中与上帝的交通。所以我们看到，在婚姻的最高模式中，合一或

一体是首要的。第二，圣经还具体规定了婚姻中的合一性和一体性。

请回想《彼得前书》第 3 章 7 节，那里说：“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

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

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同样，无论是在旧约还是

在新约，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类似的描述。这种合一性与一体性彻底地

体现在婚姻关系中，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9 章 5-6 节中引用《创

世记》第 2 章 24-25 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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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是婚姻最主要的特点，那么基督徒丈夫和妻子如何培养这

种合乎圣经的合一呢？这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如何培养这种合

一呢？圣经教导说，合一与信任、敞开之间是彼此关联的。所以，让

我们先思考一下全然的信任，这在任何一种关系中都是合一的基础。

例如，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任或信心上。在基督徒

朋友关系中也是如此。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和约拿单，你可以读



《撒母耳记上》第 18 章的开头和《撒母耳记上》第 19 章的开头。但

更重要的是，信任也是婚姻中合一的核心。《箴言》第 31 章 11 节描

述了敬虔的妻子，它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在

婚姻中，信任是由坦诚和公开来守护的，所以，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坦

诚相待，开诚布公，就会加深彼此的信任。爱自己的配偶，是对夫妻

双方的要求。所以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结尾，从 25 节开

始，然后是 28 节和 33 节，一共三次明确告诉丈夫要爱妻子。《歌罗

西书》第 3 章 19 节也是这么说的。但对妻子来说也是如此。在《提

多书》第 2 章 4 节中，我们被告知，年长的妇女可以“指教少年妇人

爱丈夫，爱儿女”。因此，培养这种合一取决于追求合乎圣经的爱。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定义我们的术语。例如，在考虑圣经中爱的定义时，

我们知道它不假定邪恶，也不归咎于动机。我鼓励你们回头读一读著

名的《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再次认识上帝对真爱的定义。如果你

真要假设什么的话，也要往最好的方面去假设，否则，就要省察一下

自己。当你与配偶发生争执时，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对方的想

法或感受，就可以避免无数的问题。不要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也就是

说，不要私意假设对方是邪恶的，也不要擅自揣测别人心里的动机。 

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爱不是仅仅靠自发就可以

产生的事物。爱是一种委身，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另一位。为什么有

些人一想到婚姻就激动不已？是因为自己可以得到对方的珍重和爱

慕？让某个人对你特别地关注和着迷？还是因为可以舍弃自己的生

命服侍对方？我们选择配偶的标准是让自己感觉良好，还是同心合意



地敬畏上帝，一同寻求上帝的荣耀？要更好地理解爱情，你可以将爱

情和情欲做一个对比。爱和情欲是对立的。情欲是建立在不断获取的

基础上，而爱则是不断给予对方，甚至不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情欲

说：“我想为我自己。”爱说，“我将为配偶牺牲。”所以，要想抑

制情欲，我们必须舍己；我们要在给配偶带来喜乐的过程中找到自己

的喜乐。这就是基督呼召我们的。祂呼召我们自我否定。让我们注意

圣经中爱与舍己的关系。你可以回想《以弗所书》第 5 章 25 节的经

文：“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

己。”或者想一想《约翰福音》第 3 章 16 节：“神爱世人，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

想想《加拉太书》第 2 章 20 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爱是由舍己付

出来定义的。我们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不断地要把自己奉献给对

方。对于你的配偶，你要想着付上你的时间、想法和服侍，还要献上

你的耳朵、你的言语，乐于分享自己心中的想法。我们可以用各种各

样的方式来彼此牺牲和付出。《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 5 节也教导说，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应该为了被爱而去爱。想象一下，在婚

姻中，夫妻双方都 100%致力于给对方带来喜乐，0%用于照顾自己，

那会怎么样呢。这就是上帝在婚姻中呼召你作出的自我否定。让我们

听听《腓立比书》第 2 章 21-22 节，保罗是如何描述提摩太的：“别

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



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如果夫妻双方都

以此为目标，就会得到丰富的造就。 

同时，这也彰显了基督和他福音的荣耀。基督没有为自己留下任

何东西，祂为祂的新妇奉献了一切。在《腓立比书》2 章 4-5 节中说：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使徒保罗接着描述了基督的降卑和牺牲。同样，教会的存在

也不是为自己保留什么。教会要为主耶稣基督奉献一切，我们要为我

们属天的丈夫奉献一切。《哥林多后书》第 5 章 15 节说：“并且他

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

的主活。” 

如果说爱的本质是给予他人，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如何有效地表达

爱。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他人喜欢怎样接受爱，而不仅仅是你自己

最喜欢怎样表达爱。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否定，通过使自己爱的

对象快乐，找到自己的快乐。在婚姻中，爱的对象就是丈夫或妻子。

如果我们想了解自己的配偶，就要这样对待对方。在将来的讲座或课

程中，我们会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圣经呼吁丈夫要了解妻子，妻

子要了解丈夫。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喜欢怎样接受

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表达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但对不同的人

来说，不是每一种方式都有同样的意义。例如，表达爱的方式可以是

服侍他人，身体力行地帮忙做一些事情。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有

意义的表达爱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身体接触，例如抚摸和牵手等。

此外也可以是慷慨地赠送礼物，用一张卡片或纸条给他/她一个惊喜。



还有就是口头称赞，直接告诉对方你的钦佩和爱。另外也可以花时间

一起交谈，或一起做一些事，去某些地方，或仅仅是安静地默默地坐

在一起，只要这段时间是两人一起，就意味非凡。当然，忠诚和信任

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在婚姻关系中，自我否

定一定要从理论走向实际。这需要不断反省自己，不断考虑对方。还

意味着要刻意寻找合宜的表达方式，好使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得着喜乐

和造就。 

总之，在这一课中，我们根据圣经确立了合一作为婚姻的首要特

点。在下一课中，我们将探讨如何按照圣经解决罪所带来的冲突，从

而维持这种合一。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关注上帝赋予丈夫和妻

子的具体角色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