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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19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托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歌罗西书第 3 – 4 章 和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1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歌罗西书第 3-4 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1 章)所得的灵修领

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6) 约翰福音 5:24 

 
两人一组查阅。  
(6) 约翰福音 5: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礼仪] 
基督徒婚姻 

 
简介。这教导是关于基督徒婚姻。我们将学习圣经对于婚姻和婚礼的教导。 
 

A. 婚姻的特征 
 

1. 婚姻是神的观念、神的法令和神的制度。 
 

发掘及讨论。以下经文对婚姻有什么教导？ 
 

(1) 婚姻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关系。 
阅读  创世记 1:26-28；2:18-24；箴言 5:15-19。  
笔记。当神计划创造宇宙时，祂设计了所有物种继续存在和繁殖的方式。神创造了两个不同的性别，祂有一个

特定的目的。男人和女人一起表达神的形象。而在婚姻中，他们共同构成了最小的家庭单位，这是每一个更大

相交的基础。神创造了性，以便︰ 
• 丈夫和妻子将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合 
• 他们可以享受婚姻 
• 人类可继续在全世界蔓延 
• 由于有那么多不道德的性(希腊文︰porneia) 1，「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哥林

多前书 7:2)。 
 

 (2) 婚姻是圣经中的神的法令和制度。 
阅读  创世记 2:24；马太福音 19:4-6；以弗所书 5:31.  
笔记。婚姻不是任何人类文化或社会的发明。那在圣经和耶稣基督里揭示自己的神，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创造了

婚姻的需要和欲望。早在男人和女人堕入罪恶之前，神就透露了祂对婚姻的计划 (创世记 2:24)。祂创造并建立

婚姻关系，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关系︰ 
• 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父母 
• 构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联合 
• 和可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发生性关系。 

根据马太福音第 19 章和以弗所书第 5 章，神在男人和女人犯罪后亦维持了这一法令 (命令) 和制度。主耶稣基

督和使徒保罗都确认神在创世记 2:24 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作为地上所有国家和所有文化的制度。 
 

(3) 婚姻是神和祂子民之间的关系的可见画面。 

                                                           
1 不道德的性的形式︰乱伦、通奸、同性恋、与兽淫合 (利未记 18:6,20,22,23)、色情物品、恋童癖、卖淫 (哥林多前书 6:9-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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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耶利米书 3:1；以弗所书 5:22-25。  
笔记。 在旧约里，人类的婚姻是一个可见的画面和提醒，描绘神和祂在地上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在神眼中， 

一个背弃祂的人是一个 ( 属灵的 ) 娼妓。 
 

在新约里，基督徒婚姻是耶稣基督和基督教会之间关系的可见画面和见证。 
 

尽管多年来世界的文化改变了神最初的婚姻制度2，但神仍然要求地上所有人和所有文化回到祂最初的婚姻法

令和制度！ 
 

2. 婚姻可以是商定婚姻或爱情婚姻。 
 

发掘及讨论。商定婚姻和爱情婚姻的利弊是什么？ 
阅读  创世记 24:1-4,67；创世记 29:16-20；诗篇 127:1-2；马太福音 19:6。  
笔记。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倾向于娶自己所爱的女人。在东方和中东文化中，男人学会爱他们所娶的女人。在

西方，他们从情感的激发开始，随后希望的是意愿的承诺。在东方，他们从承诺开始，随后希望的是情感的盛

放。如果圣经中的神是婚姻的核心，这两种婚姻方式都会有很好的结果！ 
 

3. 婚姻必须是在两个信徒 (基督徒) 之间。 
 

发掘及讨论。圣经对与不信的人结婚有何教导？ 
阅读  申命记 7:3-4；哥林多前书 7:16,39；哥林多后书 6:14。  
笔记。神禁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结婚。 
 

由于罪性、世界的破碎和许多战争，有许多基督徒女士找不到基督徒男士结婚。在另一些其他情况中，基督徒

男士找不到基督徒女士结婚。与其允许这些基督徒女士和基督徒男士与非基督徒结婚，基督徒应该付出更大的

努力，在他们的国家赢得更多的男女归向基督。 
 

使徒保罗警告说，基督徒不要认为他可以与一个非基督徒结婚，然后赢得那非基督徒归向基督教信仰 (哥林多

前书 7:16)！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导致另一个人接受基督。那是神的特权 (约翰福音 6:44)。因

此，基督徒不应该自以为是而不服从神！「不相同的轭」的婚姻违背了神的旨意。它会给信徒和孩子们带来痛

苦！ 
 

4. 婚姻必须是一夫一妻制。 
  

发掘及讨论。神对一夫多妻制或拥有妃妾有何说话？ 
 

 (1) 一夫一妻制是神创造时的设定。 
阅读   列王纪上 11:1-11。  
笔记。圣经的历史包含了婚姻的好坏例子，但这些历史例子并不规范基督徒婚姻的教义或行为。例如，圣经历

史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大卫王和所罗门国王不止有一个妻子，这是神在婚姻制度中禁止的 (创世记 2:24)。在

一些文化中，有一妻多夫制 (女人有一个以上的丈夫) 的存在，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存在一夫多妻制 (男人有

一个以上的妻子)。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只会带来扭曲的性道德、嫉妒、歧视、暴力和偶像崇拜等问题。

相反的，圣经对婚姻的命令和教导必然是基督徒教义和行为的规范。 
 

 (2) 一夫一妻制在人堕落后仍然是神的制度。 
阅读   创世记 2:24；马太福音 19:5。  
笔记。神从来没有改变祂在创世记 2:24 的最初计划。神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男人应该和他的妻子们(复数)联

合在一起」，而是 「与他的妻子 (单数)」！耶稣基督重复了这命令，祂在马太福音 19: 5 说︰「二人成为一

体」。祂将所有其他人 (男子和女子) 排除在基督徒婚姻关系的结合之外。婚外性行为是被禁止的！ 
 

神禁止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祂禁止拥有妃妾。祂禁止淫乱。祂禁止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 (希伯来书 

13: 4)，因此祂禁止不结婚地同居。神讨厌轻佻调情，因为它是在不诚实的气氛中一种假装求偶和爱的行为 (创

世记 3: 1-5；哥林多前书 11: 1-2；提摩太后书 3: 1-6)。 
 

5. 婚姻是终生的。 
 

发掘及讨论。神对婚姻的长久性有何说法？ 
 (1) 神把一男一女终身的结合在一起。 
阅读   哥林多后书 6:14；马太福音 19:3-6.  
笔记。正因神和祂子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契约关系，基督徒婚姻关系应该永远是一种终身的忠诚关系。基督徒

有责任选择只与信徒结婚 (哥林多后书 6:14)。而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是神把他们两个人终生结合在婚姻中(马

                                                           
2例如︰擁有情婦、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輕佻調情、一切形式的不道德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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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福音 19: 5-6)。耶稣教导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希腊文中的禁止用语)」！基督徒婚姻是圣经中的神将

一个信主的男人和一个信主的女人终生结合在一起！ 
 

 (2) 圣经里的离婚。 
阅读   玛拉基书 2:16；马太福音 19:8-9；哥林多前书 7:12-16。  
笔记。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神认为离婚是对婚姻伴侣的暴力行为，所以

祂讨厌离婚。然而，由于世界上的罪恶，圣经允许离婚，但只是在婚姻不忠和婚姻不相容的情况下。婚姻不忠
表现在属灵偶像崇拜 (虚假宗教)、性的不道德或婚姻中的暴力 (马太福音 19:8-9)。而婚姻不相容是指当一个非

基督徒伴侣拒绝与他或她的基督徒配偶共同生活 (哥林多前书 7:12-16)。(参见训练手册 8，第 41 课)。 
 

6. 婚姻是暂时的，局限于地上的这生命。 
 

发掘及讨论。婚姻在死后还继续吗？死亡对婚姻关系有什么影响？ 
 

 (1) 只要双方都活着，婚姻就会继续。 
阅读   罗马书 7:2；哥林多前书 7:39。 
笔记。保罗指出婚姻关系只在双方都活着时有效。如果一个伴侣死了，另一个伴侣便可以自由地与另一位基督

徒结婚。 
 

 (2) 婚姻是神在地上的制度，而不是在天上。 

阅读   马太福音 22:23-32。 
笔记。耶稣教导说，人从死里复活后既不娶，也不嫁。那么，复活的基督徒就会像天上的天使一样。然而，地

上所有的关系，包括与以前婚姻伴侣的关系，在天上都会比他们还活在地上时更有意义和满足，因为每个人都

会直接在神可见的同在过完美的生活！因此，婚姻只是神在地上的制度，而不是在天上。 
 

基督徒婚姻的永恒价值可在以下方面找到︰ 
• 基督徒婚姻培育基督徒的品格 (参见约翰一书 3: 1-3) 
• 基督徒婚姻反映和宣扬基督 (以弗所书 5:22, 25) 
• 基督徒婚姻使基督徒在这地上(创世记 1:28)和新的地上(启示录 7:9)倍增 

 

7. 婚姻是地上大多数人的正常关系，但这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因为神可能对那人的生命有另一个目的。 
 

发掘及讨论。为什么婚姻不是对每个人都是最好？ 
阅读   马太福音 19:10-12；哥林多前书 7:8-9,25-35；哥林多前书 9:5；提摩太前书 3:2；4:3；以赛亚书 54:1-5。 
笔记。在圣经中，基督徒和基督教领袖拥有婚姻被认为是正常的 (哥林多前书 9:5；提摩太前书 3: 2；4: 3)。 
 

但维持单身并不是一个诅咒或惩罚，而选择独身并不比选择婚姻更 「属灵」。独身是一个属灵恩赐 (哥林多前

书 7:7, 32-35；马太福音 19: 10-12)，但绝不应被制度化 (执行在教会的其他人)！ 
 

主耶稣 (马太福音 19: 10-12) 和使徒保罗 (哥林多前书 7:32-35) 都对那些仍然未婚的人有特殊的说法。神呼召一

些人在一生中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整个生命里保持未婚，以便为神做特殊的工作。神呼召这些人专心委身事奉

祂！神给那些维持未婚的人一个非常特别的应许--他们将有的属灵孩子比已婚的人所生的孩子的数目更多。祂

承诺他可以使他们在神国度的工作非常丰盛 (以赛亚书 54: 1-5)！ 
 

B. 基督徒丈夫和基督徒妻子的责任 
 

简介。神创造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神设立了婚姻关系，不是在祂创造男人的时候，而是在祂创造女人的

时候 (创世记 2: 18-24)。因此，神也有权决定已婚男子和已婚女子对彼此的责任。祂知道祂的受造物是如何发

挥最大的作用。只有当丈夫和妻子遵守这些神所赋予的责任，他们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婚姻。  
 

有些人认为圣经中所记录的婚姻责任是由文化来决定，因此它们对今天的基督徒并不规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

的论点，因为凡神在圣经中命令、禁止和教导的，自始至终都是规范的，正是因为神想改变地上所有国家的罪

恶文化！(参见训练手册 6，第 23 课，其中解释了人类文化与神国度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1. 神赋予丈夫和妻子对彼此的共同责任。 
 

阅读   以弗所书 5:22-25。  
笔记。基督徒婚姻关系是基督与基督教会之间关系的明显体现，因此也是向世界宣告耶稣基督。世人透过观察

良好的基督徒婚姻，对耶稣基督和基督教会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听到神对他们的爱，他们也看到这种爱

表达在基督徒的婚姻关系里 (和在基督教会里)。他们不仅听到与永生神日益发展的关系的喜乐，他们还在基督

徒的婚姻关系里 (和基督教会里)看到了这种喜乐的例子。基督徒的婚姻关系有力地证明了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的现实和吸引力！每一个基督徒婚姻都可以成为传教的努力，特别是当基督徒开放家庭，人可以「来看到」

(约翰福音 1:40)那基督徒家庭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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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赋予夫妻彼此服事的责任和权威！但神创造了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并命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彼此服事，以表

达神赋予他们的责任和权柄。祂希望基督徒丈夫透过在这种关系中特别主动的表达他的服事。祂希望基督徒妻

子透过特别邀请她丈夫建立温暖而牢固的关系来表达她的服事。 
 

2. 神赋予基督徒丈夫对妻子的责任特别包括爱她和带领她。 
 

阅读  箴言 31:10-12,28；以弗所书 5:25-29,33；彼得前书 3:7。  
 

 (1) 基督徒丈夫必须借着爱来服事他的妻子。 
他必须爱她如同基督爱祂的教会，对她表现出无私的兴趣，全心全意地接受她和帮助她成为最好的。爱情是完

全无私的，从不把自己放在中心。爱是自我牺牲的服事。爱就是以关心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她。爱就是忠实地和

她生活在一起，不论是好是坏、健康还是生病。  
 

• 哥林多前书 13:4-8 将爱漂亮的表达出来。 
• 忍耐的爱能等待地去爱，而不会把爱 (比如善良) 强加给对方。 
• 恩慈的爱寻求每一个帮助和作善的机会。 
• 不嫉妒的爱慷慨地给予别人应得的欣赏、荣誉和信任。 
• 不自夸的爱对自己的成就和优点是谦虚的。它并不刻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不张狂的爱对自己的能力和弱点是谦虚的。 
• 行为不粗鲁的爱在人际关系和沟通中表现出良好的举止和机智。 
• 不自私自利的爱是无私的，特别是在行使权利方面。 
• 不轻易发怒的爱温顺地避免对方可能造成的伤害和痛苦。 
• 不计算人的恶的爱是宽容的，尤其是在破碎的关系中。 
• 不以邪恶为乐的爱在别人的软弱和失败中是公义的 (正直的)。 

  

箴言第 31 章描述了另一种爱她的方式。当他的妻子是一个拥有高尚品格的女人，他的心便依靠她。比如，因

为他依靠她的帮助，他便请求她的帮助。真爱让她感到被需要、被喜爱、被选择在别人之上和被欣赏！因此，

她一生都能对他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丈夫和孩子都站起来赞美她。  
 

 (2) 基督徒丈夫必须透过带领妻子来服事她。  
他必须带领她如同基督带领教会一样。他必须像牧羊人带领他的羊一样带领她：喂养她、照顾她、保护她和带

领她走过困难。他必须像一个管家管理着一座伟大的房子或庄园一样的带领她：照顾好她的财产、活动和利

益。他必须像老师一样带领她，帮助她理解和实践圣经的真理。他必须像仆人一样带领她：特别是在她最需要

他的领域。  
 

3. 神所赋予基督徒妻子的责任特别是爱她丈夫和帮助他。 
 

阅读   创世记 2:18；以弗所书 5:22-24,33；提多书 2:4-5；彼得前书 3:1-6。  
 

 (1) 基督徒妻子必须透过爱来服事丈夫。 
圣经教导说，基督徒妻子应该委身于爱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自律和纯洁、在家里忙碌、善良、以及服从她们

的丈夫，这样便没有人会诋毁神的话 (提多书 2: 4-5)。此外，她的爱应该满有耐心、善良和其他在哥林多前书

第 13 章提到的爱的特点。爱就是忠诚地和他生活在一起，不论是好是坏、健康还是生病。 
 

上班母亲的问题必须一方面从现代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从神国度的利益的角度来评价。 
 

 (2) 基督徒妻子必须透过帮助丈夫来服事他。 

圣经教导基督徒妻子必须尊重她丈夫的权威 (或: 顺服自己的丈夫) (以弗所书 5: 22-24；彼得前书 3: 1-6) 和尊重

她的丈夫 (以弗所书 5:33)。她借着自愿尊重丈夫和跟随他来服事他。服从和顺服的区别在于，服从可能是当权

者所要求或命令的，但顺服是一种自愿的态度，与妻子对丈夫的行为相配合。丈夫不可要求或命令妻子顺服！

这只是神的特权！  
 

「顺服」 并不代表像奴隶一样的服从他，而是像帮手一样的顺服他 (创世记 2:18)。那就是自愿跟随他，成为她

丈夫团队中最好的团队成员。作为他团队的一员，她向他提供每个最可能的努力、建议、忠告、想法、帮助、

支援等。她与他讨论他们的个人生活、婚姻、家庭和社会有关的所有重要问题。她和他一起做良好的决定和选

择，并讨论他们的决定的后果。只有在最后地歩， 如果他们之间不能达成合理的协定，她才应允许他作出最

后决定，并且他要对其决定的后果负责。她的顺服仅限于神对她的要求，而当丈夫要求的顺服是错误时，她可

以温和地拒绝他 (参见使徒行传 5:29)。当他的想法、计画、选择或决定不再对他、她或其他人有任何好处的时

候，她必须认真劝告他作出改变！因此，丈夫和妻子应该在婚姻、家庭和社会中作成一个团队，共同生活和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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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尊重丈夫就是以温和的方式陈述她的观点，然后让神以祂自己的方式解决。尊重是仔细考虑丈夫的建议，

让他参与她的计划和与他分享她正在取得的进展。它是自愿地主动的、不等他要求而服事他。它是耐心地聆听

他，努力理解他的问题和观点。 
 

总结。当一个男人透过爱和带领来服事他的妻子，正如基督爱和带领祂教会那样，他的妻子很容易会透过爱

他、承认他的权威、帮助他和尊重他来服事他。孩子们要学习什么是爱和尊重，以及什么是带领和顺服，最好

的地方就是每天观察他们的基督徒父母的关系。 
 

C. 基督徒婚礼 
 

简介。基督徒婚礼是一项公开的社会和宗教活动。圣经谴责婚前性行为、同居 (没有正式结婚) 和所谓的同性恋

者之间的婚姻。基督徒婚礼正式和公开结束单身阶段，开始婚姻阶段。圣经对基督徒婚礼教导或讲述了以下的

真理。 
 

1. 基督徒婚礼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阅读  创世记 2:24；马太福音 19:5-6；以弗所书 5:31。  
发掘及讨论。婚礼的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实际中意味着什么？ 
笔记。 
 

在马太福音 19:5-6，耶稣教导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在创造时说了这点，而保罗为了教会再重申这一点。因

此，这个原则对神来说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婚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和宗教事件。它是一男一女离开父母，

一起开始新家庭的时候！婚礼的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 公开离开父母、结合在一起和成为一体。  
 

 (1) 基督徒婚姻意味着：离开父母。 

无论婚姻是商定婚姻还是爱情婚姻，一男一女都必须离开父母，开始他们的家庭。一男一女借着宣布结婚计划

和为婚礼预备，开始准备离开父母。这通常被称为订婚阶段。只有在婚礼上，他们才正式离开父母。 

结婚夫妇必须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离开父母： 
 

他们必须在感情上离开父母：从婚姻开始，男人和女人应该彼此相爱，喜欢对方比喜欢父母更甚。 
 

他们必须离开父母的权威：以弗所书 6: 1-3 教导说，他们一日仍是未成熟的孩子 (未成年人)，他们就应该服从

和尊重父母。但以弗所书 5:31 教导，他们结婚后便应该离开父母。从他们的婚姻开始，他们就不再有义务服

从他们的父母，不过，他们仍然有义务尊重父母。「尊重」和 「服从」 是不一样的。例如，父母和岳父母对

以前的孩子没有任何权力。婆婆对儿子的妻子没有权力。  
 

他们必须离开父母的经济： 结婚夫妇应该赚取收入和管理自己的经济。 
 

他们必须在属灵上离开父母：特别是当父母是非基督徒时，他们不应该容忍父母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实践在家里

或家庭里。他们只能在家里或家庭里事奉主耶稣基督。  
 

他们必须在社交上离开父母：如果可能的话，基督徒夫妇应该寻找自己的家或房间，以便与父母分开生活。当

然，在一些文化中，年轻人在结婚很久之前便离开了父母的家，以便在其他地方上学或工作。这都是没有错。 
 

所有这些离开父母的做法， 对父母和其他人来说都是明显的迹象，表明已婚夫妇不再依赖父母，而是开始了

自己的家庭。 
 

 (2) 基督徒婚姻意味着：彼此结合。 
婚礼是一个公开的社会和宗教仪式，一男一女在神和神的子民面前互相缔结婚姻盟约。他们承诺忠诚和一生委

身给对方，直到死亡将他们分离。在玛拉基书 2:13-16 ，神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

证」，以致你不会违背与她的婚姻盟约。在婚礼上，神亲自把男人和女人合二为一，并警告他们不要以离婚断

绝彼此的信心关系。在婚礼上，双方的家人及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和其他朋友都见证了两人对神许下婚姻的

承诺，在一生的所有环境中都彼此相爱、彼此忠诚和彼此帮助。  
 

 (3) 基督徒婚姻意味着：成为一体。 
婚礼标志着丈夫和妻子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成为一的起点。他们应该在属灵上、精神上、情感上、社交上和身体

上都成为一。身体的结合是这结合的巅峰，这只有在结婚之后和婚姻关系内才被神所允许。婚姻是神承认男人

和女人可以开始他们在性的结合。已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性的结合是神所喜悦的，但只是在婚姻盟约的范围

内。这就是为什么神禁止婚前或婚外一切形式的性行为 (希伯来书 13: 4)。当他们关系的所有其他领域都有越来

越结合时，身体的结合也会是最好的。 
  

2. 基督徒婚礼是一个公开的社交和宗教节日。 
 

讲授。在圣经中，婚宴从来都不是秘密的事情，而总是公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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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督徒婚礼是一个公开的家庭活动。 

在古代，「承诺婚姻」是全家的事。从历史上看，这是新郎和新娘的家人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它包括选择婚

姻伴侣 (创世记 21:21)，有时也包括向新娘的家庭送赠补偿礼物 (创世记 29:18；34:12) 和给予新娘和新郎礼物 
(创世记 21:59, 61；列王纪上 9:16)。  
 

在现代，若就婚姻、婚姻伴侣和婚礼向父母征求建议，大部分时间都会被认为是对父母的尊敬。然而，给予补

偿礼物并不是圣经的要求。 
 

 (2)  婚礼是公开的社交和宗教活动。 
婚礼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新郎和新娘穿着结婚礼服 (诗篇 45:13-14)。他们有伴娘和新郎的朋友陪同 (诗篇 
45:14；约翰福音 3:29)。 新郎和他的朋友们来到新娘家，伴娘们出去迎接他们。他们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礼游

行，从新娘的家一直到新郎的家，在那里举行婚礼庆祝活动。由于夜间道路黑暗，受邀嘉宾若携带灯或火炬，

就会被允许参加游行 (马太福音 25:1-13)。新郎家里会举行一场婚宴，有时长达整整一周 (马太福音 22:1-14；
约翰 2: 1-10；士师记 14:17)。  
 

婚礼最庄严的部分是建立婚姻盟约，其中神自己是见证人 (玛拉基 2:14；箴言 2:17；以西结书 16: 8)！几个世

纪以来，基督徒都是在神、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面前公开地举行他们的婚礼。 
 

 (3) 婚姻只有在婚礼之后才完成。 
只有在婚礼之后，婚姻才完成 (创世记 29: 21-23；申命记 22:13-21；希伯来书 13:4)。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 「基督徒婚姻」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教导新信徒圣经所教导的婚姻和正统婚礼的

意义。 
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2 – 5 章，每日研读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

记。 
4. 背诵。 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 (7) 约翰福音 6:37。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8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甚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讲授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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