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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19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著祂的靈引導我們， 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及這一課有關建立教會的學習交托給主。  
 

2 分享 (20 分鐘)                                                        [靈修] 
歌羅西書第 3 – 4 章 和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1 章 

 
輪流簡短分享 (或從你的筆記讀出) 你從指定經文(歌羅西書第 3-4 章和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1 章)所得的靈修領

受，只需分享其中的一次靈修。 
專心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領受。不要討論他的分享。摘錄筆記。 
 

3 背誦 (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6) 約翰福音 5:24 

 
兩人一組查閱。  
(6) 約翰福音 5: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

入生了。 

 

4 講授 (85 分鐘)                                                       [教會禮儀] 
基督徒婚姻 

 
簡介。這教導是關於基督徒婚姻。我們將學習聖經對於婚姻和婚禮的教導。 
 

A. 婚姻的特徵 
 

1. 婚姻是神的觀念、神的法令和神的制度。 
 

發掘及討論。以下經文對婚姻有什麼教導？ 
 

(1) 婚姻是兩個不同性別的人之間的關係。 
閱讀  創世記 1:26-28；2:18-24；箴言 5:15-19。  
筆記。當神計劃創造宇宙時，祂設計了所有物種繼續存在和繁殖的方式。神創造了兩個不同的性別，祂有一個

特定的目的。男人和女人一起表達神的形象。而在婚姻中，他們共同構成了最小的家庭單位，這是每一個更大

相交的基礎。神創造了性，以便︰ 
• 丈夫和妻子將形成一個強大的聯合 
• 他們可以享受婚姻 
• 人類可繼續在全世界蔓延 
• 由於有那麼多不道德的性(希臘文︰porneia) 1，「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哥林

多前書 7:2)。 
 

 (2) 婚姻是聖經中的神的法令和制度。 
閱讀  創世記 2:24；馬太福音 19:4-6；以弗所書 5:31.  
筆記。婚姻不是任何人類文化或社會的發明。那在聖經和耶穌基督裏揭示自己的神，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創造了

婚姻的需要和慾望。早在男人和女人墮入罪惡之前，神就透露了祂對婚姻的計劃 (創世記 2:24)。祂創造並建立

婚姻關係，是一個男人和女人結合的關係︰ 
• 他們必須離開他們的父母 
• 構成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聯合 
• 和可在他們的婚姻關係中發生性關係。 

根據馬太福音第 19 章和以弗所書第 5 章，神在男人和女人犯罪後亦維持了這一法令 (命令) 和制度。主耶穌基

督和使徒保羅都確認神在創世記 2:24 所設立的婚姻制度，作為地上所有國家和所有文化的制度。 
 

(3) 婚姻是神和祂子民之間的關係的可見畫面。 

                                                           
1 不道德的性的形式︰亂倫、通姦、同性戀、與獸淫合 (利未記 18:6,20,22,23)、色情物品、戀童癖、賣淫 (哥林多前書 6:9-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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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耶利米書 3:1；以弗所書 5:22-25。  
筆記。 在舊約裏，人類的婚姻是一個可見的畫面和提醒，描繪神和祂在地上的子民之間的關係！在神眼中， 

一個背棄祂的人是一個 ( 屬靈的 ) 娼妓。 
 

在新約裏，基督徒婚姻是耶穌基督和基督教會之間關係的可見畫面和見證。 
 

儘管多年來世界的文化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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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婚姻。 
 

發掘及討論。商定婚姻和愛情婚姻的利弊是什麼？ 
閱讀  創世記 24:1-4,67；創世記 29:16-20；詩篇 127:1-2；馬太福音 19:6。  
筆記。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傾向於娶自己所愛的女人。在東方和中東文化中，男人學會愛他們所娶的女人。在

西方，他們從情感的激發開始，隨後希望的是意願的承諾。在東方，他們從承諾開始，隨後希望的是情感的盛

放。如果聖經中的神是婚姻的核心，這兩種婚姻方式都會有很好的結果！ 
 

3. 婚姻必須是在兩個信徒 (基督徒) 之間。 
 

發掘及討論。聖經對與不信的人結婚有何教導？ 
閱讀  申命記 7:3-4；哥林多前書 7:16,39；哥林多後書 6:14。  
筆記。神禁止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結婚。 
 

由於罪性、世界的破碎和許多戰爭，有許多基督徒女士找不到基督徒男士結婚。在另一些其他情況中，基督徒

男士找不到基督徒女士結婚。與其允許這些基督徒女士和基督徒男士與非基督徒結婚，基督徒應該付出更大的

努力，在他們的國家贏得更多的男女歸向基督。 
 

使徒保羅警告說，基督徒不要認為他可以與一個非基督徒結婚，然後贏得那非基督徒歸向基督教信仰 (哥林多

前書 7:16)！這是一個誤解，因為任何人都不能導致另一個人接受基督。那是神的特權 (約翰福音 6:44)。因

此，基督徒不應該自以為是而不服從神！「不相同的軛」的婚姻違背了神的旨意。它會給信徒和孩子們帶來痛

苦！ 
 

4. 婚姻必須是一夫一妻制。 
  

發掘及討論。神對一夫多妻制或擁有妃妾有何說話？ 
 

 (1) 一夫一妻制是神創造時的設定。 
閱讀   列王紀上 11:1-11。  
筆記。聖經的歷史包含了婚姻的好壞例子，但這些歷史例子並不規範基督徒婚姻的教義或行為。例如，聖經歷

史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大衛王和所羅門國王不止有一個妻子，這是神在婚姻制度中禁止的 (創世記 2:24)。在

一些文化中，有一妻多夫制 (女人有一個以上的丈夫) 的存在，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卻存在一夫多妻制 (男人有

一個以上的妻子)。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只會帶來扭曲的性道德、嫉妒、歧視、暴力和偶像崇拜等問題。

相反的，聖經對婚姻的命令和教導必然是基督徒教義和行為的規範。 
 

 (2) 一夫一妻制在人墮落後仍然是神的制度。 
閱讀   創世記 2:24；馬太福音 19:5。  
筆記。神從來沒有改變祂在創世記 2:24 的最初計劃。神從來沒有說過︰「一個男人應該和他的妻子們(複數)聯
合在一起」，而是 「與他的妻子 (單數)」！耶穌基督重複了這命令，祂在馬太福音 19: 5 說︰「二人成為一

體」。祂將所有其他人 (男子和女子) 排除在基督徒婚姻關係的結合之外。婚外性行為是被禁止的！ 
 

神禁止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祂禁止擁有妃妾。祂禁止淫亂。祂禁止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性行為 (希伯來書 

13: 4)，因此祂禁止不結婚地同居。神討厭輕佻調情，因為它是在不誠實的氣氛中一種假裝求偶和愛的行為 (創

世記 3: 1-5；哥林多前書 11: 1-2；提摩太後書 3: 1-6)。 
 

5. 婚姻是終生的。 
 

發掘及討論。神對婚姻的長久性有何說法？ 
 (1) 神把一男一女終身的結合在一起。 
閱讀   哥林多後書 6:14；馬太福音 19:3-6.  
筆記。正因神和祂子民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契約關係，基督徒婚姻關係應該永遠是一種終身的忠誠關係。基督徒

有責任選擇只與信徒結婚 (哥林多後書 6:14)。而當他們結婚的時候，是神把他們兩個人終生結合在婚姻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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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說︰「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希臘文中的禁止用語)」！基督徒婚姻是聖經中的神將

一個信主的男人和一個信主的女人終生結合在一起！ 
 

 (2) 聖經裏的離婚。 
閱讀   瑪拉基書 2:16；馬太福音 19:8-9；哥林多前書 7:12-16。  
筆記。神說︰「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神認為離婚是對婚姻伴侶的暴力行為，所以

祂討厭離婚。然而，由於世界上的罪惡，聖經允許離婚，但只是在婚姻不忠和婚姻不相容的情況下。婚姻不忠
表現在屬靈偶像崇拜 (虛假宗教)、性的不道德或婚姻中的暴力 (馬太福音 19:8-9)。而婚姻不相容是指當一個非

基督徒伴侶拒絕與他或她的基督徒配偶共同生活 (哥林多前書 7:12-16)。(參見訓練手冊 8，第 41 課)。 
 

6. 婚姻是暫時的，局限於地上的這生命。 
 

發掘及討論。婚姻在死後還繼續嗎？死亡對婚姻關係有什麼影響？ 
 

 (1) 只要雙方都活著，婚姻就會繼續。 
閱讀   羅馬書 7:2；哥林多前書 7:39。 
筆記。保羅指出婚姻關係只在雙方都活著時有效。如果一個伴侶死了，另一個伴侶便可以自由地與另一位基督

徒結婚。 
 

 (2) 婚姻是神在地上的制度，而不是在天上。 

閱讀   馬太福音 22:23-32。 
筆記。耶穌教導說，人從死裏復活後既不娶，也不嫁。那麼，復活的基督徒就會像天上的天使一樣。然而，地

上所有的關係，包括與以前婚姻伴侶的關係，在天上都會比他們還活在地上時更有意義和滿足，因為每個人都

會直接在神可見的同在過完美的生活！因此，婚姻只是神在地上的制度，而不是在天上。 
 

基督徒婚姻的永恆價值可在以下方面找到︰ 
• 基督徒婚姻培育基督徒的品格 (參見約翰一書 3: 1-3) 
• 基督徒婚姻反映和宣揚基督 (以弗所書 5:22, 25) 
• 基督徒婚姻使基督徒在這地上(創世記 1:28)和新的地上(啟示錄 7:9)倍增 

 

7. 婚姻是地上大多數人的正常關係，但這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是最好的，因為神可能對那人的生命有另一個目的。 
 

發掘及討論。為什麼婚姻不是對每個人都是最好？ 
閱讀   馬太福音 19:10-12；哥林多前書 7:8-9,25-35；哥林多前書 9:5；提摩太前書 3:2；4:3；以賽亞書 54:1-5。 
筆記。在聖經中，基督徒和基督教領袖擁有婚姻被認為是正常的 (哥林多前書 9:5；提摩太前書 3: 2；4: 3)。 
 

但維持單身並不是一個詛咒或懲罰，而選擇獨身並不比選擇婚姻更 「屬靈」。獨身是一個屬靈恩賜 (哥林多前

書 7:7, 32-35；馬太福音 19: 10-12)，但絕不應被制度化 (執行在教會的其他人)！ 
 

主耶穌 (馬太福音 19: 10-12) 和使徒保羅 (哥林多前書 7:32-35) 都對那些仍然未婚的人有特殊的說法。神呼召一

些人在一生中的一段時間內，甚至整個生命裏保持未婚，以便為神做特殊的工作。神呼召這些人專心委身事奉

祂！神給那些維持未婚的人一個非常特別的應許--他們將有的屬靈孩子比已婚的人所生的孩子的數目更多。祂

承諾他可以使他們在神國度的工作非常豐盛 (以賽亞書 54: 1-5)！ 
 

B. 基督徒丈夫和基督徒妻子的責任 
 

簡介。神創造每一個男人和每一個女人。神設立了婚姻關係，不是在祂創造男人的時候，而是在祂創造女人的

時候 (創世記 2: 18-24)。因此，神也有權決定已婚男子和已婚女子對彼此的責任。祂知道祂的受造物是如何發

揮最大的作用。只有當丈夫和妻子遵守這些神所賦予的責任，他們才能有一個良好的婚姻。  
 

有些人認為聖經中所記錄的婚姻責任是由文化來決定，因此它們對今天的基督徒並不規範。這是一個非常危險

的論點，因為凡神在聖經中命令、禁止和教導的，自始至終都是規範的，正是因為神想改變地上所有國家的罪

惡文化！(參見訓練手冊 6，第 23 課，其中解釋了人類文化與神國度的文化之間的關係)。 
 

1. 神賦予丈夫和妻子對彼此的共同責任。 
 

閱讀   以弗所書 5:22-25。  
筆記。基督徒婚姻關係是基督與基督教會之間關係的明顯體現，因此也是向世界宣告耶穌基督。世人透過觀察

良好的基督徒婚姻，對耶穌基督和基督教會的瞭解越來越多。他們不僅聽到神對他們的愛，他們也看到這種愛

表達在基督徒的婚姻關係裏 (和在基督教會裏)。他們不僅聽到與永生神日益發展的關係的喜樂，他們還在基督

徒的婚姻關係裏 (和基督教會裏)看到了這種喜樂的例子。基督徒的婚姻關係有力地證明了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

的現實和吸引力！每一個基督徒婚姻都可以成為傳教的努力，特別是當基督徒開放家庭，人可以「來看到」

(約翰福音 1:40)那基督徒家庭是如何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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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賦予夫妻彼此服事的責任和權威！但神創造了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並命令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彼此服事，以表

達神賦予他們的責任和權柄。祂希望基督徒丈夫透過在這種關係中特別主動的表達他的服事。祂希望基督徒妻

子透過特別邀請她丈夫建立溫暖而牢固的關係來表達她的服事。 
 

2. 神賦予基督徒丈夫對妻子的責任特別包括愛她和帶領她。 
 

閱讀  箴言 31:10-12,28；以弗所書 5:25-29,33；彼得前書 3:7。  
 

 (1) 基督徒丈夫必須藉著愛來服事他的妻子。 
他必須愛她如同基督愛祂的教會，對她表現出無私的興趣，全心全意地接受她和幫助她成為最好的。愛情是完

全無私的，從不把自己放在中心。愛是自我犧牲的服事。愛就是以關心和尊重的態度對待她。愛就是忠實地和

她生活在一起，不論是好是壞、健康還是生病。  
 

• 哥林多前書 13:4-8 將愛漂亮的表達出來。 
• 忍耐的愛能等待地去愛，而不會把愛 (比如善良) 強加給對方。 
• 恩慈的愛尋求每一個幫助和作善的機會。 
• 不嫉妒的愛慷慨地給予別人應得的欣賞、榮譽和信任。 
• 不自誇的愛對自己的成就和優點是謙虛的。它並不刻意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不張狂的愛對自己的能力和弱點是謙虛的。 
• 行為不粗魯的愛在人際關係和溝通中表現出良好的舉止和機智。 
• 不自私自利的愛是無私的，特別是在行使權利方面。 
• 不輕易發怒的愛溫順地避免對方可能造成的傷害和痛苦。 
• 不計算人的惡的愛是寬容的，尤其是在破碎的關係中。 
• 不以邪惡為樂的愛在別人的軟弱和失敗中是公義的 (正直的)。 

  

箴言第 31 章描述了另一種愛她的方式。當他的妻子是一個擁有高尚品格的女人，他的心便依靠她。比如，因

為他依靠她的幫助，他便請求她的幫助。真愛讓她感到被需要、被喜愛、被選擇在別人之上和被欣賞！因此，

她一生都能對他有好處。這就是為什麼她的丈夫和孩子都站起來讚美她。  
 

 (2) 基督徒丈夫必須透過帶領妻子來服事她。  
他必須帶領她如同基督帶領教會一樣。他必須像牧羊人帶領他的羊一樣帶領她：餵養她、照顧她、保護她和帶

領她走過困難。他必須像一個管家管理著一座偉大的房子或莊園一樣的帶領她：照顧好她的財產、活動和利

益。他必須像老師一樣帶領她，幫助她理解和實踐聖經的真理。他必須像僕人一樣帶領她：特別是在她最需要

他的領域。  
 

3. 神所賦予基督徒妻子的責任特別是愛她丈夫和幫助他。 
 

閱讀   創世記 2:18；以弗所書 5:22-24,33；提多書 2:4-5；彼得前書 3:1-6。  
 

 (1) 基督徒妻子必須透過愛來服事丈夫。 
聖經教導說，基督徒妻子應該委身於愛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自律和純潔、在家裏忙碌、善良、以及服從她們

的丈夫，這樣便沒有人會詆毀神的話 (提多書 2: 4-5)。此外，她的愛應該滿有耐心、善良和其他在哥林多前書

第 13 章提到的愛的特點。愛就是忠誠地和他生活在一起，不論是好是壞、健康還是生病。 
 

上班母親的問題必須一方面從現代主義、唯物主義和個人主義，而另一方面從神國度的利益的角度來評價。 
 

 (2) 基督徒妻子必須透過幫助丈夫來服事他。 

聖經教導基督徒妻子必須尊重她丈夫的權威 (或: 順服自己的丈夫) (以弗所書 5: 22-24；彼得前書 3: 1-6) 和尊重

她的丈夫 (以弗所書 5:33)。她藉著自願尊重丈夫和跟隨他來服事他。服從和順服的區別在於，服從可能是當權

者所要求或命令的，但順服是一種自願的態度，與妻子對丈夫的行為相配合。丈夫不可要求或命令妻子順服！

這只是神的特權！  
 

「順服」 並不代表像奴隸一樣的服從他，而是像幫手一樣的順服他 (創世記 2:18)。那就是自願跟隨他，成為她

丈夫團隊中最好的團隊成員。作為他團隊的一員，她向他提供每個最可能的努力、建議、忠告、想法、幫助、

支援等。她與他討論他們的個人生活、婚姻、家庭和社會有關的所有重要問題。她和他一起做良好的決定和選

擇，並討論他們的決定的後果。只有在最後地歩， 如果他們之間不能達成合理的協定，她才應允許他作出最

後決定，並且他要對其決定的後果負責。她的順服僅限於神對她的要求，而當丈夫要求的順服是錯誤時，她可

以溫和地拒絕他 (參見使徒行傳 5:29)。當他的想法、計畫、選擇或決定不再對他、她或其他人有任何好處的時

候，她必須認真勸告他作出改變！因此，丈夫和妻子應該在婚姻、家庭和社會中作成一個團隊，共同生活和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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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尊重丈夫就是以溫和的方式陳述她的觀點，然後讓神以祂自己的方式解決。尊重是仔細考慮丈夫的建議，

讓他參與她的計劃和與他分享她正在取得的進展。它是自願地主動的、不等他要求而服事他。它是耐心地聆聽

他，努力理解他的問題和觀點。 
 

總結。當一個男人透過愛和帶領來服事他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和帶領祂教會那樣，他的妻子很容易會透過愛

他、承認他的權威、幫助他和尊重他來服事他。孩子們要學習什麼是愛和尊重，以及什麼是帶領和順服，最好

的地方就是每天觀察他們的基督徒父母的關係。 
 

C. 基督徒婚禮 
 

簡介。基督徒婚禮是一項公開的社會和宗教活動。聖經譴責婚前性行為、同居 (沒有正式結婚) 和所謂的同性戀

者之間的婚姻。基督徒婚禮正式和公開結束單身階段，開始婚姻階段。聖經對基督徒婚禮教導或講述了以下的

真理。 
 

1. 基督徒婚禮有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閱讀  創世記 2:24；馬太福音 19:5-6；以弗所書 5:31。  
發掘及討論。婚禮的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實際中意味著什麼？ 
筆記。 
 

在馬太福音 19:5-6，耶穌教導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他們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神在創造時說了這點，而保羅為了教會再重申這一點。因

此，這個原則對神來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婚姻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社會和宗教事件。它是一男一女離開父母，

一起開始新家庭的時候！婚禮的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是： 公開離開父母、結合在一起和成為一體。  
 

 (1) 基督徒婚姻意味著：離開父母。 

無論婚姻是商定婚姻還是愛情婚姻，一男一女都必須離開父母，開始他們的家庭。一男一女藉著宣佈結婚計劃

和為婚禮預備，開始準備離開父母。這通常被稱為訂婚階段。只有在婚禮上，他們才正式離開父母。 

結婚夫婦必須以幾種不同的方式離開父母： 
 

他們必須在感情上離開父母：從婚姻開始，男人和女人應該彼此相愛，喜歡對方比喜歡父母更甚。 
 

他們必須離開父母的權威：以弗所書 6: 1-3 教導說，他們一日仍是未成熟的孩子 (未成年人)，他們就應該服從

和尊重父母。但以弗所書 5:31 教導，他們結婚後便應該離開父母。從他們的婚姻開始，他們就不再有義務服

從他們的父母，不過，他們仍然有義務尊重父母。「尊重」和 「服從」 是不一樣的。例如，父母和岳父母對

以前的孩子沒有任何權力。婆婆對兒子的妻子沒有權力。  
 

他們必須離開父母的經濟： 結婚夫婦應該賺取收入和管理自己的經濟。 
 

他們必須在屬靈上離開父母：特別是當父母是非基督徒時，他們不應該容忍父母的宗教信仰和行為實踐在家裏

或家庭裏。他們只能在家裏或家庭裏事奉主耶穌基督。  
 

他們必須在社交上離開父母：如果可能的話，基督徒夫婦應該尋找自己的家或房間，以便與父母分開生活。當

然，在一些文化中，年輕人在結婚很久之前便離開了父母的家，以便在其他地方上學或工作。這都是沒有錯。 
 

所有這些離開父母的做法， 對父母和其他人來說都是明顯的跡象，表明已婚夫婦不再依賴父母，而是開始了

自己的家庭。 
 

 (2) 基督徒婚姻意味著：彼此結合。 
婚禮是一個公開的社會和宗教儀式，一男一女在神和神的子民面前互相締結婚姻盟約。他們承諾忠誠和一生委

身給對方，直到死亡將他們分離。在瑪拉基書 2:13-16 ，神說：「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

證」，以致你不會違背與她的婚姻盟約。在婚禮上，神親自把男人和女人合二為一，並警告他們不要以離婚斷

絕彼此的信心關係。在婚禮上，雙方的家人及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和其他朋友都見證了兩人對神許下婚姻的

承諾，在一生的所有環境中都彼此相愛、彼此忠誠和彼此幫助。  
 

 (3) 基督徒婚姻意味著：成為一體。 
婚禮標誌著丈夫和妻子在各個方面都可以成為一的起點。他們應該在屬靈上、精神上、情感上、社交上和身體

上都成為一。身體的結合是這結合的巔峰，這只有在結婚之後和婚姻關係內才被神所允許。婚姻是神承認男人

和女人可以開始他們在性的結合。已婚的男人和女人之間性的結合是神所喜悅的，但只是在婚姻盟約的範圍

內。這就是為什麼神禁止婚前或婚外一切形式的性行為 (希伯來書 13: 4)。當他們關係的所有其他領域都有越來

越結合時，身體的結合也會是最好的。 
  

2. 基督徒婚禮是一個公開的社交和宗教節日。 
 

講授。在聖經中，婚宴從來都不是秘密的事情，而總是公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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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督徒婚禮是一個公開的家庭活動。 

在古代，「承諾婚姻」是全家的事。從歷史上看，這是新郎和新娘的家人發揮重要作用的事件。它包括選擇婚

姻伴侶 (創世記 21:21)，有時也包括向新娘的家庭送贈補償禮物 (創世記 29:18；34:12) 和給予新娘和新郎禮物 
(創世記 21:59, 61；列王紀上 9:16)。  
 

在現代，若就婚姻、婚姻伴侶和婚禮向父母徵求建議，大部分時間都會被認為是對父母的尊敬。然而，給予補

償禮物並不是聖經的要求。 
 

 (2)  婚禮是公開的社交和宗教活動。 
婚禮包括以下一些內容：新郎和新娘穿著結婚禮服 (詩篇 45:13-14)。他們有伴娘和新郎的朋友陪同 (詩篇 
45:14；約翰福音 3:29)。 新郎和他的朋友們來到新娘家，伴娘們出去迎接他們。他們參加一場盛大的婚禮遊

行，從新娘的家一直到新郎的家，在那裏舉行婚禮慶祝活動。由於夜間道路黑暗，受邀嘉賓若攜帶燈或火炬，

就會被允許參加遊行 (馬太福音 25:1-13)。新郎家裏會舉行一場婚宴，有時長達整整一週 (馬太福音 22:1-14；
約翰 2: 1-10；士師記 14:17)。  
 

婚禮最莊嚴的部分是建立婚姻盟約，其中神自己是見證人 (瑪拉基 2:14；箴言 2:17；以西結書 16: 8)！幾個世

紀以來，基督徒都是在神、他們的家人、他們的朋友和他們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面前公開地舉行他們的婚禮。 
 

 (3) 婚姻只有在婚禮之後才完成。 
只有在婚禮之後，婚姻才完成 (創世記 29: 21-23；申命記 22:13-21；希伯來書 13:4)。 
 

5 禱告 (8 分鐘)                                                           [回應] 
回應神話語的禱告 

 
在小組裏輪流向神簡短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向神禱告， 回應你在今天所學到的。  
 

6 預備 (2 分鐘)                                                             [作業] 
預備下一課 

 
    (組長。 寫下這預備部分或讓組員抄下來，讓他們回家作準備)。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門徒及基督的教會。  
2. 宣講、教導或研習 「基督徒婚姻」 - 與一位或幾位組員一起做。教導新信徒聖經所教導的婚姻和正統婚禮的

意義。 
3. 與神的個人時間。安靜的訮讀 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2 – 5 章，每日研讀半章。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並寫下筆

記。 
4. 背誦。 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 (7) 約翰福音 6:37。 每日複閱最後背誦的 5 處經文。  
5. 查經。在家中預備下次的查經。 約翰福音第 8 章。 用五歩查經法。  
6. 禱告。 在這星期為某人或特別一件事禱告，看看神會做甚麼 (詩篇 5:3)。 
7. 更新你的筆記有關建造基督教會的材料，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講授筆記及這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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