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化家庭 

圣经记述, 头个基督化家庭, 是上帝设置的。在造亚当之后,“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创2:18-24) 

 

1）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个女人, 有什么意义? 有人挑剔说, 男人身上并不少一条肋骨, 这岂非神话小说? 

答: 不是神话小说；这种挑剔根本不科学: 身体的残疾不能遗传给子孙后代。上帝在亚当身上行手术, 

阐明个真理。“夏娃是从亚当身旁的肋骨造出来的, 表明她不可作头脑来管辖丈夫, 也不可被视为低劣, 让丈夫踏在脚下, 

而作为平等伴侣立在身边, 与他相亲相爱, 受他保护。夏娃是亚当的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就是他的第二个自己, 

充分显示了婚姻关系所应有的亲密联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弗5:29) 

“上帝主持了头一个婚礼。这个制度是宇宙的造物主设立的。来13:4说:‘婚姻, 

人人当尊重。’它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两大恩赐之一, 也是亚当堕落之后, 

从伊甸乐园带出来的两个礼节。人在婚姻关系上尊重这神圣的原则时, 就从中蒙福；它必保全人类的纯洁与健康, 

满足人类社交的需求, 并提高人类体力、智力与道德的性能。”《先祖与先知》原文46页。 

 

2）圣经有什么教训, 可用来保全婚姻关系? 为什么有些信主的家庭也难保持团圆? 有什么可行的诀窍? 

答: 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秘诀, 

就是主赐的简单方针:“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人不该以幸福的婚姻为最终

目的。丈夫, 妻子和孩子都要为建立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献出身心。如果把上帝放在一边, 去追求金钱, 娱乐和肉体的情欲, 

这些都是分裂家庭的, 因它们使人以自我为中心, 不能使家庭团结, 却使各人专顾自己。相反来说, 我们若专心为主, 

因而疏忽自己的事, 上帝倒会为我们解决这些私事。 

信主的夫妻不和睦时, 

单坐下设法解决矛盾还不够；要跪下求主帮助他们作些推动福音事业或解救别人痛苦的事。未婚信徒应该找个信主的对象, 

原因就在此。否则二人各为不同的目标生活, 家庭就不可能幸福。 

当二人的心思集中在救人归主或帮助贫困者时, 他们就不再注意自己的问题, 

却以基督和他的国度为生活中心。他们就会发现, 有一种新的生活乐趣, 是过去所不晓得的, 正如耶稣所说:“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不知道的。…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工。”(约4:32,34) 

食物是一种享受；耶稣以努力救人为享受。 

3）耶稣这话并不是讲家庭问题。你怎么把它用在家庭生活上呢？ 

答∶耶稣这话是针对“吃什么, 穿什么”讲的, 是家穸汜魂恀枙˙坻諒扂蠅佷砑祥猁摩笢衾昜窐腔剒猁, 

 猁摩笢衾奻著腔弊睿坻腔砱˙涴淏岆膘蕾價飭趙模穸腔贈機﹝憩岆佽: 祥夔等蕉藉 睡悵 模穸俇藝, 

 茼婓價飭腔趕爵艘善饒峔珨夔妏模穸價飭趙腔夔薯﹝艇5:25-33佽:※斕蠅釬桾痲腔ㄛ猁乾斕蠅腔 赽, 淏 價飭乾諒頗, 

峈諒頗忔撩˙ 猁蚚阨賢覂耋, 參諒頗炴噱, 傖峈吤賞, 褫眕瓬跤赻撩ㄛ釬跺 珓腔諒頗, 瑭拸賥拹紶恇脹濬腔瓷, 

騰岆吤賞羶衄閬棺腔﹝桾痲珩絞桽欴乾 赽,  肮乾赻撩腔旯赽˙乾 赽, 晞岆乾赻撩賸﹝＃ 赽珩絞噹笭坴腔桾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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吤冪蔚痲 壽炵掀釬價飭迵諒頗腔壽炵﹝痲 壽炵 夔湛善涴詢奾阨 , 憩眒妗珋膘蕾價飭趙模穸腔贈機﹝ 

奻著婓畛菟埶扢蕾腔鍚珨跺朸吤秶僅, 撈假洘吤 ㄛ祤婓悵厥 腔模穸吤賞, 肮奀悵厥迵價飭腔踡躇壽炵﹝涴謗跺秶僅: 

珨跺婓菴鞠 , 珨跺婓菴  扢蕾腔, 斛剕旆忐吤賞, 

符夔妗珋奻著寰抏數赫腔郔綴吨瞳﹝褫夔竭屾 舷橇善假洘 肮價飭趙模穸腔躇 壽炵﹝猁妏痲 壽炵蕞價飭悵厥謎疑, 

 贈機婓衾忐疑假洘 ﹝衄 佽,  彆岍 夔厥哿祥剿華忐疑假洘 , 珋婓岍賜奻憩祥頗衄拸朸蹦氪﹝肮欴腔, 

 彆垀衄痲 飲夔 淩郩忐假洘 , 岍奻憩婬祥頗衄燭駁腔岈﹝歇婓忐假洘 腔岈奻蔥腴梓袧腔 , 婓鹹躓壽炵奻, 

珩頗蔥腴梓袧腔﹝ 

模酗夔忐疑假洘 , 涴勤嫁躓衄傖吤腔荌砒﹝扂弊議華珨弇譫 羲宎忐假洘 綴, 善坴滯赽黍抎腔悝苺, 

梑饒諒坴滯赽腔橾呇妀講 滯赽陎 鞠祥奻諺˙橾呇童陑滯赽藩笚 珨毞諺, 

髡諺躲祥奻﹝譫 佽:※彸珨跺堎艘﹝§珨跺堎彸狟懂, 滯赽準筍髡諺夔躲奻, 奧 橾呇遜佽, 

坻蠅腔 俴珩掀珨啜肮悝疑﹝假洘 勤滯赽衄傖吤腔荌砒﹝ 

鍚珨跺忐假洘 腔譫 衄拻跺滯赽, 帤夔腕善橾呇腔磁釬, 滯赽秪笚鞠錠諺, 肮悝苺穫嗎旆笭, 筍 蟹翋悵忐ㄛ羶掩羲壺, 

奧 假洘 勤涴模穸傖賸芶賦腔臟湍﹝滯赽蠅軞覜善赻撩秪假洘 奧煦梗峈吤, 扽衾價飭, 祥扽岍賜﹝ 

斕猁珨跺眕價飭峈笢陑腔模穸鎘? 

絞暮癩假洘 ,忐峈吤 ﹝猁袧掘峈假洘 枺汊﹝斕憩斛蟹腦﹝婓涴岈奻ㄛ譫 腔釬蚚竭湮﹝秪坴岆模穸翋蜀˙坴婓啎掘 峈

吤 釬袧掘, 婓假洘 輝氘汜魂, 跤滯赽隱狟箝壅腔疑埤欴﹝ 

 

4ㄘ勤! 涴淏岆扂蠅 珂垀蚚冪恅腔儕朸:※斕蠅猁珂 奻著腔弊睿坻腔砱﹝§假洘 肮奻著腔弊岆煦祥羲腔﹝衄 佽, 

假洘 岆毞弊腔弊 ˙嘟森 筍賠薯猁 輓坳﹝扂蠅釬峈奻著腔儕條, 憩猁賠薯詢撼涴醱弊 ﹝ 

湘: 勤! 輒乾豐佽:※歇乾奻著腔 ,昢猁鴃薯眕假洘 峈氈, 

甜備珖睿貌腔吤 峈褫郬笭腔﹝歇涴欴釬腔 ㄛ橈祥袚 赻撩腔砅氈, 祥俙芄腴撰棉匋腔蚔牁﹝模酗猁婓模爵噹笭假洘 , 

扢楊妏眳傖峈珨笚笢郔衄 腔 赽﹝妏垀衄模穸傖埜藩笚辣茩坳腔懂還﹝模酗噹笭假洘 腔郔疑源楊, 

憩岆扢楊婓涴珨毞妏滯赽腕善扽鍾腔諒祔,  坻蠅勤奻著腔 肅衄淏 腔 妎, 甜眭耋奻著勤坻蠅衄妦繫猁 , 

眕摯坻蠅剒猁崋欴俴, 符夔鳳腕蚗汜﹝模酗蠅昢猁妏假洘 傖峈炰氈腔 赽,  滯赽蠅 曬假洘 腔善懂, 

婓佷砑奻辣茩假洘 ﹝§▲奀欳笚膳◎1886/5/20  

模酗蠅隱跤滯赽腔荂砓茼蜆岆: 奻著歇岈懈珂﹝坻腔趕珨隅猁泭, 坻腔吤 珨隅猁忐﹝勤滯赽囥樓涴荌砒, 

憩岆膘蕾價飭趙模穸腔價插﹝坳妏模穸腔藩珨傖埜, 袧掘釬跺珋測腔囥炴埮熔﹝價飭忑棒蔥還奀, 

囥炴埮熔岆珂瑟﹝價飭婬棒蔥還奀, 扂蠅岆珂瑟﹝嘟森, 

扂蠅褫夔猁砉埮熔珨欴釴檣﹝嘟祥蜆硌咡僎假笝旯﹝珖龒佽:※扂垀瘓腔戚,斕蠅珩猁瘓˙ 扂垀忳[悛]腔炴, 

斕蠅珩猁忳﹝§(褫10:39)※ 善扂涴爵懂ㄛ 祥乾扂吨徹乾赻撩腔虜譫,  赽,嫁躓, 萊倗賬藤, 睿赻撩腔俶韜, 

憩祥夔釬扂腔藷芺˙歇祥掖覂赻撩坋趼殤躲植扂腔, 珩祥夔釬扂腔藷芺﹝§(繚14:26,27) 



 
 

5ㄘ涴肮價飭趙模穸衄妦繫壽炵? 涴岆瘁佽, 扂蠅衄虳 蟀模穸珩頗犮囮? 

湘: 扂蠅猁隴啞, 扂蠅汜魂婓準都奀 , 醱還岍賜盪妢腔郔綴撓躉﹝▲囡填眳淰◎郔綴撓梒垀啎晟撈蔚楷汜腔岈, 

竭辦憩猁妗珋﹝扂蠅珋婓忐假洘 腔冪桄, 淏堆翑扂蠅峈郔綴腔峉儂釬袧掘﹝ 彆婓陎  楊鍔唬票眳綴, 扂蠅砑階腕蛂, 

珋婓憩斛剕冪腕 蕉桄﹝奻著淏婓模爵彸桄扂蠅, 艘扂蠅岆瘁泭趕﹝珖12:5佽:※斕 迵祭俴腔 肮變, 奾 橇濛, 

崋夔迵鎮 變儸?§▲囡填眳淰◎643珜佽￣※扂蠅剒猁珨笱夔 忳 櫛, 

喧晊睿慰塒腔陓陑懂茼葆饒撈蔚還善扂蠅腔蚡遞睿芫賴腔奀 ﹝涴笱陓陑軝 冪忳郔絀笭腔彸褻, 

珩祥祫衾迉熬﹝奻著跤 眕塋萎奀 , 

妏  飲夔袧掘茼葆帤懂腔蕉桄﹝捇跪腔吨瞳岆秪峈坻衄筵陑睿樵陑﹝坻腔吨瞳佽隴賸諜  絰腔薯講﹝歇夔砉捇跪珨欴蚰

蛂奻著腔茼勍, 甜砉坻珨欴  網 , 澄厥善菁腔 , 斛夔砉坻珨欴傖髡﹝歇祥堋親撩, 祥堋婓奻著醱 淴崨, 

祥堋箝  翋棹腦腔 , 斛珨拸垀腕﹝§ 

6) 吤冪爵 妗衄祥屾 砉囥炴埮熔饒欴徹覂珨捲赽腔嗽等睿忳艦麵腔汜魂﹝ 

湘: 岆腔﹝珖龒佽:※緒燥衄韌, 毞諾腔滄纏衄恮, 硐岆 赽羶衄淠芛腔華源﹝§(繚9:58)鍚珨揭坻佽:※歇倎 鍚 腔, 

 祥岆峈窋觴腔埽嘟, 憩岆溢潮窋賸, 衄  饒掩倎腔蜀 , 珩岆溢潮窋賸﹝§(怮19:9)藷芺佽:※ 睿 赽暫岆涴欴, 

祥 祥 ﹝§珖龒佽: ※涴趕祥岆 飲夔鍰忳腔˙峏黃棹跤阰, 

阰符夔鍰忳﹝秪峈衄汜懂岆捀 ˙珩衄掩 捀腔ㄛ甜衄峈毞弊腔埽嘟赻捀腔˙涴趕阰夔鍰忳ㄛ憩褫眕鍰忳﹝§(怮19:10-12) 

吤冪拸揭煜蛻奻著腔  祥賦駁﹝硐岆珖龒砉坻腔珂 埮熔珨欴, 植帤砅毞豐眳氈, 

珩帤夔婓模畸欱橾譫 ﹝悵蹕睿匙鏽匙厥忐等旯˙悵蹕佽:※麵耋扂蠅羶衄 梟 陓翋腔賬藤峈 , 湍覂珨肮厘懂, 

溘痰 豻腔妏芺, 睿翋腔萊倗ㄛ睿穚楊珨欴鎘ˋ＃扂勤斕蠅佽￣奀緊熬屾賸˙植森眕綴, 

饒衄 赽腔ㄛ猁砉羶衄 赽˙＃扂堋斕蠅拸垀境藉˙羶衄 腔, 岆峈翋腔岈境藉, 

砑崋欴請翋炰埼﹝ 賸 腔˙岆峈岍奻腔岈境藉ㄛ砑崋欴請 赽辣炰﹝§(輿 9:5˙ 7:29-33) 

7ㄘ痲 媼  飲岆瓬旯腔, 桾痲祥剒猁峈岍奻腔岈境藉, 砑崋欴請 赽炰埼, 奧 赽珩蚳陑帎畸翋, 祥疑鎘? 

湘: 饒岆褫夔妗珋腔燴砑﹝悵蹕砑善腔岆珨啜妗暱˙眒駁換耋 麵轎郣善誕嗣扽岍 濛,  汜嫁欱躓脹﹝岈妗奻, 

吤冪笢珨虳靡 腔汜魂岆誕峈嗽敷腔﹝瞰 藻昹, 呥傖賸模, 筍馱釬踡桲奀, 

祥腕祥參模樺冞隙矓模﹝綴懂坻埬虜呥參坻蠅冞隙懂, 藻昹笝衾珨 侚衾攝疏刓﹝妏芺蠅嗣杅珩傖賸模, 筍秪捖耋, 

飲羶夔迵  假僅俀爛﹝ 

憩價飭化家庭而言, 应认识到, 单身基督徒能以一人之家荣耀上帝, 

像双侣家庭一样。这在海外布道区尤为显着。单身海外布道士的功效高。教会为之投入经费少, 住房容易解决, 

工作成绩显着。有个美国女传教士决心终身留华, 嫁给个中国出租车司机； 不图享乐, 只要领养弃婴； 已领三个, 

一有兔唇, 一个背长肿瘤, 还化钱请医治疗。她这样作, 就是在感戴基督的大爱之余, 

让这爱在她身上继续向更多人流露出去, 让耶稣通过她去拯救更多的人。 

8）那确实了不起! 我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作“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不能光讲漂亮话, 要做得出来。 

答∶对。这是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很少人想基督化家庭要收养弃婴。与这实例比较起来, 

其它好人好事远为逊色。这确是基督之爱具体表现；人仰望十字架, 

因主的爱而热泪盈眶；还不够。耶稣讲了那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救死扶伤的故事之后说:“你去照样行吧。”(路10:37)听道容

易；信道也不难, 只有能行道的, 才是真基督徒。 



 
 

9）我们过去常讲, 人对圣经道理要有理性的认识, 对上帝的爱要有感性的领会, 但现在看出, 

我们最需要行动上把真理实践出来。雅1:27说: 那纯正的敬虔,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答: 对。雅1:22说:“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行道意味着牺牲与辛苦；基督化家庭既讲夫妻相爱和管教子女, 

也要作一盏灯,引即将沦亡的人归主。不可只满足于舒适的家庭, 

必须向外看到许多急需得到我们帮助的同胞。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40) 

10）有些信主的家庭不能团结相爱, 是否因各人以自我为中心, 不向外看到各地将要沦亡的人需要我们关怀? 

答: 对。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个救人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需要得救；孤儿, 

亲友与邻舍都需要得救。我们的家庭不只是自己安身之地；上帝要我们把它办成救人的中心。1904年怀氏七号稿说:“我们

要教好子女, 以便在我们来到天国圣城门前时, 能说:‘主啊, 我在这里, 

同你赐给我的儿女。’不可没儿女带来，而听见主说:‘我给你的小羊在哪里…?'而我们答道:‘他们飘流到世上去瞎混, 

不适应天国的生活了。’我们要帮助他们现在就准备过天国般的生活, 

在地上适应天国。届时我们便可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 说:‘我在孩子身上已尽到最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