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家庭價值的聖經和神學基礎 

面對信仰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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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觀念： 

1. 想拍拖、怕負責；試多D、無蝕底 

2. 現代愛情故事 (例子) 

3. 三速原理 

現今的愛情、婚姻及家庭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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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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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愛情、婚姻及家庭觀 

婚姻： 

• 一紙之約 可有可無  

• 同居＝結婚 

• 只要兩情相願，不受性別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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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未婚也可與相愛的人組成家庭 

• 供應所：金錢、住宿、膳食、上網、避難處 

現今的愛情、婚姻及家庭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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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eation Order （創造秩序） 
 

2) Social Norm （社會規範） 
 

3) Covenant （盟約）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 

與聖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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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造秩序 

• 造男造女的目的是叫人彼此配搭、養兒育
女、管理大地 

 

•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祂
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
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
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創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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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結合的真諦，成為人類的道德、法律
和社會的框架 

 

• 「耶和華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
造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 神用土所造
成．．．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
成為一體。 」 

 (創2:18-25) 

 

2) 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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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 是指衡量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 

     - 一般有社會公認的道德規範 

                   (i) 私德 

                   (ii) 公德 

 

2) 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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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框架 

- 釋義 : (例)  家庭子女 (child of the family)，就婚姻的

雙方而言， 指 (a) 該雙方的子女；及 (b) 被該雙方視為其
家庭子女的任何其他子女 

 

-  保障： 重婚罪、撫養權、贍養費… 

2) 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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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框架： 
 

例一：婚姻對成人和兒童，有重要的影響 

 

 

 

2) 社會規範  

11 

http://www.sxc.hu/photo/1243147


•社會的框架： 
 

例二：婚姻協助弱勢社群的婦女及孩童，減  

           低貧窮及物質生活的困難 

 

2) 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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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婚姻與家庭，見證神與人的聖約
，學效神無條件的愛 
 

• 婚盟的好處： 

   在公平、愛和穩定的家庭結構中找到 

愛 、安全感、安定、喜樂等 

 

3) 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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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9:6） 

既然如此，夫婦不再是兩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以弗所書 5:31-33） 

為這個原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
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會
說的。 

3) 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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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9:5；弗5:31 ）- 在新約，主耶穌和保羅都
重申舊約的信念，表明這是基要真理。 

（太5:31-32;19:1-9;林前7:10-16 ）- 神所配合
的，人不能分開．離婚不是神的旨意，雖然在某些
情況下神容許人離婚（如姦淫)。 

 

3) 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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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Contract) 盟約 (Covenant) 

建基於 計算 (例証） 承諾 

信任和愛
的程度 

有限的信任、有條件
的愛 

完全信任、無條件的愛 

取消條約 雙方同意下可以毀約
，有限的損失 

可能廢除，卻帶來深切
的損失 

目的 以共同興趣為目標，
自我是抽離的 

以二人結合為目標，婚
姻成了個人身份的基礎 

維持方法 靠技巧 (視婚姻如同
機器) 

建基於委身，不能以「
方程式」代替 

「性」關
係 

以「性」為自己歡娛
，可能視兒童為不受
歡迎的障礙 

以「性」慶祝彼此結合
，並「創造」新生命，
這關係自然流露出兒童
需要的安全及恆久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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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誓？ 

• 我陳大文／李亞嬌 

   願意與妳／你結為夫婦， 

   敬愛你、保護你，無論 

   順境逆境、富貴貧賤、疾病健康， 

   我都與你終身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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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ＸＸＸ
願意與你
結為夫婦
、敬愛你
、保護你
，無論順
境逆境、
富貴貧賤
、疾病健
康，我都
與你終身
廝守。 

  【】裡的才是心底話： 
 

我願意與你【暫時】結為夫婦、 

敬愛你【直至你走樣為止】、 

保護你【只要你的敵人不要太厲害】
， 

無論順境逆境、富貴貧賤、健康疾病
【當然要視乎你貧成點、賤成點、病
成點】， 

我都與你終身廝守【直至有更可愛的
人出現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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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約」或是「合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UHhe60Jo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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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本來就是一種斷然、有前冇後打死罷就、破斧
沉舟、義無反顧、不計較、無條件的承諾，不是去
試衫！ 

• 所以所謂「試婚」只是試下在沒有委身和沒有盟誓
的情況下住在一起，試的不是真正的婚姻。 

• 不投入委身的婚約關係，永不會明
白真正婚姻的意義。 

       「試婚」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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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愛」的例子 

 

合同與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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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承諾  ? ? ? 

合同與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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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感與影響力 

 

合同與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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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約」的公共性 

• 盟誓：-  是個人性，說我願意 

         -  也與群體相關，在其他人面前作見證 

              -  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開始建立新  

   的家庭，擔起傳承的使命  

• Marriage =  participation in a bigger reality 

than ourselves  

• 上有上帝的聖法，下有人倫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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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對父權家庭的改造 

重新建構男性身份，強調男人的高成就不是支配別人，而是學
效基督去服侍別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又言夫妻「當存敬畏

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5:21-25） 

基督教反對殺嬰和墮胎，限制離婚（太19:6）認為丈夫與妻
子都要對配偶忠貞。 

平等的精神（林前7:3-4） 

確立婚姻為公共制度，更穩定。 

聖經所要求的是平等的愛。甚至學習彰顯神聖的愛（Agape） 



以弗所書 5章 
 

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順服主。 

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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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5章 

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
 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
 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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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角色互補，但尊嚴平等 

（林前7:3-4）： 

「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
夫也要如此。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
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
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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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庭模式 

(1) 傳統家庭   

(2) 基督教家庭  

(3) 現代／後現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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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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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教家庭  
 

網誌 :  
基督家庭 
2009年7月6日 星期一 
 

家庭，是一個享有自由的棲息所，可以
無拘無束的安躺那裏閑息的地方。每個
人都有心目中的家庭，我也有，且是上
帝賜予我的，在那裏是輕鬆快樂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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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家庭的良性發展 

1) 有條件的愛    無條件的愛 
 

2)          恩典／接納 

 
 

3)       控制       賦予雙方權力 
 

4) 突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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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庭模式 

     
委身 （於建制） 委身 （盟約） 合同  

強制性 內聚力 趨向解體 

性是義務 

（討男性喜悅） 

性建基感情 

（彼此取悅） 

自我中心的性 

（取悅自己） 

律法 恩典 無政府狀態 

角色預先決定 角色有創造性 無角色分配 

男性中心 以關係為中心 自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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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庭模式 

猜一猜以下是哪一個家庭模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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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的挑戰 
家庭 生計 

文化、潮流 

工作／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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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信仰之實踐妙法 

   傾吓偈 表達愛 成為洗「腦」
一族 

平常心 
求救 

最後一句：

「愛到
底」，就如主

耶穌對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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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聖經的婚姻理念 

• 一男一女 

• 一夫一妻 

• 一生一世 

• 互補而平等 

• 恩典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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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一夫一妻制的重要性在聖經中多次被確
立：創世記、耶穌的教訓和保羅書信 

 

• 建構家庭神學時，要與傳統保持辨證的
關係：既自我反省，也批判文化。 

 

• 整體而言，基督教應堅定維護家庭的神
聖價值，因這是彰顯神聖的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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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的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127:1) 

家庭的建立，不單靠自己的努力，也要靠上
主的恩典。讓婚姻與家庭成為你／妳獻給上
主的祭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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