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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如如如如同同同同三三三三角角角角形形形形 
Triangles That Establish and Secure the Home 

当青年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坚固、快乐、美满的家庭。我

会给他们一些可以使他们家变得更美满快乐的建议。无论你快要结婚

或你已经成家很久，我相信以下的比喻来对您有帮助。 

首先，请想象三个三角形。我们用三角形形容家庭的一些关系。

第一个三角形代表爱。在爱的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就是创造人

类、创造家庭这个制度、建立家庭的神。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

子。这是个三角形因为丈夫爱神，妻子爱神，而且丈夫和妻子彼此相

爱。有人说“丈夫，妻子彼此相爱就够了。”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家

是神所创造的，神所祝福的。神告诉丈夫说道，“要爱你的妻子”,

对妻子说，“要尊重你的丈夫。”此外还有一点，《圣经》把丈夫对

妻子所应该有的爱下了一个定义：丈夫爱他太太，要象耶稣基督爱教

会一样～为教会撇下生命。在他们结婚以前我问青年人说，“如果你

有需要，你敢不敢为你的未婚妻牺牲你的性命？”是的，丈夫妻子之

间的爱是家庭的基础，这是我们所说三个三角形其中的第一个。丈夫

要爱神，妻子要爱神，而且夫妻两个人要彼此相爱。 

第二个三角形代表坚持和忠心。丈夫要对神忠心，妻子要对神忠

心，丈夫，妻子两个人彼此要下决心坚守他们的婚姻许诺；他们也要

对家庭忠心。如果有哪一天你对你的配偶不高兴，或你怀疑你和配偶

之间的爱情，怀疑你是不是还爱著你的配偶。如果你认为，已经“谈

完了”恋爱，不再爱他了，那时候你会想起来“我很早已经下了决

心，所以一定要坚持我的许诺。”对你家庭的这种决心能够维持你对

配偶，对家庭的爱。先对神忠心的人会比较有这样的心意。因此我时

常劝青年人，当他们选对象的时候，要选一位爱上帝还超过爱你自己

的人。美国有名的心理学家，罗丽博士，说，a strong marriage is 

not made when the situation is easy and the couple is comfortable, 

healthy and without problems 好的婚姻，其关键不在丈夫妻子顺利

健康的时候， rather, when problems come, are faced, worked 

through and solved---that is what makes a strong marriage 而在于

困难艰苦的时刻，夫妻始终忠心于对方，一起同甘共苦地面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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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只有对家庭忠心，对婚姻许诺坚持的人才会突破家庭所面对的问

题，让这些问题帮助他们建立更美满快乐的家庭。 

第三个三角形代表婚约。婚姻包括三个“约”。第一，夫妻与神

立约；第二，丈夫妻子彼此之间立约；第三，夫妻与社会立约。因为

家庭是神所建立的，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与神立约。

我们很重视家庭因为天上的神参与婚姻。我们不要离婚因为我们已经

在神的面前起誓说一辈子要跟配偶居住。结婚的时候我们也跟社会立

约，在众人的面前宣誓成家，一辈子要跟配偶彼此相爱，对家庭忠

心，而且共同建立社会，对社会做出好的贡献，甚至于帮助社会作成

更好的社会。 

我希望你愿意把您的家庭建立在我刚才说的三个三角形上面：要

彼此相爱，要对配偶忠心以及要守住姻约。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新约以弗所书 5:21-33。 

 

1) 请详细地讨论此经文如何说明以上所说的“家庭里的三角形”。 

 

 

2) 请把此经文的意义应用在自己的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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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家家庭庭庭庭的的的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荣荣荣荣耀耀耀耀神神神神    
Purpose of the Home: To Glorify God 

我的儿子出生于亚洲，他太太出生在非洲。他们两个怎么能够认

识，成家，比翼双飞呢？这“爱情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对

婚姻和家庭的看法。 

我们都很熟悉“家庭”这个名词，但是有没有想到家庭这个制度

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都有父母，自己也许也是父母，但是有没有想到

最早的家庭是怎么样成立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家庭制度的开始有不同的看

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人类共同的祖

先，亚当和夏娃，是神创造的。由此可知，家庭制度不是偶然的也不

是因为人类的进化而造成的，乃是神为他所创造的人类特别设立的。 

圣经创世记第二章记载说：“...但是[动物]当中没有一个适合作

[亚当]的伴侣，好帮助他。于是，主上帝使[亚当]沉睡。他睡着的时

候主上帝拿下他的一根肋骨，然后再把肉合起来。主上帝用那根肋骨

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人面前。[亚当]说：我终于找到我骨里的

骨，我肉里的肉。我要叫她做『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因此男人

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2:20-24)。 

由此可知家庭制度是神创造的，是神祝福的。因此家庭应该是一

男一女。那么，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同性恋都不合乎神的旨意，都

是罪。圣经又教导我们在原则上美满的婚姻是终生的，而且它的根基

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爱。两个人都要对配偶和婚姻承诺忠心。 

我曾经问过一些人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成家。得到

很多不同的答案，譬如有人说为了找到幸福，也

有人说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等。 

朋友们所提出的都有它的价值，但是，我认

为这些还不是婚姻最基本的目的。难道因为时常

面对各种困难而很难感到幸福的家庭不能快乐

吗？没有钱的家庭因此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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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不同意。没有孩子的家庭不美满，不完全吗？不能生育的家

庭，因此就失败了吗？ 

圣经中告诉我们人在世界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的名字，是要为永

生作好预备。夫妻二人也不例外。丈夫妻子共同生活也应该荣耀神的

名字，应该为永恒作预备。我儿子(谢义方)28 岁结婚。我和妻子什

么时候开始想到他的伴侣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早就开始为义方的

未婚妻祷告；发现我太太怀孕以后我们就开始为他终生的良伴祷告，

祈求神希望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家庭要养育一个女孩子，

到时候可以嫁给义方的。听起来很简单，是吗？一点都不简单！身为

基督徒的我们最希望义方一定要娶一个基督徒为妻；希望他们的背

景，价值观和生活目标，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

共同观念和目标会帮助夫妻成立美满快乐的家庭；第二：我们认为最

影响义方能不能够上天堂就是他的妻子，所以很早就请求天父参与为

义方预备一位爱神，愿意荣耀神，遵守神的诫命的妻子。 

神是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呢?太太怀孕时我们住在亚洲;没有想到在

非洲会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养育一个女孩.在神的带领和安排之下,时间

到了让义方和 Tammy(甜美)认识,谈恋爱,订婚,结婚.感谢神,他们两

个人的家庭背景,价值观和生活目标都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愿意荣耀

神的名字,互相协助为来生而预备。 

朋友，我相信您也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与配偶同心同行。请

让我劝您多读圣经，明白设立家庭的神对家庭的观念和教导。让这位

神作您家之主，以荣耀他的名字为您家最高的目标。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创世记 2:15-25。 

 

1) 请列下二位为家庭所立定的目标。由最重要的目标开始，写头

四个目标。 

 

 

2) 请告诉配偶他/她怎么样补助你不完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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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家家庭庭庭庭问问问问题题题题    
Problems in the Home 

一提到美国家庭，你会想到什么呢？大房子吗？豪华汽车吗？两

三个孩子吗？其实美国房子不一定大；美国人开的汽车不一定豪华。

更关键的是美国家庭不一定美满快乐。事实上，一提到美国家庭，最

令人联想到家庭问题。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国人的离婚率很高。为什

么会这样呢？美国社会学家和心里学家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

一是钱。太太认为丈夫钱赚得不够；丈夫认为妻子爱花钱，故导致离

婚。另外也可能丈夫妻子两个人不知节制用信用卡买太多东西；彼此

不负责，就宣告离婚。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钱财是万恶之根”

(提摩太前书：6:10)。第二是性关系问题。丈夫或妻子在他们婚姻之

外找性生活。美国人离婚第三个原因是某些人很自私，不体贴配偶，

不关心孩子，只想到自己。第四个原因比较笼统，是丈夫或妻子不忠

于对婚姻的承诺。譬如，丈夫对妻子说，“以前我爱你，但现在我不

爱你了；再见吧！”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人对婚姻的誓约不忠心，而

离婚呢？心理学家提出三个理由，第一，美国是个“丢掉”社会。圆

珠笔，用完了，丢掉！罐头可乐，纸杯可乐，喝完了，丢掉！麦当劳

汉堡快餐，吃完了，把包装纸，纸盘，纸袋子，丢掉！生病，看大

夫。注射针筒及医疗器材等(在美国)也都是一次性的！大夫的手套也

是一次性的！口罩也是一次性的。都是用一次就丢掉。有人认为太太

也应该差不多：家庭发生小小问题时，把太太丢掉算了！第二，因为

很多人离婚所以大家就互相学习坏榜样。“电影明星离婚，演唱家离

婚，邻居离婚，亲戚离婚；我

为何不离婚呢？”这是不少人

的观点。很多美国人离婚的第

三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

解决问题。不管是家庭问题，

事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

题，什么问题都好，解决问题

总是比两个人分离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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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解决问题，只知道离婚。 

在中国呢？根据『北京周报』的报导，中国妇女要求离婚的原因

包括丈夫喝酒，赌博，对妻子和家人凶暴。又有人提出夫妻二人，因

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必须分开住，因此就引起他们离婚。有的人要求

离婚是因为他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不好。也有人说因为必须和父母住

在一块儿，不能自立小家庭，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维持家庭，就离婚。

关于这些问题，我想我的听众比我还要清楚，所以我不必多说。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

原则和教诲来帮助和鼓励我们拥有一个更快乐美满的家庭，使得我们

在面对家庭问题时不必要离婚。请注意以下的建议：第一，要爱您的

配偶。我这里所提的爱包括性生活，但是性生活才是一小部分而已。

我说的爱是博爱，无私的爱，以配偶为中心的爱，是神爱世人的爱～

为世人（您和我）牺牲自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爱。请问，你

会不会为您的配偶牺牲自己呢？第二，为您的配偶服务。耶稣在世的

时候他时常为人服务。因为为他们服务就得到他们的尊敬。如果夫妻

二人都养成习惯要彼此服务，“把自己奉献给彼此吧...彼此应该高

估对方”(新约罗马人书 12:10)；这才是不自私的爱。第三，要与配

偶分享。我认为在夫妻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是属于私人的。包括钱

财，东西，责任，爱情，孩童等。包括喜乐，痛苦，荣誉和难关等。

如果两个人养成“同甘共苦”的观念，家事就自然会平衡一些。第

四，一定要鼓励，祝福，感激配偶，向配偶说些好话。老提出配偶不

端正之处有什么用呢？时常找出他的优点，称赞他，让他高兴；下次

他会做的更好。第五，体贴您的配偶，为他设想，体谅他。他过累，

让他休息吧。当他受到别人的伤害时，安慰他。过生日、过结婚周年

等，带他到外面吃个饭吧。太太生理期间让她多休息。丈夫加班时，

为他做他喜欢吃的菜。第六，原谅配偶。不吵架的家庭是很少有的。

对方得罪你时，原谅，宽恕他，使得两个人可以恢复往来，重新建立

好关系。圣经劝基督徒要原谅人家；丈夫妻子更应该这样。多少家庭

不美满快乐是因为夫妻二人心里含怒、不饶恕。如果不彼此认错，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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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原谅，二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只会恶化。朋友，请您自己下决心说，

“原谅要由我来开始。” 

希望这几个建议能够让您有个更快乐的家庭。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新约加拉太书 5:13-

26。 

 

1) 请坦白地告诉配偶你认为你自己需要多多地培养哪些“圣灵的

果子。” 

 

 

2) 请配偶告诉您，从他/她的角度来看，你需要培养哪些“圣灵的

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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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对准准准准““““焦焦焦焦点点点点””””    
Focus on God 

您喜欢照相吗？摄影是很好的嗜好，带给很多人不少快乐。如果

您是摄影的爱好者，您知道用好的照像机时要先对准焦点才照相。养

家也是这样～要先对准焦点，先决定在您的家庭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

事情，才会建立一个美满快乐成功的家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钱

财，名利，事业，学业等。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训练他的孩子读数

学，科学，外文等，好让他找到好的工作或出国上研究院。有人认为

健康是最重要的；不错，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其他所提到的都很

重要一样。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建议您看看圣经申命记所说是家庭最

重要的几点；圣经说要把神的话，神的诫命教导给您的孩子；这是父

母最大的责任。申命记记载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

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

论...”(6:4-9)。教导孩子明白、遵守神的话是父母养家时要对准的

焦点。 

您喜不喜欢看运动比赛？游泳，跳板，百米短跑等。运动人才不

是一天造成的。他们从小就接受训练，自幼立下目标，希望哪天可以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通常是他父母亲先立

下这个目标，之后慢慢地培养孩子的远见和

兴趣。基督徒所说的“灵性”方面的生活也

是如此～应该由父母开始，由父母带头，把

神的话语教导给小孩子，慢慢地培养他们，

帮助他们对属灵的生活感兴趣。在新约圣经

提摩太后书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如何的信仰

神，说：“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

外祖母罗绮和你母亲友尼基所有的那种信

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

(1:5)。换句话说，提摩太的外祖母(罗绮)

把神的话教导给她的儿女，提摩太的母亲(友尼基)；友尼基介绍她儿

子提摩太学习圣经的真理，相信，遵守。今天您我一样也要把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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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自己要立下目标帮助他们过属灵的生活，也要

培养孩子们的远见和兴趣，慢慢使得他们明白过属灵生活的重要。 

也许有人问，“怎么样作呢?” 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您，好吗？

我们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内人(爱伦)和我每天晚上，洗完了澡，上

床睡觉前，读圣经故事给孩子们听。等他们大一点以后，就开读圣经

（不是“圣经故事书”），但是用的是比较简单的翻译本。孩子渐渐

地把圣经的故事和其他的内容读熟了。无形中，神的话，神的原则，

神的道德标准，神的爱，都在他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等到他们长大

成人，嫁娶时，他们就立下目标让神的真理成为自己家庭之基础，而

且继续地继承我们教导他们的方法，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自己的孩

子。 

朋友，欢迎您让圣经帮助您对准养家的焦点。您一定要把最重要

的摆在第一～那就是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

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申命记6章。 

 

1） 请跟配偶讨论如何把申命记6章应用在自己的家庭里。 

 

 

2） 申命记 6:25 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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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依依靠靠靠靠神神神神过过过过日日日日子子子子    
Acknowledge Dependence on God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嫁娶，让内人和我拥有两个外

孙。几年以来我发现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他们都有“我自己会做”这个观念。虽然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喜欢

自己走路；虽然一定不会成功，但是他喜欢自己倒水，倒果汁，倒可

乐。他还不会写字，但是他一定要写给你看。我另外发现大人也差不

多是如此。都是“自己会，自己做。”换句话说，我们大人也不要依

靠别人。我们认为依靠别人或让别人帮助我们等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好学生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不然他就不

必要学习。我生病给大夫看时，为了清楚地了解我的病情，我希望大

夫要请教他的同仁。设计新形汽车和飞机时，如果只是一个人设计

的，我不敢乘坐那架飞机和汽车。您呢？古

语云：“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孔

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自己

可尽力的去做，但是还是离不开别人的帮

助。这都是一种“依靠”。 

如果您了解并同意我刚才所说的，那

么，请您想想接下来的话：世人不但要互相

依靠，世人也要依靠天上的神。耶稣基督

说，“承认自己灵性缺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新约马太福音 5:3)。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

爱的，所以我们可以承认神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和依靠。如果在某

些方面我们自食其力，可能就不能感觉到多么的需要神。每月的收入

够我们维持生活，孩子乖，家庭安定，身体健康；哪里还需要神呢？ 

但是基督徒都明白今天家里的安定也是神的祝福。今天我有工作

可做也是神的安排；今天我身体健康使得我跪拜感谢神。因此我就不

敢说我不需要神。相反地，它让我更明白与神同在的可贵。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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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歌罗西书 4:13)。保罗又

说，“...我软弱之时，就是我坚强之际”(哥林多后书 12:10)。基

督徒父母要训练孩子明白凡事他们都要依靠神，教导孩子知道每天三

餐饭是神给的。虽然农夫耕田，爸妈劳累的工作赚钱，作买卖的也有

份，但是话说回来，五毂，肉类，面食等都是神所赐的。虽然我们尽

量的保护身体，今天我健健康康地站在这里，也是神的恩典。犹太人

在旷野流浪 40 年，也是为了让一个新的世代明白当时的犹太民族要

依靠神。 

朋友，我希望您也要学习您如何的需要天上的真神。请您多多的

研读他的话语，明白他的爱，依靠他过日子。不要老说，“我自己

会，我自己作吧”；相反地，请您承认您需要神的同在和帮助。他愿

意帮助您。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诗篇 22 篇。 

 

1) 此经文的作者（大卫王）面对哪些危机？他怎么办？在新约

里，谁引用此经文？（耶稣在十字架时。） 

 

 

2) 如果大卫王和耶稣基督都需要依靠神，我们该试著依靠自己的

聪明过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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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回回忆忆忆忆神神神神的的的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    
Remember God’s Gracious Acts 

“但教儿女好，不必求财宝。”教导儿女，养育儿女，管教儿女，

纠正儿女，培养儿女，训练儿女，鼓励儿女，都是父母的责任。基督

教徒非常重视这个责任。圣经申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记

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

下，起来，都要谈论...”(6:4-9)。 

怎么样养育儿女呢？在申命记第 6 章我们可以找到几件事情帮助我

们作好父母。譬如，要用回忆让孩子们欣赏今天的成就。摩西说，

“...将来，你的儿子要问你：‘上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为什么

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法律诫命呢？’你要告诉他：‘我们曾经在埃及

作埃及王的奴隶，但是上主以大能解救了我们...’”(6:20-21)。摩

西告诉众父亲说，如果时常提醒孩子们说神为他们的祖先，为他们的

家庭，为他们的民族作了些什么，孩子们比较不会忘记耶和华神的作

为，比较不会离开神的道路。 

今天我建议您和我也要时常提醒我们的孩子，说神在我们的家庭作

了些什么，好好地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和恩典。您是基督徒吗？每年

在您受浸周年的那日子作一种纪念。跟孩子述说一下您成为基督徒前

后的改变。给孩子过生日时，也可以数算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是何

等重大。用照片，录音，录相带等帮助您和家人纪念这日子。请家里

面的长辈把您家的一些重要事情，故事和传说都告诉下一代。不然孩

子们会忘掉这些传家宝。那张椅子

是谁做？这幅画是谁画的？那棉被

的被面是谁绣的？那张照片是多久

以前照的；那些人都是谁？是我们

的亲戚吗？我们每天用的饭桌，看

起来，用了很多年，不是吗？是不

是我们家传下来给我们的？请你告

诉我它的历史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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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父母把这些故事告诉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把属灵的

事情述说给孩子们听也一样重要。创造宇宙的真神如何的爱我们家，

如何的帮助我们家。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

命，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欣赏、相信、

接受？是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时常让我们全家的人回忆神

的作为，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们记住神给我们家的帮助是何等的

大。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诗篇 78 篇。 

 

1) 请两位述说神如何地带领您的家庭来到今天。 

 

 

2) 请把神的带领、祝福、安慰及责备都写下来，准备教导给孩子

和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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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拒拒拒绝绝绝绝潮潮潮潮流流流流之之之之““““神神神神””””    
Reject Popular “Gods”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三个人才会

有一个可以当作圣人之师；如果是我，任何人在我身边，在某一方

面，一定可以作我的老师。为人父母的我们有责任作孩子们的老师。

对我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字很好玩。【徒】这个字是一个例子，这

个中国字形容两个人走在一块：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在您和我

的家中，我们是老师，孩子是学生。带领，教导，管教和鼓励我们的

孩子是我们绝对要有的责任。 

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六章摩西的话会帮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教

导我们的孩子。譬如摩西说，“不可敬拜别的神明～周围各国的神

明”(14 节)。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敬拜偶

像，假神或人手所造之物。今天在美国，我相信在东方国家也是一

样，人崇拜钱，物质，性，娱乐，教育等。今天大多数的人跪拜在物

欲之神的面前，在情欲之神的面前，在钱财，娱乐，酒精，香烟，赌

博，等神的面前，在贪心之神和种族歧视之神的面前，甚至在教育之

神的面前。对某一个国家来说，“崇外”可能是一个问题；对基督徒

来说，“崇物”一定是一个问题；基督徒不可以崇拜物质。同样，基

督徒不可以“崇拜”（贪恋）性欲，娱乐，钱财等。教育是非常重要

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崇拜教育。因此我们要好好地教导我们的孩子如

何把天父真神摆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事情、人物和任务之上。 

怎么办？我们如何能让神居首位呢？我们要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

子在自己的生命中，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呢？第一，自己要记得而且

请时常提醒孩子们，所有的物

质，钱财，娱乐等都是暂时

的。今天最新型的电脑，六个

月以后已经算旧了。买新汽

车，拿到汽车证和汽车牌照号

码，一离开厂商开一公里路，



 15 

车子已经算是二手车。最流行的衣服，穿一个季节以后它也算过时

了。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有责任教导孩子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我

们与天上之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希望我们帮助孩子认识清楚什么是现

代的偶像，什么是假神；我们要帮助孩子向天父的真神建立好关系。 

第二，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们自己要活出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

来。教导别人要由自己开始。言行一致。劝孩子不要老想到可以多买

什么东西，但是自己一直崇拜物质，有什么用呢？告诉孩子不要崇拜

性欲，但是自己看黄色杂志，好吗？ 

圣经把很重的责任给我们，是下一代的生命。如果孩子说“三人

行必有我师”，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孩子自己，其他两个应该是谁？

不是他父母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代价好好地养育我们的孩

子，使得他们爱在天上的父神，帮助在世上的人。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新约罗马书 12 章。 

 

1) 在此经文里，保罗提到哪些“神?” 

 

 

2) 在您的心理，在您的生命上及在家庭里，您有哪些“神”需要

把它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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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与与家家家家人人人人亲亲亲亲密密密密    
Intimacy 

请问，在您的家中您的孩子有没有觉得亲切感呢？孩子能不能感

觉到父母爱他们？孩子是不是感觉他们住在一种无话不谈的情况当

中？如果孩子有个心里深处的问题，敢不敢问父母呢？如果孩子想知

道一些跟性别有关系的事情，父母会不会拒绝孩子的问题？ 

我发现至少在美国，很多家庭不够亲密。

父母跟孩子的沟通不完美，甚至于有时候父母

很少跟孩子谈论心里深处的话题。真可惜！我

希望在您的家当中情况不是这样。 

圣经教导我们家庭应该是一个很亲密的单

位。神创造人类时，为家庭立下了原则，说，

“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

两个人成为一体”(创世记 2:25)。所说的“一

体”不只是性结合的意思；“一体”包括同一

个生活目标，同一个道德标准等。父母有责任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

标准，他们的目标分享给孩子。父母一样有责任让孩子知道也感觉到

父母爱他，父母要给他一个温暖的住处，精神上的支持，做人的基础

等。父母不要给孩子任何机会怀疑父母的爱。表示爱的方法之一是建

立一种无话不谈的气氛。 

谈到父母与孩子彼此之间的沟通，让我想到我的朋友。有一天他

告诉我有关他的女儿，形容他一转眼，女儿长大了。女儿差不多 12

岁时，高高兴兴地进了房间说，“爸爸，爸爸，我刚开始我第一次月

经!”但是爸爸的反应不是女儿所想象的。爸爸说，“我不要听这个

事情。”朋友跟我分享这句话时，我下了评论说，“你这句话错了。

在美国千千万万个父亲真希望他们的女儿跟他够亲密让她讲这种事

情。你的女儿敢跟你说，但是你拒绝她。你错了.”今天请让我问

您，如果您的女儿或您的儿子愿意跟您分享他私人的事情，或问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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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问题，您的反应可能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以此为荣呢，尽量地

回答他呢？或拒绝他呢？您家是哪种气氛呢？ 

谈到“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个经文，让我想到

美国人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孩子交谈性交这件事情或跟性有关系的问

题。但是我认为父母有责任跟孩子讨论性别等问题。圣经又教导我们

父母要与孩子交谈这种事情。何必让他们在不当之处听到呢？所谓不

当之处的意思是黄色电影和杂志，是孩子的同学，是比他们年龄大的

孩子或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大人。是的，父母有责任跟孩子交谈跟

性别有关的问题。有的父母买适当的书籍，先让孩子看，之后跟他们

讨论或让孩子问问题。有的父母给孩子研读圣经，因为圣经内容有时

候提到性方面的事情，所以自然而然地给孩子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朋友，请让我劝您，让您的孩子感觉住在一个无话不谈的家，父

母与孩子很亲密的家，充满爱的家里面。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箴言 5 章。 

 

1）箴言第 5 章所描述的父母教导给儿子/女儿什么样的智慧话? 

 

 

2）您的孩子跟您说过他们心里深处的话吗？您的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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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休休休息息息息时时时时间间间间 
Leisure-time Activities 

“爸爸，请跟我玩！”身为父亲的我们，哪一个没有听过这句话

呢？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应该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和活动之一。不但

要安排时间跟孩子玩，同样也应该安排时间跟妻子一块休息休息。散

散步，游泳，下棋，看电影，甚至于出外旅行都可以。 

在工业社会中，有时候生活会相当忙碌，无形

中没有给家人任何时间。听说很多日本妇女埋怨丈

夫说他们已经被工作单位取代。美国人休假时，以

前可以带太太和孩子到海边玩三天，不必想别的，

不必担心工作单位的事情。现在不同了。现在除了

太太和孩子以外，还是要带手机电话，笔记本电脑

等。不但可以跟办公室联系，还可以写电子邮件。

结果是妻子，孩子都认为在爸爸眼里，他们只位于次要；他们觉得爸

爸不休假，只把办公室拉到外面摆在阳光当中。同时,爸爸因为不放

弃公司的责任,所以没有办法休息和恢复精神。 

人需要休息吗？按照圣经的记载，连神创造天地人类以后他都休

息了一天。如果神都需要休息，何况人类呢？在旧约圣经中神对犹太

人说，“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你有六天可以工作；第七天是分别归

我的安息日这一天...都不可工作...”(出埃及记 20:8-11)。对我们

今天的人来说原则是我们要安排时间敬拜神，也要安排时间休息，恢

复精神。 

休息这个词有时候是娱乐的意思。娱乐英文是 recreation。

Recreation 这字是由 recreate 而来的。Recreate 就是 re(再的意思)

加上 create(就是创造的意思)，所以 recreation 等于“再次创造自

己”的意思。所以好的娱乐应该是让我们能够恢复精神，重新创造自

己的自我，并且给家人机会再次创造自己的自我。圣经记载耶稣基督

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会觉得累。如果神的儿子会感觉累，那麽，人

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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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独自几个人到旷野去，卸下他们的重担，

歇歇身体，恢复精神，一块祷告。如果耶稣带他的门徒到一个安静不

公开的地方，身为家长的我们也应该安排时间让我们的家人有些休息

的时间吧。 

我发现许多丈夫安排自己休息的时间，但是不把妻子和孩子包括

在他的计划当中。这个错误实在是太自私了！难道只有丈夫才需要恢

复精神吗？只有丈夫才值得得到这笔钱可买来的娱乐吗？据说日本妇

女又埋怨丈夫说他们所买来的娱乐不是正当的娱乐，所以不给妻子知

道；他们的错误太大！娱乐的目的是让家庭更加美满，和谐，快乐，

因此不正当的性欲只会破坏家庭。 

把话说回来，我们不是机器人，所以我们都会累，都需要休息的

时间。请让我劝你，每当听孩子说，“爸爸，请跟我玩！”，应该觉

得高兴快乐。此外，每几天，每几个礼拜，每几个月，安排时间给你

的全家休息的好机会，让他们恢复精神，让他们“再创造”自己，让

他们感觉得到你对他们的爱。我相信，如果您这样花时间和金钱在他

们身上，他们不只会感谢您，在他们眼光当中，您会变成“世界模范

丈夫和父亲。”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箴言 14:30; 

15:13,30; 17:22。 

 

1）最近六个月以来，专门为了“休息”或“玩耍”二位去过哪

里、做了什么？ 

 

 

2）请列出六个地方或六件事情二位要去或做为要“休息”，“再

次创造”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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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圣圣圣经经经经是是是是““““家家家家庭庭庭庭手手手手册册册册””””    
The Bible is a “Handbook” for the Home 

我们买新东西时，如电冰箱，微波炉，电脑，汽车等，公司都附

上一本手册，一本说明书，告诉消费者怎么样使用他刚买的新产品。

很多东西都有它的说明书，但是婚姻和家庭有没有说明书呢？我们有

没有一本手册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成功的家庭呢？有没有一本告

诉我们怎么样作很好的丈夫，很好的妻子，很有智慧的父亲，很有爱

心的妈妈呢，很愿意顺服父母的孩子？ 

答案是“有；的确有这么一本。”那本书就是圣经。 

圣经自称它是神的话，是神的书，是神为世人预备的一本充满智

慧的书。神凭着爱心把有关生命的事情写给他所创造的人。圣经自称

它能使基督徒“得以完全。”在这里“完全”的意思包括婚姻和家庭

方面。圣经的内容能够让很虔诚的男人作很好的爸爸，帮助很虔诚的

女子作很有爱心的妈妈，教导父母怎么样作有智慧的家长，训练小孩

子怎么样作孝敬父母的儿子和女儿。 

请听以下圣经对家庭的一些教诲：藉着父亲的口，神劝少年人：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箴言3:1)。藉

着摩西的口，神教导家长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申命记 

6:7)。”藉着十条诫命，神命令犹太民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的

日子...长寿(出埃及记 20:12)。”在新约里神藉着使徒保罗的口劝

丈夫妻子两个人说：“出于对基督的

敬畏，你们要互敬互让。妻子应该象

顺从主一样顺从丈夫...丈夫要爱你们

的妻子，就象基督爱教会并为教会献

出了生命一样”(以弗所书 5:21-25圣

经普通话译本)。圣经告诉年青的基督

徒说：“作儿女的，要按照主所要求

的那样孝顺父母，这是你们的本

份...”圣经又鼓励家长说：“作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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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来培养他们”(以弗所书 

6:1-4 圣经普通话译本)。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明白，神希望属于他

的家庭过美满、快乐的日子，家里的每个人都要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请问，您是不是想要建立很美满的家庭呢？想要做很好的家长和

父母呢？想要教导您的孩子听从您的教诲呢？想要引导您的孩子走上

正直路呢？您愿意在这弯曲的时代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呢？作

妻子的您，是不是希望丈夫要爱您，体贴您，以您为荣？作丈夫的

您，希望跟太太和谐相处，互敬互让，白头偕老呢？作父母的您，盼

不盼望孩子孝敬您，听从您的话，作成功的人呢？我相信您都会的。 

如果是这样，您需要一本手册指导您如何建立您的家吗？圣经就

是您所需要的那本！因此请让我鼓励您多研读圣经，让神的话祝福您

的家。请您跟我一样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圣经的确会帮助您作

一位很成功的家长，爱护您的另一半，养育您的孩子，使得您的家庭

美满、快乐、安宁、成功。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箴言 1:1-7; 2:1-

11; 22:6; 23:12-14；诗篇 119:9-11,105。请阅读《圣经》新约

提摩太后书 1:5-7; 3:15-17。 

 

1) 为何说《圣经》是“家庭手册?” 

 

 

2) 请跟配偶讨论及计划怎么样让《圣经》成为您家的“家庭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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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圣圣圣圣洁洁洁洁所所所所以以以以性性性性生生生生活活活活也也也也圣圣圣圣洁洁洁洁    
The Home is Holy Therefore Sex is Holy 

我请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请您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不要见

怪。我的问题是关于性和性生活：性是圣洁的吗？是肮脏的吗？羞耻

的吗？性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想要知道有关性的正确看

法，要从哪里找呢？好莱坞电影吗？黄色小说吗？同学吗？ 

都不是的。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性是天上的神所创造的，而且因

为性是神所造的，所以性是好的，是圣洁的。因为是神设立的，所以

对性的标准看法要由神而来。请让我与您分享圣经对性的观念，好

吗？ 

圣经肯定家庭制度是神所建立的，因此它是好的，是神所祝福

的。家庭的每一部分也是神所祝福的，包括性和性生活。性生活是圣

洁的，是神为丈夫妻子所预备的乐趣。目的是传宗接待，但是不只是

为了传宗接待，也是为了给丈

夫妻子机会表示彼此之间的爱

情和关心。性交是两个人最亲

密之时。性交不但是两个人身

体亲密而已，而且是两个人心

里最深之处的交往。难怪圣经

再三的强调性交应该限于婚姻

之内。婚外的性交都是罪孽。 

不同宗教对性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宗教抑制性生活，告诉信徒说

最好不要常常有性生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不自然！有

的宗教教导信徒说性生活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生育罢了。这种看

法也不对。圣经里面的“雅歌”让我们知道性交的目的之一是给夫妻

二人表示爱情的机会，又是给他们很好的乐趣。 

对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好莱坞和花花公子的看法，说性是一个

乐趣而已，所以随时随地可以享受它。“最好我不要得性病，不生育

等，但是我对谁感兴趣，就跟谁睡觉”。这样的人花天酒地，找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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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这样的人引诱同仁、欺骗同学；他毁坏别人的生命，破坏自己的

自尊。这种人很自私，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不顾虑别的人，

只想到自己。圣经断言这种人犯了罪，要受审判。 

把话说回来吧。圣经告诉我们说，性交是一件又自然，又美丽，

又神圣的事情。是神创造的、预备的、祝福的事情。是夫妻二人彼此

相爱的表示。是夫妻二人彼此表示如何地爱对方，让夫妻二人互相满

足对方的快乐，也是看见对方心里最深处的机会。 

朋友，请您不要被今天世俗的世界所骗。不要认为性生活就是好

莱坞电影公司所描述的那样。性是圣洁的，也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

好让您和配偶享受。请您多研读圣经，更进一步地明白这美妙事情。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旧约雅歌。（最好阅

读雅歌全部；至少读第 4 章。）请阅读《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 

7:1-5；6:15-20。 

 

1) 神为什么创造了性，为什么让人有性生活？（至少提出两，三

的原因。） 

 

 

2) 请夫妻二人彼此交谈如何能够让对方更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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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应应应应该该该该离离离离婚婚婚婚吗吗吗吗？？？？    
Should I Divorce? 

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让我们觉得最高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结

婚!” 如果是这样，那么，让我们最难过的一句话是:“我要离

婚。” 美国算是“离婚之国”，但是中国，每年也有很多人办离

婚。不论在国内或海外的中国人，到处都有人决定离开他的配偶。我

住在美国东南部，已经认识不少家庭有问题的华人。 

夫妻二人面对家庭问题时，怎么

办？应不应该离婚？身为基督徒的我

要介绍圣经的原则，从中得到这问题

的答案。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神建

立家庭制度，所以家庭是神圣的。神

希望两个人成家以后，就不要分开。

但是圣经也记载耶稣的教导说：如果

配偶对结婚契约不忠，犯奸淫罪，没

有犯奸淫罪的那配偶就有理由办离

婚。这样看来，不可以无故地结束一个家庭。耶稣证明家庭是神圣

的，结婚契约非常重要，夫妻二人不应该随便分开。 

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除了在犯奸淫罪的情况外，夫妻二人面对

很严重问题时，想要分开或离婚时，他们该怎么办呢？甲对乙不高

兴，怎么办？甲和乙性格不合、想法相反时，他们该怎么办？乙做了

很多使甲不能信任以的事情，怎么办？ 

在这么短的篇幅里，我来不及跟您解释太多，但是简单的说几句

话。第一，探究自己的心、行为、态度和您与配偶之间的关系。配偶

的坏行为，会不会是他针对您对他的反应？请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

说，配偶所犯的错误都要归咎您。他自己要负责。但是，他负责的同

时，您也应该省察自己，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缺失。很多不愉快的婚

姻已经变好了因为受罪的那位，发现他也有错，而改变他的行为。结

果犯罪的那位也悔改了而改变他的想法和行为。处于生死关头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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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弃离婚的权利，而决定共同生活，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婚

姻。 

第二，配偶得罪您时，要原谅。有人说，“forgiveness doesn’t 

make the other person right, it makes you free.” 原谅不表示对方没

有错；原谅使你得自由。” 意思是，当您原谅配偶时，并不表示配

偶的行为就是对的了；也不表示您同意配偶的行为。但是，您原谅他

时，是把那非常重的重担，从您的身上卸下。您不必再为这件事情担

忧，不必再为这个错吵架，不必再为这个罪生气。原谅配偶很有用。

当然，我们希望对方也懊悔他的行为和态度，但是您不必等到他悔改

了，您才原谅他。我知道这点很难作到。请记得，天上的神是我们的

榜样和标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作罪人时，神先差遣耶稣降

世，为赦免世人的罪而死 (罗马书 5 章)。神愿意原谅我们；我们不

能原谅配偶吗？ 

我劝您，面对家庭问题时，请不要马上办离婚。先反省，之后原

谅配偶，重新建立您的家庭。   

 

 

 

 

 

☺ � 思考：请跟配偶一块儿阅读《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5:31-

32；19:1-12；哥林多前书 7:8-40；马太福音 18:15-35。 

 

1) 当配偶得罪您时，为何要原谅他？ 

 

 

2) 请夫妻二位在私下列出十项具体行动，让配偶知道你爱他/她、

欣赏他/她、感谢他/她。之后，在两个月以内，把十项通通行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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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YNOPSIS 

1. Triangles That Establish and Secure the Home 

We can compare the home to three triangles, the first of which represents love.  The top 

corner of the triangle represents God, and the bottom two corners symbolize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Both peopl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by love, and each is connected to 
God in the same way. God’s love for mankind defines the love of one spouse for another. 

The second triangle represents loyalty. If a spouse is unhappy, or if one partner falls out of 

love, loyalty to the marriage and to God keeps the couple together while the problem is 
being solved. The third triangle represents the marriage covenant. In marriage, a couple 

makes a covenant with Go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society. 

Read with spouse: Ephesians 5:21-33 

1) Discuss the “Triangles” in context of this passage.   
2) Apply this passage to your own home 

2. Purpose of the Home: To Glorify God 

The home was not instituted by accident, neither is it a product of evolution, rather the 
home was established by God. Consequently, one purpose of the home is to bring glory to 

the One who made it. The choice of one’s spouse can determine how happy a person will 

be in life, and that choice will also be a large factor in where a person will spend eternity, 
hence the choice of a marriage partner is one of life’s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Read with spouse: Genesis 2:15-25 

1) List the goals both of you have set for your home. Beginning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list at least four goals.   
2) Tell your spouse how he/she makes up for your deficiencies. 

3. Problems in the Home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high divorce rate in the United Sates. America is a “throw 
away” society; consequently some people carry this concept over into the home. Many 

people look to the wrong examples of what normal homes are. They see friends, neighbors, 

co-workers and movie stars divorce, so they assume that divorce is the answer to their 
problems as well. There are several causes of the increased divorce rate in China also. 

Because of their work situations, some couples cannot live together; instead, they live in 

different cities, causing frustration to each partner. Numerous couples cannot afford to 

move out of a parent’s house and live on their own, and so their home is stressed. Divorce 
can be avoided if each spouse will love, serve, encourage, share with, be thoughtful of and 

forgive each other.    

Read with spouse: Galatians 5:13-26 
1) Tell your spouse candidly what “fruits of the Spirit” you need to develop in your own 

life. 

2) Ask your spouse to tell you honestly what “fruits of the Spirit” he/she thinks you need 

to develop. 

4. Focus on God 
“Focus” is as important in the home as it is in photography or sports. Since the Bible tells 

us to teach our children the word of God from their youth (Deuteronomy 6:4-9), we should 
begin early to read the Bible with our children. Start with a Bible story book, and then use a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e entire Bible. God’s truth will serve as their foundation for life. 

Read with spouse: Deuteronomy chapter 6 
1) How can you use Deuteronomy chapter 6 in your home?   

2) What does Deuteronomy 6:25 mean? 

5. Acknowledge Dependence on God 

Many people think that asking for help indicates that one is unable to be self-sufficient. We 
applaud a person who goes to school, however, which in fact is admitting that on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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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it all. All of us readily seek the service of a physician when we are sick. It should not 

embarrass us, therefore, to receive help from God, and to acknowledge that he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Read with spouse: Psalms 22 

1) What crisis did King David face when he wrote this? What did he do? Who in the New 

Testament quoted this psalm?  (Jesus when on the cross.)   
2) If King David and Jesus needed to rely on God, should we always try to be self-

sufficient? 

6. Remember God’s Gracious Acts 
Just as Moses instructed his people to recit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ow God freed 

the Hebrews from Egyptian slavery, we too should instill in our children how God has 

blessed and cared for our families. Teach children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Who painted 
that picture? Who is in that old photograph? What is the history of our dining room table? 

Read with spouse: Psalm 78 

1) Recount what God has done in your life to bring you to the present. 

2) List how God has lead, blessed, comforted and disciplined your family. Save this list 
and teach it to y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7. Reject Popular “Gods” 

Deuteronomy 6:14 demanded that the Hebrews stay away from the gods of the nations 
around them. Today, we not only must refuse to bow before idols, but we also should reject 

the gods of money, materialism, sex, amusement, education, etc. Teach children that all 

these things are temporary, and then determine to set before children a proper example 
regarding these things. 

Read with spouse: Romans 12 

1) What “gods” does Paul mention in the passage? 

2) What “gods” do you need to dispose from your heart, your life and in your family? 

8. Intimacy 

How much intimacy do children see and feel in your home? Do they feel free to discuss 

any subject? Would they share their inner-most thoughts with you? Have or will you 
discuss sex with your children? Reading through the entire Bible with your children is a 

good way for sex and other sensitive subjects to come up naturally, and to be discussed in a 

wholesome and Godly environment. 

Read with spouse: Proverbs chapter 5 
1) What wisdom does the father in Proverbs 5 share with his son/daughter?  

2) Has your child ever shared his inter-most thoughts with you? What was your reaction? 

9. Leisure-time Activities 
“Daddy! Come play with me!” is a sentence heard often, but in our modern society, some 

parents find it difficult to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It’s important, however, 

not to let children think they take second place to your work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importance of recreation can be seen in the English word itself—to “re-create” oneself and 

one’s family. 

Read with spouse: Proverbs 14:30; 15:13, 30; 17:22 

1) Within the past six months, what have you and your spouse don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relaxation” and “fun?”   

2) List six things you would like to do or six places you would like to go to “re-creat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10. The Bible is a Handbook for the Home 

Most every item we buy comes with an instruction manual or handbook, everything that is 

except marriage and children. God created mankind, and he established the home, th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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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serves as the best handbook for happy and successful homemaking, and for raising 

children.  

Read with spouse: Proverbs 1:1-7; 2:1-11; 22:6; 23:12-14; Psalms 119:9-11,105; 2 Timothy 

1:5-7; 3:15-17 

1) Why is the Bible a “handbook for the home?” 

2) Discuss and plan how to make the Bible the handbook for your home. 

11. The Home is Holy Therefore Sex is Holy 

God created sex, so sex is good and sex is holy.  God created the home, and God provided 

sexual relations as a joyful element in marriage.  Images from Hollywood, and the 
“playboy mindset,” are perversions of sex, and are totally self-centered lifestyles.  Sexual 

intercourse, as God intended, however, is natural, beautiful and holy; it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Read with spouse:  Song of Solomon (best to read entire book, but at least read ch. 4). 1 

Corinthians 7:1-5; 6:15-20 

1) Why did God create sex?  Why did God enable mankind to have sexual activity?  (Give 

at least two or three reasons.)  
2) Discuss with your spouse how you can make him/her happier. 

12. Should I Divorce? 

What sentence is sadder than, “I want a divorce!?” Should a couple divorce when they face 
problems? God doesn’t intend for homes to be broken. When Jesus discussed adultery and 

divorce, he emphasized thereby how holy and important the marriage covenant is; hence 

people should not divorce on a whim. What should you do when you face huge marriage 
problems (other than adultery)? When ill-treated, how should you react? Probe your own 

heart, actions and attitudes. Your spouse’s actions were wrong, but what about your 

attitudes? Forgive your spouse. Someone said, “Forgiveness doesn’t make the other person 

right, it sets you free.” Yes, you hope your spouse will repent, but don’t wait on that.  God 
forgave you; you forgive your spouse. Forgive, and then try to rebuild your home. 

Read with spouse: Matthew 5:31-32; 19:1-12; 1 Corinthians 7:8-40; Matthew 18:15-35. 

1) Why should you forgive your spouse when he/she offends or sins against you? 
2) In private, each spouse list ten specific things you can do to make your spouse know 

that you love, appreciate and are thankful for him/her. Do each of these things during 

the next two mont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