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发明的婚姻

2021 年 9 月 12 日的讲道

《《创世记》》 1：20-25;2：18-24

上周，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关于婚姻的系列讲道，我向你们介绍了《上帝宏大故事的四个篇章》。

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此图像。

本周我们将研究第一场婚姻，这发生在第一个篇章：创造。

下周，我们将研究发生在第二个篇章“堕落”中的第一次婚姻冲突。

以下是我们今天讲道的提纲。

第 1 点：上帝美好的创造（《创世记》1：20-25）
第 2 点：上帝发明婚姻（《创世记》2：18-22）
第 3 点：成为一体（《创世记》2：23-24）

在我们开始一起看神的话语之前，你们能和我一起祷告吗？

圣灵，请打开我们的内心和头脑，让我们认识耶稣这永活的道。

天父，我们要成为顺命，喜乐，多结果子的儿女。

请用你的话，用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更像耶稣。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第 1 点：上帝美好的创造

《创世记》 1：20-21
20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21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我喜欢用木头建造东西。

这是我在厨房里建的橱柜的照片。

这些是我在家里建的一些书架。

我对创造和建设的热爱来自上帝。

你也是这样。

当我们制造东西时，我们反映了上帝的形象。

我为什么要建造这些书架？

是的，要储存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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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建造了所有这些橱柜和架子， 它们都是空的， 那会很奇怪。

它们是为了容纳东西而建造的，用来装满正确的东西。

当上帝造就了地球、大海和天空时，它们是空的。

然后在第 20 节和第 21 节中，我们读到了他是如何用正确的动物填充它们的。

每个植物和动物都是上帝为特定环境设计的。

就像我为大书建了一些高书架，为小书建了一些短书架一样。

《创世记》 1：22-23
22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上帝赐予动物们力量来更多的繁殖。

祂祝福动物、鱼和鸟，这样它们就可以“滋生繁多，充满地球”。

稍后，祂会告诉亚当和夏娃去做同样的事情。

动物如何繁殖？

上帝在创造中提出了一种模式，要求男性和女性来生孩子。

上帝祝福一切创造，有能力一代又一代地繁殖自己。

要做到这一点，男性和女性必须以非常个人化的关系走到一起。

对于动物来说，这只是一种身体关系。

但是，因为人类有灵魂，我们是在上帝的形象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应该是心灵、灵魂和身体的紧密联系。

《创世记》 1：24-25
24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

25 于是　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当上帝制造鱼、鸟和动物时，祂“各从其类”制造了它们。

你在第 21、24 和 25 节看到这句话了吗？

牛和马是不同种类的动物。

狗是一种动物，猫是另一种动物。

两种不同的狗可以杂交，像我们的狗罗斯科。

它一半是雪纳瑞，一般是贵妇犬。

罗斯科是雪纳瑞和贵妇犬杂交狗。

但是狗和猫不能一起制造一个狗猫， 对吗？

你看我的朋友们，上帝在祂制造的那种生物上非常有创造力。

他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但上帝也创造了秩序和结构，并规定了事物如何运作。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 21 和 25 节，上帝说，他造的都是好的。

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充满了美好的食物和水，以及生活所需的一切。

上帝提供了美好的边界，用物理学、生物学和道德方面的定律来支配所有的创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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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甚好，读第 18 节时，我们有点惊讶。

第 2 点：上帝发明婚姻

《创世记》 2：18
18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突然在第 18 节有些东西是不好的。

亚当一个人是不好的。

问题不在于亚当的孤独。

问题是：亚当不完整。

他不能做上帝让他承担的任务。

上帝告诉亚当要照顾地球，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

上帝也希望亚当让地球上有更多的人。

亚当绝对不能自己生孩子！

亚当一个人是不好的，因为上帝有事要做，他需要一个伙伴。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结婚。

也许你感到孤独

我想让你知道，我没有忽视你的感受。

上帝关心你的孤独。

上帝也给了单身人士要做的事情。

他所有的孩子都以特殊的方式祝福他人，拓展祂的国度。

请不要以为结婚会给你带来完全的幸福。

单身是困难的，因为一切都被打破了。

结婚是困难的，因为一切都破碎了。

堕落已经损坏了一切。

今天地球上没有什么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快乐和满足。

我们住在园子和城之间。

没有孩子的已婚夫妇需要听到同样的信息。

如果你不能有孩子，我们和你一起悲伤。

上帝有时祝福不孕夫妇让他们收养孩子，这是美好的，也很好地刻画出上帝自己是如何收养我们到祂的家庭

中的。

然而，在创造中有一种模式，我们心里都明白。

这种模式就是，夫妻相爱并走在一起创造有自己形象的孩子，并给他们起名字。

当一对夫妇不能参加创造的祝福时， 会很痛苦。

因为上帝宏大的故事中的第二个篇章堕落， 我们不再住在园子里了。

我们住在园子和城之间。

但由于第三个篇章，即使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也有盼望。

下周我们将更多讨论这方面。

现在，让我们多看看上帝原来非常美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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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19-20
19 耶和华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

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20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亚当在这里得到了一份重要的工作。

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身边，看亚当会怎么称呼它们。

这是人类像上帝的另一种方式。

上帝创造白天和黑夜，并给它们命名。

祂创造了天地，并给它们命名。

如果你开了一家新公司，你可以为它取名。

如果你写一本书，你可以给它取一个标题。

如果你有孩子，你可以为他们选一个名字。

上帝正在与亚当分担创造和命名的责任。

有趣的是，上帝在夏娃存在之前就给了亚当这份工作。

我认为上帝有充分的理由。

事实上，上帝总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祂该做的事，对吗？

当然。

当亚当做这项工作时，他必须观察每只动物，并思考每只动物的最佳名称。

我想亚当可能注意到了所有这些生物的一些事情。

每种生物有两种类型。

你注意到这些成对的动物有什么特点了吗？

你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对吧？

但是它们是相同的吗？

不，有公有母。

上帝制造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

每个公动物都有适合它的母动物。

“但对于亚当来说， 他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帮手” 是第 20 节所说的。

当你读到第 20 节中的”帮手”这个词时，请记住，上帝创造夏娃不仅仅是亚当的助手。

她是一个必要的伙伴。

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待我们的配偶的，即作为一个必要的伴侣。

希伯来语单词”帮手”在旧约中十六次被用来形容上帝。

上帝从来不是我们的助手，朋友。

上帝是拯救者，也是祂的百姓在绝望时的帮助者。

在《诗篇》33：20 中，我们读到：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

这是我们在《创世记》2：20 中看到的希伯来语的帮手一词。

上帝是提供我们没有的东西的那一位。

上帝把亚当交给夏娃是因为亚当没有伴侣帮助他完成上帝对人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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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21-22
21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22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注意上帝把夏娃带到了亚当面前。

天父上帝把新娘带到新郎面前，就像我们今天的婚礼一样。

夏娃是上帝赐予亚当的礼物和祝福。

有时在英语中，我们称我们的配偶为”我们更好的一半”。

也许这句话就是来自这段经文。

第 21 节中希伯来语的“肋骨”一词指的是亚当的整个侧面，他肋骨的一半。

亚当的很大一部分是为创造夏娃而牺牲的。

上帝本可以从尘土中制造夏娃， 就像他造了亚当一样。

但上帝决定删除亚当的一部分，并用它来使夏娃。

这背后有很多意义。

请听马太·亨利的这句话：

女人“不是用男人的头造的好压制他，也不是用他的脚造的好踩在他的脚下，而是用他侧面的肋骨造的好与

他平等，那里正好在他的胳膊下好受他的保护，也靠近他的心脏好被他所爱”。

太美了

那是上帝设计的婚姻。

但由于罪，我们的人际关系受到了损害。

丈夫和妻子争夺权力和控制权。

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与外星人作战，与一个很奇怪、难以相处的人战斗。

在那个时候，回想上帝的设计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称那种婚姻设计为”成为一体的婚姻”。

第 3 点：成为一体的婚姻

《创世记》 2：23
23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当亚当给牛、鹰和鳄鱼取名时，他可能在想，“那只动物的骨头和我不一样。

那只动物的肉和我不一样。

每个动物都和亚当不一样。

但后来亚当看到了夏娃。

他想，“终于，这个有像我这样的骨头！

她有像我一样的肉！

但她在一些方面也与我真的很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娜奥米穿着婚纱的照片。

我看起来有点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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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惊讶于她的美丽和她的内心。

我太激动了，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我身边。

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也许也有张这样的脸，你不觉得吗？

亚当在婚姻中的第一个做头的行为是给夏娃起个名字。

然而，他不像给动物起名那样给她起名字。

她的名字揭示了亚当和夏娃之间成为一体的联系。

第 23 节中希伯来语的男人对应的词是 “Ish” 。
女人的对应的是“夏娃”

这就是成为一体的婚姻如此强大而美好的原因。

在这个教会里，我们正在努力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建立爱的关系。

这可能很难。

但是婚姻是学习如何做跨文化事工的好地方。

因为，如果你仔细想想，婚姻是历史上第一次跨文化的关系！

上帝使男人和女人“成为统一类”，但祂给了我们重大而奇妙的差异。

正如法国人所说，“Vive la différence！”

朋友们，有时婚姻中有冲突是因为我们希望对方和我们一样。

像我们一样思考，像我们一样行动，像我们一样生活。

像我一样把碗碟放进洗碗机。

但你并不想嫁给自己。

亚当和亚当无法完成上帝交给亚当的使命。

“Ish” 需要 “Isha”

夫妻之间的差异也在我们的婚姻中引起摩擦。

但是这种摩擦意在揭示我们的罪和自私，这样我们才能治愈它。

当我们学会悔改和宽恕时，上帝可以利用摩擦和冲突使我们更像基督。

上帝希望我们从罪恶的自私中成长，学会像基督服侍我们那样服侍他人。

《腓立比书》2：3-8 说：

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

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就是福音，我的朋友们。

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纯全的生命和牺牲来拯救罪人。

如果你相信这个福音真理是给你的，耶稣的牺牲是为了你个人的罪，那么你就会得救。

接受耶稣的舍己之爱是你唯一的办法，你可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正如第 3 节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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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你知道我们可以让福音向世界显明吗？

当我们为了所爱之人而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偏好时，我们就在这样做了。

当我们效法基督为我们倾注的牺牲之爱时，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理解福音。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

《创世记》 2：24
24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磁铁般的吸引力。

我们渴望成为一体，彼此结合，因为上帝用人的肉体造了女人。

但是，成为一体不仅仅是关于身体的关系。

在英语中，我们有时称性为“制造爱”。

但是性行为不能“制造爱”。

成为一体的夫妻，首先必须在灵魂和心灵中成为一体。

灵魂的合一意味着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有着同样的对基督的信靠。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警告基督徒只能跟其他基督徒结婚。

如果你们没有在最深的属灵层面上连接，那么在内心和身体上也很难连接。

内心的合一意味着我们为彼此牺牲，倾听彼此，共同做决定。

当两颗心深深地合一，身体就会合一。

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在婚姻中建立健康的身体关系，那只能从真正的心灵和灵魂的合一入手。

好的婚姻是关系三角。

我们在三一真神里面也看到了同样的模式，父和子和圣灵之间有着爱的纽带。

子顺服父，圣灵顺服父和子。

他们在权力、威严和神性上都是平等的。

他们选择以这些方式相互联系，作为我们的典范。

在上帝设计的婚姻中，亚当顺服上帝，亚当在爱中带领他的妻子。

丈夫如果不愿意存舍己的心，温柔地带领妻子，就等于不愿意顺服神。

但是，当夫妻双方与上面的神关系密切时，他们就可以悔改，宽恕对方，爱对方，就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

在成为一体的婚姻中。

当婚姻产生孩子时，父母有机会帮助他们的孩子建立新的关系三角，即神，丈夫和妻子。

要成为一体，第 24 节提供了一个方程与三个步骤。

A + B = C.
A：男人应当离开父亲和母亲。

B：这个男人会和妻子合一。

C：他们要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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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男人不与父亲和母亲分离，他就不能依附于他的妻子。

我知道，在你们一些人的祖国，妻子离开家庭，和丈夫的家人住在一起是正常的。

我不是说这种文化习俗是错误的。

但我确实想知道，丈夫是否更难脱离父母，更难以依附于妻子。

我可以问在坐的男人们一个问题吗？

如果你的妻子和母亲之间有分歧，你会怎么做？

你支持你的妻子还是你的母亲？

你对谁忠诚？

有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非洲神学家叫奥尼西穆斯·恩贡杜。

他非常理解与丈夫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文化习俗。

他建议丈夫的父母在婚礼上说下面这样的话，以帮助一对新婚夫妇跟父母分离，并彼此依附：

“我们当着你们的面公开宣布，我们承认我们的儿子和他的新娘的新关系。

我们愉快地释放了他，让他进入一个新的夫妻关系。

这种独特而特殊的关系要求他‘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我们现在公开释放他。

我们不希望干涉这两人作为夫妻的新婚姻关系。”

即使你不和丈夫或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我认为每一个婚姻都有重要的方面。

我们是否脱离了任何妨碍我们完全依附于配偶的东西？

有什么能干扰我们成为一体吗？

请主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样你就可以消除你婚姻中的障碍。

下周我们将看到撒旦如何试图打破上帝、亚当和夏娃之间爱的关系三角。

牠这样做，让我们怀疑上帝的爱，并专注于自己，而不是我们爱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能一起祷告吗？

天父，谢谢你为人类制定的美好计划。

我知道，我的许多朋友感觉远离了伊甸园和你美好的计划。

这里有人是单身，想结婚。

或者他们想生孩子

或者他们的婚姻真的很难， 他们不明白它怎么能变得更好。

谢谢你，主啊，做孤儿的父。

你让孤独的有家。

帮助我们的教会大家庭成为我们每个人获得平安、盼望和成长的源泉，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

请使用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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