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課 
與基督成婚  

(Married to Christ) 
 



Paul Tripp牧師結婚前負債數千美元，
還不知如何償還，結果一進入婚姻後，
他的學生貸款頓時成了他妻子的債務，
而他妻子多年的積蓄成了他的資產。
同樣地，當我們成為基督徒(進入與
基督的親密關係中)的那一刻，基督
承擔了我的一切債務，並慷慨地將祂
所有資產賜給了我。這是何等驚人的
恩典！ 

《磐石之上》一書說 ：「我們所有
的屬靈福份無不在基督裡，也只有當
我們在基督裡，這些在基督裡已屬我
們的福份，才會讓我們在實際經歷中
體驗得到。聯合與相交是舊約中神與
祂百姓之關係的中心。」(p.171) 、
「如果我們是與基督聯合的，那麼我
們就是與祂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聯
合。」(P.177) 

我們將在這一課來認識改變我們的那
一位。 



聖經說，改變發生在深度的個人關係中，這關係被建立在一個穩固的法定根基上；

而我們逐漸被模造成我們良人的形像。如腓一6所言，這善工始於和基督建立的關係，

並且將在更深與祂連結當中成全這工。這是最獨到的聖經改變觀，沒有任何世俗或

宗教改變人的方式與聖經的觀點相近。聖經給我們的不是一套改變的規條，基督給

我們的偉大禮物是祂自己！ 

無論舊約或新約，都以婚姻來描述我們與神的關係。這乃是依據盟約的觀念。盟約

是關係上的承諾，神成為我們的神，我們成為祂的子民 

 結十六8：「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你的時候正動愛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

遮蓋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賽五十四5：「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

以色列的聖者；祂必稱為全地之神。」 

 弗五31-32 用婚姻比喻基督和祂子民的關係：「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聖經使用婚姻描繪我們與神合法、深刻、雙向的關係，儘管我們與基督的婚約尚未

完全實現 (already but not yet)，但我們已經在這婚姻中了，這關係由神起始，我們參

與其中 

改變你的那一位 



當你思想基督徒生活是一個要窮究一生改變的過程時，什麼是你認為關鍵的

改變要素？我們大多數人專注於恩典之法(means of grace)，如讀經、禱告、團

契生活、讀屬靈書籍、擘餅、服事、做見證等。神有目的地使用這些管道，

但它們本身並不是那個目的；只要不把它們當成終極目的，所有恩典之法都

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基督徒人生並不局限於這些管道；多處經文幫助我們

看見與基督聯合有多麼美好： 

 林後十一2-3 提到與基督連結 

 西一15-23 描繪了我們新郎的形像 

 西二1-15 告訴我們，藉由我們的信心，基督賜與的改變生命的福氣 

專注於基督 



與基督成婚 

基督在神兒女生命中有多重要？保羅在林後十一1-3告訴我們，我們多麼容

易忘記基督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保羅以為父的心用婚姻來描繪基督徒與基

督的關係——祂是丈夫，而聖徒是純潔的新婦 

在第一世紀時，訂婚幾乎等同於結婚；我們許配給基督的人，雖然等待著

將來與羔羊的婚禮，但此時已身在婚姻關係中。保羅擔心我們會被引誘愛

上錯誤的對象，他勸勉我們要謹守我們的心，持守我們與基督的關係、向

祂專一，若不儆醒，極易出軌 (你與基督之間是否有第三者？) 

林後十一1-3 

但願你們寬容我這一點愚妄，其實你們原是寬容我的。我為你們起的憤恨，

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

童女，獻給基督。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

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許配給主是什麼意思？ 

 神透過基督使人與祂和好，並且與人建立一個極親密的個人化關係。基

督已經把我們視為祂愛的對象，而我們把基督當成我們的終極配偶作為

回報 

有哪些虛假的情人會誘惑我們忘記真實的丈夫和祂的信實？我們為什麼會去

敬拜其他事物來取代基督？ 

 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會去敬拜那些吸引我們的事物。我們容許許多事

物奪走基督的美麗。我們對主的認識太膚淺、對主的經歷太少，我們將

心投入於工作、他人、心境(舒適、安穩)、成功、能力、平安或金錢等事

物上，然而我們無法從其中得到自己的定位與人生意義 

 例子：作者非常看重舒適自在，在勞累了一天之後，他期望有自己休憩

的時光。舒適和休閒是美好的，但它們若變得比基督更重要時，便會使

我們陷入犯罪的光景 (回到家，看見一屋子孩子，無法好好享受寧靜時光，

脾氣很快就上來了——因為敬拜了「舒適」這個錯誤的情人) 



我們用許多錯誤的模式來形容基督徒人生：商業模式——勤奮工作並得報酬；

屬靈模式——規劃完善的靈命操練；教育模式——追求更多神學知識，認為這

等同於認識和愛基督。但基督徒人生實在比這些更親密、更個人又更全面。

我們要注意下列這些有關與基督連結的實際情況： 

 凡許配給基督的人，今生的重心便不在追求個人幸福，而在於靈命的純

潔——我持守對耶穌的忠實， 還是從別處尋找滿足？無論順境或逆境，

我的注意力必須永遠放在我的丈夫耶穌身上 

 我的婚配有著已然未然(Already & Not Yet)的體制——我的「現在」是為

了我與基督成婚的「將來」。現今是婚禮預備期，羔羊的婚宴將在天堂

完成。基督成為我的獎賞，任何使我遠離祂的事物都不再重要，生活的

每時每刻都成為變得更像基督的機會 

 基督是基督徒人生的一切——基督徒生命遠超過靈命追求、金錢奉獻、

參與事奉、教義學習、敬拜情操等，我們可以做著這些卻沒有讓基督在

生命中居首位。保羅說，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在許多世上的「情人」環

伺之下，仍保持對主忠貞不渝。若基督真是惟一值得我們為之而活的主，

我們需要反覆思想祂的美好，瞻仰祂的榮美！我們需要專注我的夫婿是

誰？祂有何吸引力？與祂成婚有何益處？ 



一個盼望進入婚姻的人要問的最明顯和最重要的問題是：「我要結婚的對象

是誰？」如果我要終身委身於一個人，我便想在結婚前儘可能地了解即將與

我常相廝守的這個人。同樣地，基督要我們在成為門徒之前，先計算代價 

保羅在西一15-24 描繪出我們無與倫比的基督： 

良人基督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

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

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

萬有也靠祂而立。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

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既然藉著祂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與自己和好了。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祂為敵。但如

今祂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

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

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是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

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耶穌比萬有都美好！當我們看見祂的超凡，怎可能再愛上其他事物？上述經文用了一
連串的名字、品格特質與角色來描寫耶穌，幫助我們按祂所配得的認識祂並尊崇祂： 

1) 祂是神，彰顯神的榮耀 

2) 祂是首生的 (地位上)，超乎萬有 

3) 祂是萬物的創造主 

4) 萬有都為祂而造，祂是宇宙的中心 

5) 祂是永存的，在萬有之上 

6) 萬有靠祂而立 

7) 祂是教會的頭，掌管教會並賜教會生命 

8) 祂是死人中首先復活的，使我們也能經歷復活 

9) 祂是至高的，無一事物能與祂相比 

10) 祂是神的豐盛，我們無需到別處尋找滿足 

11) 祂使萬有與神和好，祂的救贖是我們惟一需要的拯救 

12) 祂是和平之子，帶下上帝的國度，使罪人與神合一、享受神的榮耀 (因祂放下
自己的榮耀，為我們死而復活) 

基督配得人心中超絕的地位，配得純潔虔誠的敬拜。祂是你的創造主、救贖主、支撐

者，是你真實的丈夫(屬靈的實際)。基督是你生命的中心嗎？你在家庭、工作、友誼、

婚姻、飲食、性傾向、事奉、思想、享樂、時間和金錢上展現出對基督的忠誠嗎？ 



在地上的婚姻關係中，夫妻仰賴主恩一同成長，在更了解對方的優點之時，

也看見對方的罪和軟弱，是互相的。我們與主的婚姻卻不同，基督只賜下資

產，我們只帶來債務，這是個不平等的盟約，但基督仍願與我們聯合。我們

都不願意讓人看見我們的缺點、錯誤或軟弱，害怕他人知道我們的真相後會

排斥我們、批評我們，而真實的婚姻就是當我們的配偶認識我們的本相後依

然愛著我們。我們的主就是這樣，祂清楚我們是怎樣的人，還全然以永遠的

愛愛著我們(耶卅一3)。即使我們在婚姻中不忠、與祂疏遠，祂仍然接納我們、

耐心等候我們回轉，仍然在我們無助時，伸手幫助我們。除非我們看見自己

的本相，否則我們無法完全領會基督所賜的福分有多麼寶貴！ 

基督到底看中我們什麼，使我們成為祂愛和恩典的對象？ 

 其實我們根本一無是處，基督憐憫我們只因祂選擇如此 

與基督聯合的福分 



我們給這個婚姻帶來什麼？ 

 我們有罪且遠離神 (西一21-23)。我們與神為敵、悖逆祂 

 我們愚昧且眼瞎 (西二1-5)。我們極易受迷惑，罪使我們心眼被曚蔽，自以為
義、以為能靠自己過好日子 

 我們無能且受轄制 (西二9-15)。保羅用「死亡」形容我們何等受困和無助 (當
我們死了，什麼也做不了，即使知道神喜悅什麼，也活不出祂要的生命)。當
我們承認聖經所描述的我們罪惡的本相，我們會感到無顏見我們未來的夫婿，
然而，保羅鼓勵我們不要因此遠離祂，反要因著祂的品格而感到安慰，每日
與祂相交 

基督給這個婚姻帶來什麼？ 

 耶穌使我們稱義。我們是遠離神、悖逆的罪人，但祂的生命、死亡與復活使
我們從罪惡、刑罰、羞愧中得釋放，我們在祂眼中是聖潔無瑕、無可責備的
(西一22)。這是過去的恩典 

 耶穌是我們的智慧。我們愚昧且眼瞎，但耶穌賜我們一切的智慧和知識，這
是現在的恩典 

 耶穌是我們的能力。我們無能且受轄制，但祂賜我們能力使我們能活出當有
的生命，同時應許我們未來的恩典，將來在天上永遠與父、子、聖靈相交，
且與眾聖徒一同相聚，不再有羞愧與罪惡 



為何強調這些對比如此重要？ 

 因為面對本相與信靠基督，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我們領受了多少基督裡的福分，
大大影響著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假如你只專注於自己，背負著罪的重擔，你
就會隱藏、找藉口、責怪、合理化及遮掩你的羞愧， 而非享受認罪和得赦免的
自由與喜樂。你會將基督徒生命簡化成一份規條和行為清單，永遠觸碰不到真
實的問題，也看不見你與基督關係之間的鴻溝 

 當我們來到施恩寶座前，不僅際遇、關係、現狀得以改變，也經歷屬靈層面最
深的變化——基督的恩典轉化了人內在的屬靈天性，石心變為肉心 (柔軟受教)，
我們成為新造的人(林後五17) 

 這改變不是由良好的神學和自律的順服而產生的，乃是因著關係上與主聯合，
便天天蒙聖靈更新，心裡的邪惡逐漸被愛、敬拜、喜樂的能力取代。這是正常
基督徒生活的寫照。雖然仍與罪惡爭戰、雖然尚未完全像主，但透過聖靈內住，
我們委身於神所關注、持續在人心中進行的改變工作 

我們給這個婚姻帶來什麼 基督給這個婚姻帶來什麼 

罪惡及遠離神 

愚昧及眼瞎 

無能及受轄制 

使我們稱義 

賜我們智慧 

賜我們能力 



什麼會妨礙我們活出與主聯合的新關係？哪些虛假的情人會勾引我們離開對

主的純潔與忠貞？ 

 保羅在腓三4-9告訴我們， 那些他從前認為有益的事物(資產)，如今卻成

為有損的(負債)，因為它們攔阻了他看見自己對基督的需要 

資產與負債：我們如何遺忘基督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可以靠著了。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

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

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

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

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

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自認的資產 

 保羅將他的自信放在他的成就、出身和良好道德上。我們也相同，將信

心放在自己的順服與表現上，沒有將它們視為恩賜和長處，應當為它們

感恩，而不是視為自己的功勞 

 什麼長處和資產(如家世、品格、學歷、家庭、事業、才幹、財富等)使你

失去感恩之心反變得驕傲？不論它們是什麼，它們都可能對你有損，讓

你看不見你不斷需要倚靠基督 (例子：將兒女教養得很好的父母) 

基督的資產  

 耶穌只帶給我們資產，沒有債務 (腓三9：「得以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

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箴十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祂不僅沒有給我們債務，

祂還清償了我們的罪債、更新了我們對生活際遇的觀點——祝福是感恩的

機會，困難則是靠主成長的契機 

 我們都是依據自己認為的「所是」(我是誰)與「所有」(我擁有什麼)來回

應人生。過去我們瞎眼、貧窮，像一個在街上乞討的流浪漢，如今基督

在我們與祂的關係中帶來了豐厚的資產，我們成為祂資產的繼承人，不

再是討飯的乞丐，可以開始過一個反映出我們新身份的新生活 



從下列例子來看與基督的連結如何在逆境或順境中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 

 失業的打擊——在我們的文化中，擁有一份薪資豐厚的工作非常重要，某

些人甚至把它視為安全感和身份地位的來源。失業會造成財務壓力、震動

身份與安全感。然而， 神的兒女能帶著在基督裡的身份和安全感來看待工

作。失業很痛苦， 但你的丈夫掌管著你人生的細節， 這能在困難時刻使你

有勇氣和信心。 

 勞累的工作——受困於得不到滿足、喜樂、成就感的工作， 會讓我們覺得

人生乏味。但當我們的成就感是從基督而來時， 我們就不會感到缺乏，我

們能帶著滿足和喜樂面對每一天。這不是說我們不會沮喪、疲累或無聊， 

而是說我們有主可以倚靠， 祂會幫助我們度過艱難。儘管我們工作勞累，

但基督決不會忘記我們倚靠祂所做的一切，我們與主的連結使我們的一言

一行都有意義 

生活的實踐 



 單親的重擔——專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感到無助和軟弱，對於一人要身

兼兩職心懷不平，內心沮喪、憤怒或苦毒，忘了自己在基督裡的新身份

(基督的新婦)，然而基督是所有智慧和力量的源頭，祂應許必豐富供應祂

新婦的需要 (太十一28：「凡勞苦單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 

微信信仰交流學習群中(中國)的對話 

A (基)：「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十二9) 

B (慕)：好智慧的話語。我們以往的教育總是教育人們要堅強、要努力、

要積極、要展望未來……彷彿軟弱、等待、領受、安住當下就

是怯懦與卑微。 

C (基)：這份恩典可能與我們之前所認知、所受教的不同……不是想否

定我們之前的教育，而是覺得在我們幾十年的生活實踐中，的

確有過擰巴、無助和迷茫……神就是在這個節點上出現，讓我

們認識祂、信靠祂 



 慢性病的折磨——我們都期盼健康，希望病痛只是暫時的。倘若健康是我

們安全感和幸福的來源，病痛就會變得更加煎熬。然而，當我們明瞭我們

與基督永遠不分離時，我們便能與保羅一同宣告：「外體雖然毀壞，內心

卻一天新似一天。」 (林後四16) 我們每早晨能領受新憐憫、被神的愛激勵、

從聖靈得力 

曾经，我有三个梦想： 

•有一间雅致的书房，可以无止境地读书、写字； 

•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不为表演，只为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 

•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想读的书。 

可是，早年的愿望不仅没有一个实现，甚至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眼不能

见、耳不能听、脚不能行走。是不是上帝对我太残忍呢？不！「祂未曾

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八十四11)，我不敢问上帝

为什麽叫我受这麽大的苦，我只问祂：要我做什麽？我相信一切发生在

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

我的心。在祂所安排的事中，我决不失望！ 

~ 暗室之后蔡蘇娟 ~ 



 屬世的成功和祝福——順境與逆境都會挑戰我們與基督的關係。人在順境

中容易自視過高、驕傲自義、論斷他人，以為自己比困苦的人更受神寵愛。

神明白順境中的試探，祂在申八10-20說：「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和

華─你的神，因祂將那美地賜給你了。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

不守祂的誡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飽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

增，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

出來的，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蠍子、乾旱無水之地。

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

賜給你吃，是要苦煉你、試驗你，叫你終久享福；恐怕你心裡說：『這貨

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

力量是祂給你的，為要堅定祂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你若

忘記耶和華─你的神，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你們必定滅亡；這是我今日

警戒你們的。耶和華在你們面前怎樣使列國的民滅亡，你們也必照樣滅亡，

因為你們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 



逆境和順境都會讓我們忘記神、自高自大和獨立自主。所以箴言作者之一亞古珥

向神祈求不要讓他富有(順境)，也不要讓他貧窮(逆境)，因他深知人心險惡軟弱，

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都會落入試探和罪惡當中：「恐怕我飽足不認祢，說：『耶

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箴卅7-9) 

在順境中要記得生命中所有美善事物都是神的憐憫和恩典 (從上頭來的，雅三15-

18)，不是因我們的智慧、良善和努力而得的。神滿足我們所有需要，為要使我們

在順境或逆境中親近祂並享受祂 

當我們面對生命中的逆境與失去時 (工作、健康、愛情、友情、財物、親人……)，

請記得這不是我們人生的終局。《天路歷程》中有個天路客叫小信，因為走累了，

在一條岔路口睡著了，被灰心、疑惑和罪疚三個無賴發現，他們用棍子把他打昏

後，搶了錢袋就匆忙逃走。小信雖然失去了財物，但蒙神恩典保守，他身上那張

進天城的通行證沒被搶去，然而他餘下的人生不斷向人訴說他如何失去他的財物，

卻沒有看見那真正重要且寶貴的通行證一直在他的懷中……。我們是否也像小信一

樣，將屬世的事物看得比屬靈的資產還重要呢？如同前面幾課所講的，我們是否

看見神藉這些逆境要把我們塑造成我們良人的形像呢？ 

我們的一生並不在於所擁有、所感受或所成就的，而在於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因著與基督成婚，我們會疲倦，卻不會失望；我們會憂傷，

卻不會絕望；我們會受苦，卻不會倒下；我們會失去，卻不會缺乏…… 



你明白與基督成婚的意義嗎？你許配給主到
如今，你的生活和生命有主、沒主有差別嗎？ 

因著與主成婚，祂的恩典、應許、智慧、能
力、聖潔和一切豐盛都成為我們的，你經歷
到了嗎？這些如何在順境和逆境中保守你？ 

你與主的婚姻生活過得如何？你們的關係親
密嗎？你在這婚姻中有小三嗎？ 

你有沒有太過有恃無恐 (不管我怎樣，神都
愛我) ，而忘記尊你的丈夫為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