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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心歸家〃為家而戰 



• 尼希米記  四14b (新譯本)    

不要怕他們，要記得主是偉大可畏的，
要為你們的兄弟、兒女、妻子和你們
的家爭戰。 

“Don’t be afraid of them. Remember 

the great and awesome Lord, and fight 

on behalf of your brothers, your sons, 

your daughters, your wives, and your 

families!” (Nehemiah 4:14b,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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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提後 3:1, 4:3-4 

• 你應當知道，末後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期
來到…因為時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純
正的道理，反而耳朵發癢，隨著自己的私
慾，增添許多教師，而且轉離不聽真理，
反倒趨向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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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家庭的狀況與危機 
• 性行為的開放及其影響 

• 同居的普遍及其對婚姻品質的影響 

• 網路媒體色情的泛濫及其影響 

• 婚外情 

• 同性婚姻 

• 離婚／單親、再婚、同性父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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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性愛觀 

• 4 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
男造女』， 5 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
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
經你們沒有念過嗎？ 6 既然如此，夫妻不
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
的，人不可分開。」 



• 來13 4 人人都應該尊重婚姻，婚床也不
要玷污，因為 神一定審判淫亂的和姦淫
的人。  

• Hebrews 4 Let marriage be held in honor among 
all, and let the marriage bed be undefiled, 
for God will judge the sexually immoral and 
adulterous. 

 

 

 



用雅歌來教導兩性婚前與婚姻的關係 

• 整卷雅歌的情節對婚前男女的交往提供了
非常寶貴的原則。 

• (3)整卷雅歌強調良人同理、接納、保護、
成全佳偶的美德，更是弟兄們效法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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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在婚姻當中是美好的，是上
帝給人的祝福（5:1，參創2:24）。 

• 我的朋友們，請吃！我所親愛的，請
喝！且多多地喝！(新：不醉無歸；呂：
沉醉於愛情中哦！) (歌5:1) 

• Eat, O friends, and drink; drink your 
fill, O lovers.  (Garrett: drink and be 
drunken with lovemaking)。(SOS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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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視男女之間性的本能及吸引，
並在時機未成熟前加以克制。 

• 姊妹有責任自我克制(2:6-7, 3:1-5, 
8:8-10a) 

• 2:7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
田野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喚醒，不
要挑動愛情，等它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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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的貞潔 

• 4:12 我的妹子，我的新娘，是上鎖的
園子，是禁閉的水井，是封閉的泉源。 

•  性 → 二人成為一體 

• 婚前的性：無夫妻之名，有夫妻（一
體）之實。→分手：痛！！！ 

• Virginity  vs Chastity 



家人有責任為女兒守望(8:8-9) 

• 歌  8 : 8〔她的兄弟〕我們有一小
妹， 她還沒有乳房， 人來提親的
日子， 我們當為她怎麼辦呢？ 

• 9她若是牆，我們要在其上建造銀
塔；她若是門，我們要用香柏木板
圍護她。 

• 10〔她〕我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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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更有責任保護姊妹(2:16-17, 4:6)。 

• How far is too far? 

   好牧人、雇工或盜賊／狼 的選擇 (1:7、
2:16、 6:2-3; 約 10:10-11) 

★故作不知狀：呆頭鵝，石頭、木頭？？？ 
(我還是一個男人嗎？） 

• 2: 17 [她] 我的良人哪，等到天起涼風、
日影飛去的時候，願你歸回，像羚羊，像
小鹿，在崎嶇的山上。 

• 4:6 [他] 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岡去，直到
天起風、日影飛去的時候。  

 



• 教導兒女 (兒子！) 

• 不要見怪不怪！ 



出20:14 不可姦淫。 (十誡) 



婚姻的委身(歌 SOS 8:6-7) 

• 親密的委身：v.6a 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如印
記(seal)，帶在臂上如戳記。 

• 強烈的委身：v.6b 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
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
光，是最強烈的火焰。 

• 堅靭的委身： v.7a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
大水不能淹沒。 

• 無價的委身： v.7b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
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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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有關同性戀的五大關鍵經文 
The big five 

• 創十九 所多瑪與蛾摩拉   Genesis 19 

• 利未記十八22、廿13  Lev.18:22, 20:13   

• 羅馬書一26~27  Romans 1:26-27 

• 林前六9~11   I Corinthians 6:9-11 

• 提摩太前書一9~11  I Timothy 1:9-11 

• 支持同性戀的基督徒試著從許多不同角度
賦予這些經文新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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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
廢去，都要成全！(太五18） 

• until heaven and earth pass away, not an iota, not 
a dot, will pass from the Law until all is 
accomplished. (Matt. 5:18) 

 

• 和我們對聖經的意義領受不同的人，
告訴我們問題的所在、爭論的核心。 

• 促使我們反思自己既定的立場和可能
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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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同性戀與婚姻的認識 

• 3有些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無論甚麼緣故，
人休妻都合法嗎？」 4/5 耶穌回答：「那起初
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
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6既
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 
馬太福音十九3~6  (參馬可福音十6~8) 

 
• Matt 19:3f  he who created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made them male and female, 5 and said,‘Therefore a 
man shall leave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and hold 
fast to his wife, and the two shall become one 
f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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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如何回應同性性行為與婚姻 

• 堅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一心一意」的聖經教導。 

• 關愛與傾聽有同性戀傾向者 (尤其是基督徒） 

• 嚴拒用言語或肢體暴力來對待同性戀者。 

• 教導基督徒父母在不贊同不合乎聖經的行為的
同時，如何繼續珍愛與顧惜有同性性行為的子
女。 

• We need much better teaching on how evangelical parents should respond if children 
say they are gay。One can and should disapprove of unbiblical behavior without 
refusing to love and cherish a child who engages in it.  

• 完全接納守獨身的同性戀傾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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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而戰 Fighting for Your Family 

• 尼希米記 四14b(新譯本)   

• 不要怕他們，要記得主是偉大可畏的，要為
你們的兄弟、兒女、妻子和你們的家爭戰
‚Don’t be afraid of them. Remember 
the great and awesome Lord, and fight 
on behalf of your brothers, your sons, 
your daughters, your wives, and your 
families!‛ (Nehemiah 4:14b,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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