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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ing Real Family Values
～开场音乐～
神对于每个家庭和婚姻有什么美意？祂立下了什么原则让我们去遵循？您知道
吗——敬畏神的家庭可以改变全世界！让《今日家庭生活》节目告诉你！
鲍勃：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幸福家庭，便应该把家庭建造在共同价值观上。
欢迎收听今天的的节目。

鲍勃：

今天的帮助，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今日家庭生活
节目。我是鲍勃，节目的嘉宾是丹尼斯。
长期以来， 很多听众朋友都来信表示， 很渴慕以基
督作家庭的主， 希望所有家人都渴慕灵命成长。

丹尼斯 ：

家庭好比一条小船，如果你认真地以基督作你家庭的
主，你必须逆水行舟，努力抗衡世界对你家庭的影响。
正如罗马书十二章 2 节所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鲍勃 ：

各位听众朋友， 你的家庭是效法这个世界呢，还是经
过更新，变化，顺服神的旨意？

丹尼斯 ：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节目，帮助你和家人都能灵命成长，
胜过世界，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如果你渴慕灵命成长，你需要认识圣经的原则， 包括
明白及遵行神的话语， 并且顺服神， 当你亲自经历
过衪， 又向人宣讲见证神，你的灵命便不断成长。
每次收到有听众来信，说他和妻子听了节目后开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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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读圣经， 并且灵命有所进步， 我都感到鼓舞。
鲍勃 ：

遗憾的是，很多新结婚的基督徒有一种天真和无知的
想法， 就是以为二人既然都是信主的， 结婚后便一
切顺利，不会有问题， 因此并不重视祈祷和读经， 当
遇到问题出现，便否认它的存在， 象驼鸟一样， 也
不会操练信靠主，去面对婚姻关系上的问题。

丹尼斯 ：

你用天真来形容这些象驼鸟的新婚基督徒，实在是太
对了， 想当年我结婚时也是很天真和无知， 那时我
想， 妻子和我大学毕业后，都渴慕遵行神的旨意，有
共同心志事奉神，结果大家加入了同一个事奉团队。
我想， 以后应该顺利成章地同心同行，婚姻关系应该
不会有太多矛盾。

鲍勃 ：

看来应该是这样吧!

丹尼斯 ：

后来，碰钉子多了，才猛然发觉我们自少在教会受到
保护，不知世途险恶，充满破坏婚姻的因素和引诱，
因此婚姻出现矛盾便感到不知所措。
多年来， 我们也看到不少基督徒，疏于防备， 结果，
最后闹至离婚， 而一些研究也指出， 教会内的离婚
率高于教会外的人。这样的情况， 实在可惜。

鲍勃 ：

要避免婚姻因天真和无知而出问题，实在要儆醒。丹
尼斯，你常常强调基督徒夫妻要弄清楚自己的价值观、
婚姻的使命和生命的优先次序，相信都是汲取了过去
的教训，总结出助人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教导。

丹尼斯 ：

是的， 要建立牢固、良好的婚姻关系，第一， 要先
弄清楚个人的价值观， 不要效法世俗的价值观， 要
以圣经真理的价值观为依归；不要以自己为中心， 乃
是让主居首位。 第二， 要和配偶沟通， 了解彼此在
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好好协调。
当我在念大学三年级那年， 我内心挣扎要不要顺服
神， 以衪为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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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读到了罗马书十二章 1 至 2 节， 保罗说：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
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
悦的旨意。」。
读着这段经文时， 我深受保罗的情词恳切所感动，
于是我决定不再顺从肉体生活和效法世界， 相反
地，我决志委身耶稣基督， 作他的门徒，跟随他
的脚踪行。
鲍勃 ：

真的， 很多人婚姻出问题， 第一个反应就是怪责
配偶。

丹尼斯 ：

这不对， 第一步应该先反省自己的灵命， 反问自
己是否毫无保留地委身耶稣基督， 以他为主？ 我
们不要满足于仅仅得救， 更要向他学习怎样爱神
爱人， 行为为人不效法世界， 倒要凡事求告他，
以他为生命的主， 顺服他， 每天紧紧跟随他。

鲍勃 ：

依你所说， 这只是第一步， 仍不能确保婚姻不会
出问题， 是吗？

丹尼斯 ：

对， 和配偶在属灵上一起成长， 还有一步， 就
是要坦诚沟通与个人和婚姻有关的价值观， 看看
婚姻的目标是否一致， 是否合神的心意。 有一次，
我和妻子各自写下了对个人或婚姻最重要的二十
五项， 然后互相对照。 谁知她看了之后， 便恼
火了， 原来她所期望的， 和我有很大的落差， 我
们惊讶地发现， 大家的方向并不一致。结果， 我
们再安排了一个周末好好地谈。 这一次， 我们各
自只写下了对个人或婚姻最重要的十项东西。

鲍勃 ：

结果怎么样？

丹尼斯 ：

我们先找出相同的价值观， 例如， 大家都重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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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我们认识神及行事为人的依据， 大家也重视
学习敬畏神， 完全顺服他。 然后我们讨论分歧的
地方， 我发现妻子很注重教导子女的道德， 我却
很注重教导子女如何建立关系。 跟着，我们各自
在十项价值观中再选出最重要的五项， 结果发觉
这两项仍然存在分歧。
鲍勃 ：

你们怎么解决这个分歧？

丹尼斯 ：

由于是属于最重要的价值观， 我们决定以它们作
为家庭生活中的准则， 例如在星期六， 妻子会安
排子女做家务， 或去农地干活， 借此使他们学习
吃苦耐劳、勤奋、坚持不懈的工作态度。 到了下
午， 我会安排子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和打球，
借此教导他们怎样待人接物。

鲍勃 ：

尽管夫妻都是爱主和委身事奉主的人， 并不保证
婚姻关系一帆风顺， 基督徒夫妻还需要深入沟通，
处理彼此在价值观上的分歧。

丹尼斯 ：

对。 夫妻必须沟通和澄清自己的目标和使命， 共
同为家庭制定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作为家庭
生活的指引。

鲍勃 ：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在价值观方面与配偶有分歧，
可否多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丹尼斯 ：

我知道不少人未能做到第一步， 就是没有弄清楚
自己的价值观。其实，一个人看重的东西， 往往
肯花很多时间， 并且乐此不疲。 因此， 应该反
省什么是自己花很多时间、十分热衷和深信的。
弄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后， 它也可能是效法世界的，
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对照圣经教导的真理， 看看它
是否也是神所重视、强调和郑重叮嘱的， 否则便
需要心意更新， 察验神的旨意。 例如， 把大部
份时间投放在工作上而很少陪伴家人， 肯定不乎
合神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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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 ：

因此，和配偶处理分歧时，要在合神的价值观中进
行取舍。

丹尼斯 ：

对。 然后夫妻便根据取舍了的价值观， 去计划未
来生活时， 并且在日后生活中， 要常常问自己，
是否合乎了二人的价值观。
我还想提醒一点， 就是不要忽略妻子身心灵成长
的需要， 否则当子女一旦成长离开家庭， 妻子会
感到失落，此外， 当子女成长离开家庭后， 要放
手让他们选择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 父母不能用
权威的姿态指挥他们， 即你不同意他们的价值观，
也只能代祷及用尊重的态度好言相劝。

～收场音乐～
鲍勃:

夫妻之间常有分歧，要达成一致，首先各自需要反省自己的灵命，再次，需要坦
诚地和对方沟通交流各自的价值观。
今日家庭生活，今天的帮忙，明天的希望。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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