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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基基督督督督化化化化家家家家庭庭庭庭生生生生活活活活（（（（5:225:225:225:22----6:96:96:96:9））））    
 01/0 01/0 01/0 01/09999/17/17/17/17    

    

一一一一....    夫夫夫夫妻妻妻妻之之之之相相相相待待待待（（（（5:225:225:225:22----33333333））））    

• 幾乎所有今天的宗教，都在某些程度上把男女的結合看作屬於不聖潔方面，或把它

當作是追求聖潔生活的一大障礙。所以他們都主張從事【聖職】的人要守童身。但

聖經不但不以夫妻的結合為不潔，反以為是神聖的。本段經文以夫妻的關係，與基

督和教會的關係相比較。若夫妻結合是不潔的，聖經怎能這樣比較？神是婚姻的創

始者，怎會創始一些不聖潔的事呢？所以夫妻的結合在本質上是聖潔的，而且是神

最初為人所定的旨意（創2:18）。但聖經對於那些不合法的婚姻，卻看作極污穢的

事，“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來13:4）。因這樣行事，是侵犯並污損了神所設立神聖的婚姻的旨意。所以基督徒

應當認識清楚，婚姻乃是光明正大的事，並在這樣的基礎上，照著神的旨意和安排

，建立家庭。  
1.1.1.1. 妻妻妻妻子子子子應應應應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對對對對待待待待丈丈丈丈夫夫夫夫（（（（5:225:225:225:22----24242424））））    

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5: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 有不少人對這幾節聖經感到困惑，認為難以接受。或以為是聖經按照當時社會情況

所寫的教訓，所以不合時宜。當時婦女在社會或家庭中，都不過是附屬的地位，完

全談不上男女平等，這些話已不合近代潮流。這種解釋無法使忠於聖經的人感到滿

意。我們不能以時代潮流來衡量聖經，乃應以聖經來衡量時代的潮流。況且這幾節

記載，都是十分明確的話，並無隱晦難明之處，而在新約其它經卷中，亦有類似的

教訓（西3:18; 彼前3:1-6）。所以我們切不可因自己的成見而忽略本段經文的寶

貴真理。 

• 其實多數人只留意這幾節經文的上半，教導要順服丈夫，便認為男女不平等。這是

因為他們忽略了下文，和這裡全段經文的整個教訓。聖經再次並不是只叫妻子順服

丈夫，而也要求丈夫應愛妻子。聖經是一方面叫妻子順服丈夫，同時也叫丈夫愛妻

子。這兩方面合起來，才是這一段經文教訓的意義。不過應注意的是：當聖經教訓

妻子應如何順服丈夫時，就專講妻子方面的責任，不把丈夫對妻子應有的本分混雜

著一起講；照樣的，當神教訓丈夫應如何對妻子時，也不提妻子方面的本分，而專

講丈夫的責任。 

• 現今世人自由平等的思想，實際上是起源於聖經。因聖經將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人的

地位上（加3:22; 羅3:23），又使所有的罪人都可以根據同一救法得救，而就在耶

穌基督裡，“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這就

是自由平等思想的根據。這種思想隨著基督教的發展，而影響了全世界的人，成為

現時代的潮流。這種【潮流】既然發源於聖經，這樣，聖經豈會在夫妻的關係上，

又主張男女不平等？但何以聖經在這裡卻要妻子順服丈夫？ 23節命令妻子要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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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理由：【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指出這是神對於家庭所安排的次序。這不

是平等不平等的問題，而是關乎崗位和職責的問題。一個國家需要有一個元首，一

間學校需要一個校長，任何一個團體要有一位領袖，我們卻不能說那是不平等。因

為那是崗位和職責的問題，不是平等不平等的問題。若人人都爭著作元首，校長，

或領袖……..結果必然發生種種的動亂和不安。在家庭中，若夫妻都爭著作頭，家

庭必然沒有平安。國家，學校，社團的領袖是由人推舉或聘請的，但一家之主卻不

能由人推舉的。夫妻的結合既由神的旨意所安排，家庭的秩序亦當由神來安排。神

對於家庭的安排是：【丈夫是妻子的頭】。 

• 這種安排乃是根據神創造人類時，所賦予男女之不同特長而定規的。我們不能否認

，男女由於在生理與心理上的不同，而各有所長。一般來說男性比女性勇敢而果斷

，女性則較忍耐，細心，而溫柔。我們無法否認母親看顧孩子會比父親仔細得多。

我們也無法否認在家庭中許多粗重的工作，由父親來做會比母親更為勝任。如果我

們以為男女平等，便是要男女都作相同的事，或都站在相同的崗位，便誤解了平等

的真意。平等是消除階級的分別，不是消除職責和才能的類別。男女顯然有不同的

特長，神照著祂的智慧和祂所給男女的不同特長，而安排了丈夫作妻子的頭，使他

們各盡自己的本分，為家庭謀幸福。 

• 但注意，丈夫雖然是妻子的【頭】，這【頭】的意義卻不是代表一種階級的分別，

只是代表一種功用和職責的分別。夫妻在基督裡的地位根本是一樣的。聖經從沒有

一種觀念，以為一個人只要是男的，他在基督裡就自然是高一級的；或只要是女的

，便自然是低一級。相反地，聖經給我們看見在基督裡甚至沒有男女的分別。我們

都是受了【兒子的靈】而呼叫神為【阿爸父】（加4:6）。所以聖經對於男女的階

級觀念，根本不存在。 

• 【丈夫是妻子的頭】，這【頭】是以身體作比喻來說的。按身體和頭的關係來說，

雖然頭是在身體之上，但它與身上其他肢體之間，並沒有【階級】存在。實際上它

們之間是很難分別大小的。它們的分別全在於對身體的功用不同。但雖然沒有階級

大小的分別，卻不是沒有一定的次序和崗位。我們不能把頭安置在腳下，它必然地

應當安置在身體之上才適合。這是創造人的神所安排的次序。照樣，在神所設立的

家庭中，也必須依照神的安排才有平安。 

• 一個身體不能有兩個頭，一個家庭也不能有兩個【頭】。在一個家庭的夫妻二人之

中，既只能有一個作頭，神便安排了丈夫做妻子的頭。或有人說，為什麼神不安排

妻子作丈夫的頭？這樣問顯然未能擺脫階級的觀念，如果我們認識到它不是一種階

級，而是一種職責，便不會計較誰做頭了。反之，若神設立妻子作丈夫的頭，則丈

夫豈不會同樣地問說，為什麼不設立丈夫作妻子的頭？這便成了永遠爭辯不完的問

題了。但神按照祂所賦予人的長處而安排了這種家庭的次序，我們唯有順服神的安

排了。 

•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本句說明神安排丈夫作妻子的頭，是無可辯論的事；正

如基督是教會的頭是無可辯論一般，這乃是神奧秘的旨意，是當然如此的。我們只

能照著神的啟示而信服，卻不能理論。 

• 【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這似乎是加上的一句話，接受基督所以能成為教會的

頭的理由。祂不只是教會的元首，而且是教會全體的救主，祂曾捨命流血買贖了教

會。祂是教會的頭不但是根據神的旨意，也是根據祂作教會之救主的事實。加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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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暗示丈夫雖然是妻子的頭，卻不可以妄用【頭】的地位欺壓妻子。反之，

倒要像基督作教會的頭，富有愛護，拯救教會的責任那樣，來愛護他的妻子。下文

對這一點有更詳細的討論。 

•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本節說明妻子應如何順服丈

夫，就是要像教會順服基督那樣的順服。教會之順服基督是毫無保留的，必須合乎

真理的，妻子之順服丈夫也當如此。基督必然不會使教會作違背真理，不合神旨意

的事，所以妻子要像教會順服基督那樣順服丈夫，也說明了妻子之順服丈夫，是在

神旨意下之真理範圍內。而這裡的【凡事】也是真理範圍內的【凡事】。 

• 聖經以教會之順服基督，與妻子之順服丈夫比較著來說，表示妻子之順服丈夫，除

了因為是神對於家庭安排的秩序之外，也因為神要在每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藉著

妻子的順服丈夫作為一種象徵，來不斷提醒信徒，教會應當順服基督。  
2.2.2.2. 丈丈丈丈夫夫夫夫應應應應如如如如何何何何愛愛愛愛妻妻妻妻子子子子（（（（5:255:255:255:25----29292929））））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5: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5: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5: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 丈夫要愛妻子，就是丈夫所以能作妻子的頭的理由。本段的教訓都是要丈夫愛妻子

。這就可以表明聖經中對夫妻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偏袒丈夫方面的用意。特別是22

節與25節的記載，若將它們比較來讀，便會發現，雖然這兩節聖經所吩咐的對象各

有不同；22節是吩咐妻子，25節是吩咐丈夫，但其中的語氣和所要求的責任，在原

則上是相等的，是很公平的。神對夫妻的吩咐，各有不同，無非因為夫妻在屬靈方

面的軟弱和所需要的提醒不同而已。 

•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妻子何以順服丈夫？因丈夫要愛妻子。丈夫

若愛他的妻子，便消除了妻子恐怕受丈夫欺壓的因素了。世人懷疑聖經教訓妻子要

順服丈夫是一種男女不平等的觀念，因為他們之中作丈夫的，並沒有照聖經的教訓

愛他們的妻子。但基督徒卻不應當這樣，基督徒作妻子的應當順服丈夫，作丈夫的

應當愛他的妻子。照著這樣的教訓去行的，他們的家庭必有神所賜的快樂與幸福，

誠然，人們可以拒絕聖經這種真理的教訓；但拒絕聖經教訓的人，他們的家庭必然

得不到神所賜的快樂和幸福。 

• 丈夫要怎樣愛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在這幾節中關於這方面的

教訓，有兩層主要的意思。  
1) 要像基督愛教會那樣地愛妻子（5:25-27）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5: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5: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 按這幾節所提，基督之愛教會有二： 

a. 為教會捨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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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丈夫要愛妻子，亦當愛到願意為妻子捨命的地步。本句與23節末句【祂又是教

會全體的救主】互相呼應。一方面說明基督如何愛教會，為教會捨命，又是

教會全體的救主，隨時愛顧保護祂的教會；另一方面也說明丈夫應當如何愛

他的妻子，隨時留心愛顧保護，甚至為妻子捨命。所以，聖經對丈夫應如何

待妻子的要求，絕不下於要求妻子之順服丈夫。反之，妻子應當順服丈夫，

也正是丈夫愛她，負有救護他的責任。 

• 注意，上文論及教會如何順服基督，是妻子應當如何順服丈夫的榜樣；照樣，本節

論及基督如何愛教會，也是丈夫愛妻子的榜樣。 

b. 使教會成為聖潔： 

o 基督愛教會的另一方式是使教會成為聖潔。【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

為聖潔】。這兩節經文告訴我們基督愛教會之高尚目的。祂不僅把我們從罪中

救出來，並且有一完全高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救到【聖潔沒有瑕疵】的地

步。他也告訴我們丈夫對妻子的責任，應當如何在聖潔之中愛她的妻子。 

o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這【水】的解釋約有兩種： 

i. 認為這水應指水的洗禮，意思就是神藉著洗禮（屬外表的見證），和神的道

，把教會分別為聖。 

ii. 認為這水應指聖靈，不應指洗禮，因在這裡【用水藉著道】顯示【水】與【

道】同是把教會洗淨而成為聖潔的因素，但洗禮的水不過是屬物質界的東西

，並無使人在靈性方面可以得著洗淨的功效。因為【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

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

在神面前有無愧的良心】（彼前3:21）。並且屬物質的【水】與神【道】並

無什麼關聯，而【聖靈】與【道】則有密切的關聯。本書6:17稱【神的道】

為【聖靈的寶劍】。主耶穌在世時亦以水喻聖靈（約7:37-39）。事實上人的

得救是因聖靈藉著真理的道在人心中工作的結果；信徒過成聖的生活，也是

聖靈藉著道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所以這【水】應指聖靈較為合理。 

o 在此論及教會的【洗淨】，未提及主的血而提及聖靈與道的工作。這不是說在

主的血之外還可以藉【聖靈】和【道】洗淨罪惡。其實任何罪的洗淨，都離不

開主寶血的功勞。因為唯有主的血是我們的赦免的根據。所謂【用水藉著道，

把教會洗淨】的意思，就是聖靈藉著真理的光照，使教會得到主的血的洗淨。

但在此沒有提到血，因所注重的不是消極方面的赦罪，而是積極方面的【成為

聖潔】。 

o 【可以獻給自己，做個榮耀的教會】，基督洗淨教會的目的是要獻給祂自己做

個榮耀的教會。信徒應當潔淨自己，把自己獻給基督，使基督從我們身上得著

榮耀，並能與榮耀之基督相配。教會原是一班污穢的罪人，因基督的救贖而成

為聖潔，所以教會過著聖潔的生活，就是證明基督救贖功效的偉大，使基督得

榮耀。 

o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玷污】指外來的污穢，【皺紋】是一種衰老的

表記。【毫無玷污皺紋】表示沒有外來玷污的污穢，也沒有衰老疲弱的狀態。

反之，倒是十分飽滿，充滿朝氣和新鮮的感覺。 

o 【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上句是消極方面【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本句

是積極方面聖潔無疵。【沒有瑕疵】就是絕對的完全，這也可作為【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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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基督救贖的目的是要使教會達到這樣聖潔而完全的地步。注意聖經在此

並不是指導信徒，如何憑自己的方法追求到絕對完全的境界；乃是把基督要如

何工作使教會聖潔，和基督要把教會救到如何高尚的地步的目的告訴我們。使

我們知道應向著主的這個目的來生活行事。 

o 基督徒丈夫愛妻子，也當在聖潔之中，不是放縱情慾，姑息罪惡的愛。反之，

作丈夫的應當自己在靈性上追求長進，並藉著聖靈的工作和真理的道，引領妻

子和家人，追求分別為聖的生活，使自己的家庭成為榮耀主的家庭。  
2) 要像愛自己的身子一樣地愛妻子（5:28-29） 

5: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 丈夫愛妻子除了要像基督愛教會之外，還要像愛自己的身子那樣。每一個人對自己

身子的愛護都是十分自然的，遇到任何方面要傷害身子時，便很自然地設法保護自

己。並且人們都是最容易想到自己的。這就是丈夫應當愛妻子的另一個準則。 

• 【……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這句話表示丈夫應看妻子和自己

是一個人，以致妻子所受到痛苦或快樂，平安或危險，都視同身受。這句話也包含

著對妻子的忠誠，坦白一如對自己那樣。任何人對自己是不會有任何【私心】和隱

秘的，夫妻相待也應當是這樣。 

•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這是十分自然的常理。這簡單的常理可以考驗那

些作丈夫的是否愛他們的妻子，像愛自己的身子一樣。在此，聖經已經把【丈夫是

妻子的頭】的意義說的十分明白，它絕不是給丈夫什麼特權，使他們在家庭中作威

作福，欺凌妻子，反之，乃是要他們【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對待妻子【總是保養

顧惜】，而不是隨意辱罵。  
3.3.3.3. 夫夫夫夫妻妻妻妻結結結結合合合合的的的的奧奧奧奧秘秘秘秘（（（（5:305:305:305:30----33333333））））    

5: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5: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5: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 

• 上文保羅以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教訓基督徒夫妻應如何相待。再次保羅更進一步指

出這種夫妻結合相愛之關係，不特是神對於信徒家庭的一種安排，並且基督徒夫妻

的結合還表明一項重要的屬靈奧秘，就是基督與教會聯合的奧秘。 

•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小字註明【有古卷在此有“就是祂的骨祂的肉”】。這

和創世紀2:21-25相合，神用亞當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而亞當說，：【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本節與創世紀的記載對照的結果，顯明夫妻的結合，從人

類的開始，就被用以表明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所以基督徒夫妻的結合，除了要照神

的旨意成立家庭之外，更有一項重大的意義，就是要表徵基督與教會之聯合。換言

之，夫妻的相待，不特為著家庭本身的幸福，使妻子順服丈夫，丈夫愛妻子；也是

為著表明基督對教會的大愛，和教會對基督應有的順服，而彼此照著聖經的教訓相

待，藉以作成一個象徵性的提示，激發信徒的愛心。這樣夫妻的相愛和順服，不僅

是他們個人對對方的本分，並且他們也負有一項共同的責任，就是藉著他們彼此的

相愛，見證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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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注意【為這個緣故

】就是為上節【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是祂的骨祂的肉）】的緣故，所以人要離

開父母，與妻子連合。這樣，本節更清楚地表示了基督與教會之聯合，以及夫妻之

連合為一。這兩件事在屬靈的意義上有重要的關係。夫妻的結合，不僅是神對男女

婚姻的一種旨意，並且是為要表明基督與教會的合一。 

• 但夫妻二人，怎樣會成為一體？下文32節說，【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

和教會說的】。教會與基督的合一，乃是一個極大的奧秘，我們還不能完全明瞭。

而夫妻二人的【成為一體】卻可以幫助我們在若干程度上領會教會與基督合一的意

義。 

• 【然而你們個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他的丈夫】，本節回

到上文夫妻相待的教訓上，作為本分段的結論。這結論就是：丈夫方面，應當愛妻

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方面，應當敬重她的丈夫。  
二二二二....    父父父父子子子子之之之之相相相相待待待待（（（（6:16:16:16:1----4444））））    

1.1.1.1. 兒兒兒兒女女女女應應應應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對對對對待待待待父父父父母母母母（（（（6:16:16:16:1----3333））））    

6: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6:2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6:3 見上節    

1) 應在主裡聽從父母 

• 聽從父母的教導是兒女最重要的本分。這【聽從】比上文論及妻子順服丈夫的【順

服】在語氣上更為嚴重。上文22，24節的順服英文聖經多譯作“subject to”，就

是服從的意思，本節則譯作“obey”，就是【遵從】的意思。因為 兒女對父母不

是平等的，他們是站在較卑微的輩份上服從父母。 

• 兒女不聽從父母，比他們在其它方面的錯失更為嚴重。因為這是兒女對父母方面主

要的本分。 

• 【這是理所當然的】，意即兒女之聽從父母，不獨是聖經的教訓，就是按人的常理

來說也是理所當然的。換言之，不聽從父母的基督徒，不獨不是一個好基督徒，就

是按普通人的道德觀念來說，也不是一個好兒女。 

• 提後3:1-2：【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

違背父母，忘恩負義…..】。指出末世的人必將更普遍地不聽從父母，這種情形在

我們現在時代中已經是常見的了。甚至許多作兒女的，完全不把父母放在眼中，這

些情形證明聖經的話已日漸應驗，主來的日子已日漸臨近了。 

• 主耶穌在世上時，雖然知道祂應當以【父】的事為念，卻仍順服祂肉身中的父母回

到拿撒勒去（路2:49-51）；又曾責備法利賽人的虛偽，因他們自以為當奉給父母

的若【作了供獻】（獻給了神），便可以不孝敬父母。這都說明了作兒女的，不可

以假借什麼動聽的理由，而忽略對父母應有的責任。 

• 但這裡聖經在【聽從父母】之前加上【要在主裡】這個範圍。說明這【聽從】並非

毫無限制的。若有父母命令兒女作違背主旨意的事，如偷盜，說謊，或其他犯罪的

事，就不是【在主裡】的範圍內，不是基督徒兒女所應盲目聽從的。但基督徒兒女

萬一遇到這種情形，仍需要用十分謙虛，恭敬的態度，向父母解釋不能聽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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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取得父母的諒解，用溫柔而堅定的態度保持自己的見證。切勿用過於激烈而

無禮的態度，以免主的名受毀謗。  
2) 要孝敬父母 

• 孝敬包括順從，尊敬，愛護，使父母感覺愉快的意思在內。【孝敬】是聽從父母的

力量，而【聽從父母】卻解釋了【孝敬】的真意。【孝敬】不是父母身後如何追念

，而是在他們生前聽從他們的教訓，使他們身心感到快樂。 

•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待應許的誡命】：本節引之出20:12，及申

5:16，【但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對照

舊約經文，可知本節中的【在世長壽】不是指個人的生命長壽，，而是指在神所賜

的產業上得以長久。這應許是神向以色列人整個民族宣布的，意思就是孝敬父母的

民族，他們的國家必得以長久生存。但【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也可以推廣其意義，指在神所賜的產業上得以長久。 

•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這裡的誡命應指十誡而言，因二節全節的話都是引

之十誡的；也就是這【第一條】的意思，大概因其它誡命未帶有這種得福的應許。  
2.2.2.2.     父父父父母母母母應應應應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對對對對待待待待兒兒兒兒女女女女（（（（6:46:46:46:4））））    

6: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 【不要惹兒女的氣】就是不要惹兒女發怒的意思。英文聖經是【不要激動他們發怒

】。兒女何至向父母發怒？除了因為兒女不孝之外，也可能因為：  
1) 父母本身沒有好榜樣，卻用強制的高壓手段，不許兒女模仿自己。 

• 例如有許多父母自己賭博，喝酒………卻不許兒女效法，【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

姓點燈】，使兒女心中憤憤不平，覺得父母強蠻無理。  
2) 父母對兒女有偏愛，不公平對待兒女，引起兒女之間兄弟姐妹不和。 

• 有偏愛的父母，必沒有和睦的家庭。且使兒女對父母積怨於心，甚至許多家庭悲劇

都由此引起。 

• 所以父母對兒女，雖然是站在長輩的地位，但也不應妄用父母的權威，使兒女喪失

自信心，並對父母抱有懷恨心理。 

•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雖然父母對兒女可以用權柄；但更好是

用主的真理來引導他們，使他們受到良好的真理教育。父母的權威，在兒女日漸長

大之後，便日漸消減。但真理的權威，卻能終身管束兒女的良心，使他們一生走在

正路上。所以基督徒父母應當在教育兒女時，使他們不但為父母的權威而服從，更

是為服從【主的教訓和警戒】的緣故而服從父母，這才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來教育兒女，也就是照主的公義，聖潔，良善，仁愛

……..之原則教導他們，不是憑自己一時的惱怒，或為了在人前表明自己家教的嚴

明，而枉使兒女忍受許多不必要的痛苦。甚至有父母以兒女為發洩自己心中怒氣的

工具，無理地打罵苛責，都不合聖經教訓兒女的原則。  
三三三三....    主主主主僕僕僕僕的的的的相相相相待待待待（（（（6:56:56:56:5----9999））））    

1.1.1.1. 僕僕僕僕人人人人應應應應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對對對對待待待待主主主主人人人人（（（（6:56:56:56: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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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6: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 神的旨意． 

6: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6:8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 在此論僕人之對待主人有三點要義：  
1) 要用誠實的心聽從主人： 

• 【要懼怕戰競】：就是要十分小心謹慎，唯恐失責，富有責任感的意思。正如保羅

在林前2:3，向哥林多信徒論及他自己在哥林多工作如何小心謹慎時說，【我在你

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競】。這種富有責任心的態度，是做一切事都需

要有的。基督徒作僕人的，更應當有這種態度來處事了。 

• 【誠實的心】是僕人對主人最大的需要。在今天的時代中，很難有誠實的僕人。所

以基督徒在誠實上顯出與世人的分別，就是最有力的見證。這誠實應包括工作，金

錢，或光陰方面的忠心，不取巧或私己。誠然在這樣的世代中，誠實的人可能會被

人看作愚笨；但誠實乃是基督徒的特點，世人對基督徒最普遍的印象就是誠實，並

且我們的神是誠實的神（約壹1:9），因此基督徒必須顯出誠實的見證。 

•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這句話的意義，可以推廣而適用於一切受職

者，對他們的雇主或上司，應當誠實忠心。 

•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本句不是要基督徒僕人將肉身的主人看得像基督，或把它

們當作神一樣看待。乃是要指出誠實的待人，是不能用兩種不同的態度，誠實的原

則對神對人都應當一樣。我們對基督如何忠實聽從，不苟且取巧，則對肉身主人的

吩咐也應當同樣忠實，不暗中苟且，才算是誠實的聽從。凡是只為了怕神的懲罰，

而對神的事不敢苟且，對人卻取巧詭詐，或是只在可見之人眼前誠實，而對不可見

的神的事卻不忠實的，都不是真正的誠實。  
2) 存服事主的心來服事人： 

•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保羅再次使信徒認識到事奉主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基督徒不但直接從事聖工是事

奉主，也可以藉著服事人來服事主。他們可以在自己的職業上，存著要遵行神的旨

意，見證基督的心，而忠心工作。使他們原本只是普通的職業，也變成具有屬靈意

義的事奉。 

• 【要像基督的僕人】：雖然那些作僕人的，並非像保羅那樣是基督耶穌的僕人，但

他們卻可以看自己和服事基督的人一樣，在自己的職位上分別為聖，存著要使基督

得榮耀的目的來服事人。這樣做的結果，就使他們不像普通的僕人，而像基督的僕

人了。 

• 【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說明了【誠實聽從】主人，是為要遵行神旨意的緣故。

換言之，雖然作人的僕人，仍以遵行神的旨意為生活的最高準則。 

•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怎麼能【甘心事奉】主人？就是【好像

服事主】，把對主人的服事看作是服事主。這是能得以【甘心事奉】的力量。大概

當時有些基督徒的僕人，不甘心事奉他們信主的主人。正如現今有些基督徒，因為

主人（或上司）和他同是主內的弟兄或姐妹，便以為自己和主人在主裡是平等的，

因而輕忽了作僕人應盡的本分。結果，他們的工作比不信主的僕人表現得更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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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提醒這些作僕人的信徒，不可這樣不甘心事奉；乃當看作服事主那樣地服事他們

。若所事奉的是主的僕人，就更當這樣了。  
3) 要知道為主所作的都必得賞： 

•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在此所稱的善事，就是指上文所說的，僕人如何在他的工作上忠心，以服事主

的心服事主人，並用誠實的心聽從主人，這是僕人方面的最大【善事】。保羅告訴

我們，一切作僕人的，能在他們的職位上為主的榮耀而忠心，都必從主得賞賜。雖

然他們是替人作工，但他們卻要從主那裡得賞賜。他們在人前所作的，卻是神在天

上所喜悅的。 

• 本節也顯示，這些作【僕人】的人，不是在行惡方面幫助他們的主人，而是在神旨

意的範圍內，忠心服事肉身中的主人，所以他們才能從主得著賞賜。  
2.2.2.2.     主主主主人人人人應應應應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對對對對待待待待僕僕僕僕人人人人（（（（6:96:96:96:9））））    

6:9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

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 【也是一理】表示主人和僕人的地位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各人按自己的本分行善

得賞，原理卻是一樣的。作僕人的是為著求主的喜悅，而在自己的職責上盡忠，作

主人也應當為主的緣故，為顯明主的愛心和基督徒應有之見證的緣故，而善待祂的

僕人。所以雖然主人和僕人各有不同的地位和責任，他們卻都按照同一的原理以求

主喜悅，又各自從主得著應得的賞賜。可見基督徒屬靈方面成就的機會是均等的，

不受身外職責地位的影響而有所差別。 

• 【不要威嚇他們】這句話針對當時主人對待僕人的方式來說，是十分有用的教訓。

因當時奴隸制度為社會所許可。聖經並非贊同奴隸制度，但也不鼓勵用武力去改革

這種制度。因為福音的主要任務，不是改革社會，而是藉人心的【改革】間接影響

社會。所以聖經是從積極方面勸導信徒，應按主的愛心對待僕人。這樣便實際上把

主僕的不平等關係消滅於無形了。因為主人若按主的愛心對待僕人，僕人也按主的

教訓服事主人，彼此之間實際上已沒有階級的隔膜了。 

• 【不要威嚇他們】這句話對現代的人來說，主人們當然不至於像奴隸社會制度時代

那樣地威嚇僕人。但顯然仍有不少主人，由於輕視僕人的學歷低與貧窮，而欺壓他

們；或用極端無禮的態度，肆意責罵他們。這和本處聖經的教訓【他們和你們，同

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是不相合的。 

• 這相同的原則，可以適用於上級之對待下屬，不應利用自己職權的優越而欺壓他們

。 

• 【因為知道他們與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這句話提醒一切作

主人的人，在地上雖然有主人僕人之分，但在神面前，絕不會因為人在地上這種不

同的身份而有所偏待。神不會因為你是主人而格外善待你。反之，不論【主人】或

【僕人】，主都是他們的主。他們能否在主面前得著賞賜，全在乎屬靈方面的成就

，而不在乎屬世的地位。 

• 總之，保羅對主僕相待的教訓，亦如夫妻，父子之相待一樣，盡量把他們對待人的

態度跟對待主的關係連起來。使他們一切對人的存心和表現，都為著主的緣故，並

向主負責而忠心。這可說是基督徒在家庭或社會之中，與人相處的總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