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羅西書 3:18-4:1 

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保羅接下來要處理的就是各種人際關係：夫妻，父子，主僕，都是從兩方面來講，因為聖經的教導一定是平衡的。他首先提出來的就是夫妻的關係。由整段來看他是對夫妻都是基督徒來說的（其他兩段也是一樣）。換句話說，他假設雙方都是尊主為大的信徒，都明白主的救贖的大愛，也都願意降伏在主的權柄之下。 

 

1. 夫妻相處之道夫妻相處之道夫妻相處之道夫妻相處之道 - Love and Submission（（（（3:18-19，，，，參弗參弗參弗參弗 5:22-33）））） 

3:18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裏面是相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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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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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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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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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本段當與弗5:22-33合看才能完全。歌羅西書用了兩節來概括夫妻相處之道，可以說只是一個大綱而已。以弗所書用了12節來講論，可以說是這兩節的闡釋。由於篇幅有限，我們只能選擇重點來談。 

 

18 這一節乃是對妻子說的，因此丈夫不能用本段經文要求妻子順服。『順服be subject to, submit』表示自願的放下自己，讓對方作主。重在『服』，不重在『順』。『順』是外面的行動，『服』是裡面意志的降服，承認伏在對方的權下。這字比下面的「聽從」更徹底。不但包括外面的服從，也包括裡面的降服。「順服」是權柄問題。這裡保羅並非唱高調，乃是要藉著順服丈夫操練我們順服主。妻子對丈夫的順服，乃是先順服主的命令，並不是被丈夫逼令所致的。許多作妻子的，常說別人的丈夫好，但對她「自己的丈夫」卻服不來。 

 弗5:22-24說『順服主，順服基督』這裡很明顯保羅所要求妻子的順服已經達到一個極高的程度，就是要像信徒順服主耶穌一樣。順服基督就是降伏在基督的權柄之下，遵照基督的命令（聖經的教導）去行。保羅這裡很顯然認為順服基督乃是一個基督徒理所當然該做的事，沒有什麼好爭辨的。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本來就不順服基督的話，那『如同順服主』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而且這裡的順服不是片面的或是有條件的順服，乃是「凡事順服丈夫」。這是一個權柄問題，所以要凡事順服。這裡神並非唱高調，乃是要藉著順服丈夫操練我們順服主。既然是主的命令，不順服丈夫豈不就是不順服主嗎？ 

 保羅也說明了其中為什麼要順服的理由，就是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這個頭與身體的關係『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一樣。神安排丈夫作妻子的頭，正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一樣。基督和教會的關係是怎樣，丈夫和妻子的關係也是怎樣。如果一個教會跟基督的關係是冷冷淡淡的，對基督的教導置若罔聞，那要求妻子順服丈夫自然也是緣木求魚了。 

 「相宜fitting」表示這樣做是與一個妻子的身份符合的。換句話說，當年神造女人的心意就是如此。 

 
19 這一節乃是對丈夫說的，因此妻子不能用本段經文要求丈夫愛她。作丈夫的雖然是頭，卻不是用權柄，乃是用愛來作頭。因此保羅說做丈夫的要愛妻子。要如何愛呢？或者說要愛到什麼程度呢？ 



 弗5:25說『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對妻子的愛要像基督愛教會一樣，甚至到一個地步為教會捨己。祂為了教會，把自己交于死地。同樣的，丈夫對妻子的愛，不是佔有的愛，而是捨己的愛。捨己的愛，絕不講求從對方有所得，而是講求自己有所付出。丈夫甚至應當不惜犧牲自己以求妻子之幸福。 

 「不可苦待她們」一個真愛妻子的丈夫，甚至肯為妻子捨命，當然不會苦待對方。 

 弗5:26-33保羅繼續闡釋丈夫愛妻子的真諦。29-30節說『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一個不愛妻子的人，事實上不愛自己。一般人最容易體諒自己，為自己找藉口，丈夫愛妻子也要愛到如此的地步。基督愛教會，也如人愛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養育，並且「顧惜」—照料。丈夫須要「保養顧惜」妻子，顧到她的需要，滋潤她的身心，如同他照顧他自己的身子一樣。 

 妻子的順服和丈夫的愛，表面看似不同，根源卻相同—捨己；只有能捨己的人，才能有真正的順服和真正的愛。在婚姻生活中，夫妻雙方應當存著體認基督如何對待教會、教會如何對待基督的心態，彼此相待。丈夫應當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一樣；妻子也要學習敬畏順服丈夫，如同敬畏順服主。妻子越是順服、越是敬重自己的丈夫，自然就越多得著丈夫的愛。 

 弗5:31-32節提到一個極大的奧秘，就是基督和教會聯合為一的奧秘。這只有在夫妻二人成為一體的關係裡，我們才能稍微領略一二。31節乃是直接引用創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神所吩咐的乃是說因為女人是從男人身上出來的，因此將來仍然要與男人聯合，歸回一體。其實早在創世的時候，神就已經藉著夫妻的關係預表了基督和教會的關係了。因此在32節時保羅就直接講明他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所以夫妻的關係乃是基督和教會關係的反映，或是縮影。基督和教會的關係怎樣，夫妻的關係也是怎樣。特別在順服和愛的關係上。 

 

18節是對誰說的？丈夫可以用來要求妻子順服嗎？ 

妻子應該如何順服丈夫？為什麼？ 

我順服丈夫嗎？我順服主嗎？我不能順服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丈夫當如何愛妻子？如何作頭？ 

基督如何愛教會？祂如何為教會捨己？ 

我如何愛妻子？和基督的愛相比差多少？ 

我願意為妻子捨己嗎？捨到什麼程度？ 

我還有改進的空間嗎？如何改進？ 
 

2. 父子相處之道父子相處之道父子相處之道父子相處之道 - Encouragement and Obedience（（（（3:20-21，，，，參弗參弗參弗參弗 6:1-4））））  

3:20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 

 6:1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6:2-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3:21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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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聽從」乃是兒女尊敬父母的明証。人的本性不願意順從，所以不願意自己受制於別人。這種美德非常罕見，乃是出於內心的甘心樂意的放下自己，願意聽從對方的命令。 

 「凡事 everything」就是每一件事。兒女對父母聽從的範圍或程度不是自己來選擇的。不是說我今天喜歡就聽從，我明天不喜歡了就不聽從。也不是說有些事我聽從，有些事我不聽從。這裡說的乃是凡事聽從。當然父母也是在神的權柄之下，所以保羅在弗 6:1裡面特別加上了一個條件：『在主



裡』。 

 兒女順從父母，是神的命令。只要不違背神的命令，我們就應當聽從父母。聽從父母既是神的命令，所以若因順從父母而遠離神，必定會是錯誤的。我們對父母的愛，也須帶到主裏面來過濾，才不至於愛父母過於愛主（太 10:37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我們是因愛主、敬畏主而聽從父母。但人的本性不願意順服，所以唯有靠著主的力量來聽從父母。 

 「主所喜悅」有人說父母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也彰顯了神與他的子民的關係，所以我們稱神為阿爸，天父。因此聽從父母就是聽從神，這是一件主所喜悅的事情。在以弗所書那裡保羅用『理所當然』來形容兒女的聽命。因為兒女聽從父母，不獨是聖經的教訓，就是按人的常理來說，也是無可爭辯、毋庸置疑的。我們中國人是最重視孝道的，如 24孝的故事。俗語也說『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或是『百善孝為先』等。常有人說基督教是不講孝道的，這裡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駁。 

 以弗所書裡面還提到孝敬父母的結果。那裡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孝敬（honor）原文意思只有敬而無孝。孝是盡心奉養父母。敬就是尊重，敬重的意思。它有兩層的意思：對內來說，就是要尊敬父母；對外來說就是要讓父母得到別人的敬重。我們的禮記上有一句話說：『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意思就是說孝有三種等級；最上等的孝，是使父母得到天下人的尊敬；次等的孝，是不辱沒父母的名譽；最下等的孝，只不過是能養活父母而已。因此聖經這裡所講的孝敬就是禮記所說的『大孝』。用聖經的術語來說，就是榮耀父母。同樣可用在神身上：榮耀神就是讓神得到世人的尊敬。尊敬父母是蒙福的路，使我們在今世有福且長壽。不尊敬父母的人，結果是帶進咒詛與短命。 

 

21「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當然也包括母親。當時羅馬社會的父權非常高漲，兒女幾乎如同奴隸一樣。因此保羅特別題醒父親，不要過分嚴待兒女，煩擾他們。因為這樣會惹起他們的反感，使他們設法解脫一切的管教。 

 「恐怕他們失了志氣discouraged, lose heart」而且惹兒女的氣會使他們失了志氣，就是失去進取上進的心。溫和的態度會使兒女尊敬他們的父母，並使他們樂意順從。而苛刻和嚴厲的態度，則反會使他們頑剛，損毀他們的孝心。作父親若過分的嚴厲、暴戾、不合理或偏心，就會惹兒女的氣。什麼情況會惹兒女的氣？下面舉幾個例子。 

 

• 本身沒有以身作則，卻用強制高壓的方法管教，不許兒女模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如抽煙）作父母的不該只是在口頭上教訓兒女，而在行為上沒有作好的榜樣。 

• 偏心造成傷害，兒女不合，對父母積怨。以掃和雅各的故事。後來還有約瑟的故事。 

• 亂對兒女發脾氣，無理的打罵。 

• 虐待兒女。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恐怕他們失了志氣是消極的避免，積極方面則是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有些父母過分溺愛他們的兒女（有時候在一些公眾場合裡面如飛機，教會等可以見到），所以保羅接著說：要照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神不希望父母過度愛護他們的兒女，以致缺少管教而墮落。（箴13:24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愛必須和主的教訓平衡﹔兒女若有錯失，應當受管教。未成年的兒女，需要常常受警戒和約束，免得放縱不羈，因為這是人的本性。既然做父母的要用主對我們的教訓和警戒來教導自己的兒女，因此我們自己也要把主的話存在心裏，否則我們怎麼教導兒女呢？ 

 

我以前是否聽從父母？我的兒女是否聽從我？ 

兒女聽從父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中國古代的教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對嗎？ 

孝敬父母的最高峰是什麼？我們可曾如此的孝敬我們的天父？ 

我怎樣管教我的兒女？我經常惹兒女的氣嗎？ 



我是用神的話教養他們嗎？我自己清楚神的教訓和警戒嗎？？？？ 

 

3. 主僕相處之道主僕相處之道主僕相處之道主僕相處之道 - Honesty and Devotion（（（（3:22-4:1，，，，參弗參弗參弗參弗 6:5-9））））  

3:22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  
3:23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3:24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3:25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主並不偏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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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裏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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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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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這裡乃是對當時信主的奴僕（slave）說的。保羅不是在論到今日的受薪階級，而是論到古時作奴隸的僕人。他們的主人用金錢把他們買下，差使他們作最低賤的工作，而且，按照法律，對他們操有生死之權。 

 「凡事」和 20節的凡事是同樣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都要聽從。 

 「肉身的主人」這詞暗示了另一個更高的屬靈境界，在那裏基督是主人。保羅一開始就指出奴隸與主人的關係只是屬世的事情。這句話安慰基督徒奴僕，他們雖然生活在悲苦的境況中，但他們所應當特別追求的心靈自由，卻不受到肉身的主人的約束。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一般奴僕通常都是當面奉承，而背著主人時，卻藐視或甚至譏笑他們。保羅警戒信徒，他們應當遠離這種虛假的偽裝。保羅勸他們看自己如同服事基督的僕人，存著在工作上榮耀基督的態度來服事人。僕人若站好地位，存敬畏主的心，好好服事主人，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這個大原則也是今天我們對工作及對上司能夠有正確的態度的真正原因和動機，因為我們乃是為神做的不是做給人看的。因此一個人自稱是屬靈的，卻沒有好的工作態度是不合理的。 

 「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順服應該是真實誠懇地發自內心，沒有欺詐和虛偽。換句話說，不要只在表面聽從，而心裏卻不聽從。要僕人順從主人，比要兒女順服父母還不容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人天性就是不願順服。保羅叫他們思想更高一級的職責。單單因取悅於主人而順從，還是不夠，因為神要求一顆誠實的心。因此他們若忠心侍奉他們的主人，就是聽從神。 

 

23「都要從心裏作」就是要甘心樂意的去做。這是指服事的心態，不只是出於責任感，而且是出於內心裡面對主人的親近。古時一般的奴僕受盡主人的欺壓，卻又不能、也不敢公然反抗，氣悶在心。表面上勉強服從他們的主人，但實際上卻非常心不甘、情不願，因此作起事來總是敷衍塞責。這個教訓也適用于今日領薪水的人。社會的制度是神所制定的。今日領薪水的人的景況，比古時已大有進步，所以作手下的，沒有藉口可不盡力工作。 

 「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不要以為自己只是作人的僕人，而要看成是神的安排（是神將你安放在現在這個位置的），因此你是為主而作。因此我們今天若是將我們的工作看成是服事神的機會，就不會經常埋怨了。 

 

24「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基業就是將來神所要給我們的產業，就是主所應許的天國。這是一個極大的安慰，他們雖然必須順從討厭的或殘忍的主人，神卻會接受他們對這種人的服務，當作他們對



主的效勞（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當奴僕想到他們主人的無禮嚴酷時，往往會認為他們的工作是白費心力，因此變為懶惰。但是保羅卻告訴他們說，他們對那些無情之人的服事，看來似是白費精力，卻會受到神的犒賞﹔因此沒有理由使他們貪懶，不勤奮工作。 

 

25「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這是針對 24節說的。那裡說你照著神的吩咐順服肉身的主人，就必得基業為賞賜。這裡說如果不著著神的旨意而行，不論是主人還是奴僕，也都會遭到神的懲罰。 

 

4:1「你們作主人的」羅馬法律給與主人有極大的自由。凡是民法所容許的，許多人就當作為權利。某些主人極端的苛待他們的奴僕，以至羅馬的君王不得不抑制他們的暴虐。 

 「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 justly and fairly」就是要公正的而且和善的對待奴僕，不可將他們當成一件貨物看待。羅馬法律尚且有保護奴僕的條例，更何況是在基督的國度裡面呢？每一個人都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因此都有神的尊嚴在裡面，不可以將他們看成沒有生命的工具一樣。 

 「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這是一個很必要的警告。假使奴僕沒有抵抗的能力，沒有權益的保障，也沒有為他們報復的人，或保護他們的人，或因聽到他們呼冤而動慈心的人，主人必定會大膽地壓迫奴僕。沒有懲罰，就帶來放縱，就是所謂的心中無神，目中無人。保羅提醒他們，在地上他們雖具有主人的身份，使喚僕人，在天上他們卻同有一位主宰，各人要在祂面前交帳申明。 

 保羅以神的旨意為根據，來教訓主人，何為合法合理。並告訴他們，主人和僕人的地位雖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間各有應盡的義務，並且都須對主負責。將來各人按自己的本分行善得賞，作惡受罰，原理是一樣的。 

 

我上班時的態度如何？是否老闆在的時候認真，老闆不在就偷懶？ 

一個人自稱是屬靈的人，卻沒有好的工作態度是合理的嗎？ 

我上班的時候是以混日子的態度，還是從心裡做？我們是否將它看成是服事神的機會？ 

我有下屬需要管理嗎？我對他們的態度如何？ 

我在今天的查經中學到什麼？對我的靈命有什麼幫助？ 



3:18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裏面是相宜的。 

3:19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他們。  
3:20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  
3:21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3:22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  
3:23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3:24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3:25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主並不偏待人。 

4:1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NIV ESV NASB 
18

Wives, submit to your husbands, as 

is fitting in the Lord.  
19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and do 

not be harsh with them.  
20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everything, for this pleases the Lord.  

 
21

Fathers, do not embitter your 

children, or they will become 

discouraged.  
22

Slaves, obey your earthly masters in 

everything; and do it, not only when 

their eye is on you and to win their 

favor, but with sincerity of heart and 

reverence for the Lord.  
23

Whatever you do, work at it with all 

your heart, as working for the Lord, 

not for men,  
24

since you know that you will receive 

an inheritance from the Lord as a 

reward. It is the Lord Christ you are 

serving.  
25

Anyone who does wrong will be 

repaid for his wrong, and there is no 

favoritism. 

 
4:1

Masters, provide your slaves with 

what is right and fair,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 also have a Master in 

heaven. 

18
Wives, submit to your husbands, as 

is fitting in the Lord.  
19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and do 

not be harsh with them.  
20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everything, for this pleases the Lord. 

  
21

Fathers, do not provoke your 

children, lest they become 

discouraged.  
22

Slaves, obey in everything those who 

are your earthly masters, not by way 

of eye-service, as people-pleasers, but 

with sincerity of heart, fearing the 

Lord.  
23

Whatever you do, work heartily, as 

for the Lord and not for men,  

 
24

knowing that from the Lord you will 

receive the inheritance as your reward. 

You are serving the Lord Christ.  

 
25

For the wrongdoer will be paid back 

for the wrong he has done, and there is 

no partiality. 

 
4:1

Masters, treat your slaves justly and 

fairly, knowing that you also have a 

Master in heaven. 

18(AR)
Wives, be subject to your 

husbands, as is fitting in the Lord. 
19

Husbands, love your wives and do 

not be embittered against them.  
20

Children, be obedient to your parents 

in all things, for this is well-pleasing 

to the Lord.  
21

Fathers, do not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 so that they will not lose 

heart.  
22

Slaves, in all things obey those who 

are your masters on earth, not with 

external service, as those who merely 

please men, but with sincerity of heart, 

fearing the Lord.  
23

Whatever you do, do your work 

heartily, as for the Lord rather than for 

men,  
24

knowing that from the Lord you will 

receive the reward of the inheritance. 

It is the Lord Christ whom you serve.  

 
25

For he who does wrong will receiv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rong which 

he has done, and that without 

partiality. 
4:1

Masters, grant to your slaves justice 

and fairness, knowing that you too 

have a Master in hea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