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表現在家庭裡
以弗所書 第十五課…

以弗所書 五22~五33
以弗所書：五22
五33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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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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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要
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成為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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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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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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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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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2-六9 保羅把所強調「倫理」的提醒，
從前 個段落特別著重於個人倫理方面 轉移到今天
從前一個段落特別著重於個人倫理方面，轉移到今天
要看的這個段落，特別是「群體倫理」這個方面。

以弗所書 六1~六9
以弗所書：六1
六9
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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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 條帶應許的誡命
3 【併於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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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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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作僕人的 要懼怕戰兢 用誠實的 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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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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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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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知道 他們和你們 有 位主在 上 他並 偏待

如果教會整體不是以群體的方式，向社會、不信主的社會，
向對教會有許多的誤解、甚至是敵意的社會，呈現我們的信仰的話，
光是個人倫理、生命的改變，有的時候並不足以向我們周遭的人清楚地呈現
我們的信仰到底帶給每 個信主的信徒 是多麼不 樣的生命轉移！
我們的信仰到底帶給每一個信主的信徒，是多麼不一樣的生命轉移！
因此著重倫理，從個人倫理的面向轉移到群體倫理的面向，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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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這節經文當中沒有動詞—21b 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在一個群體當中，各人都按著神的定規有明確當順服的對象，
18b 要被聖靈充滿。
倘若信徒願意接受聖靈的引導、順著聖靈而行、不讓聖靈擔憂，
這樣做的話 就會讓神應許要叫祂的豐盛充滿在教會
這樣做的話，就會讓神應許要叫祂的豐盛充滿在教會，
並且至終可以成就使萬有在基督裡，同歸於一的這個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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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下面這個段落要講到在群體裡，我們在神面前—
各有各應當順服的對象 各有各自需要擔當 倫理當負的責任，
各有各應當順服的對象、各有各自需要擔當、倫理當負的責任，
五22 – 六9 保羅舉著基督徒在那個時代
最重要的群體關係，也就是家庭！
在希臘文獻中有許多重要的詞彙，也是帶有家庭的色彩，
皇帝在這個國家當中扮演的角色
好像國家就是他的家，他是這個家的主人，
所以舉凡國家行政有關的用字，字當中都包括有「家」的字根在裡面。

在希臘羅馬的文化當中，家是整個社會安全、社會結構當中，最重要的基本單位。
初代教會弟兄姊妹他們都是在 個家裡面聚會，
初代教會弟兄姊妹他們都是在一個家裡面聚會，
 家庭教會，這個是教會在還沒有自己擁有公開可以聚集的教堂之前，
弟兄姊妹很習慣於一起聚會的方式，稱這個地方教會是神的家
 在這個地方聚集的家庭教會裡，信徒和信徒彼此之間的關係，
沿用猶太人在會堂的用詞，彼此稱為是「弟兄姊妹」，關係是家人
既然是家人，我們這個家庭教會就是神的家。
既然是家人，我們這個家庭教會就是神的家
神的教會在終末之時，所有神的百姓兒女聚集在祂施恩的寶座，
那個聚集被稱為是神的教會
那個聚集被稱為是神的教會，
如今在地上、每一個地方、在不同的時代，
每一個家庭教會都是那個終末神的教會
在那一個地方、在那一個時代裡的一個彰顯。

般在希臘羅馬的社會習俗當中 當講到家的時候
一般在希臘羅馬的社會習俗當中，當講到家的時候，
還不只是講到家的基本成員—父母跟孩子，
是把所有跟這個家核心家庭成員一起住居的相關人都包括在家的概念裡面，
 因此家是包括在他們當中的自由人、提供服務的僕人或者說勞工，
全部都算在家人的範疇裡面
 甚至連家人在生意上、工作夥伴，
也都全部可以被包括在家人這個範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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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耶穌基督的恩典裡選召我們的時候，
 賦予我們作為神家人的身分
 賦予我們作為神家人可以享有的安全感跟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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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2 – 24 先描述妻子在婚姻當中，她該扮演的角色。
既然這 整段經文 都在描述我們這個人若是被聖靈充滿 就會很有效地
既然這一整段經文，都在描述我們這個人若是被聖靈充滿，就會很有效地
在我們各自所在扮演的角色上。顯出救恩在我們生命當中的影響力…
妻子在婚姻當中扮演的新角色：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如同順服主，不是特別用來強調她要服事順服的程度，
是特別提醒妻子在婚姻當中，她扮演的角色是一個順服主的新角色。

既然新約的作者們，是這樣普遍地將家庭的概念用在教會的描述上，
所以你可以理解當保羅 五22 – 六9 為什麼特別選用家庭的規範
為什麼特別選用家庭的規範，
來解釋我們
 在信主之後，理所當然以教會為圓心，
向這個世界呈現我們蒙恩之後新生活的型態
 個別信徒當然在倫理上，應該顯出他的見證來
保羅選了三方面跟家庭規範有關的不同階層、或者說相對的階層…
保羅選了三方面跟家庭規範有關的不同階層
或者說相對的階層
一、 夫妻關係：
在教會中這段的經文講到夫妻關係
在教會中這段的經文講到夫妻關係，
非常頻繁地在婚禮當中被引用，
同樣在描述夫妻在婚姻當中要扮演的角色，
 他花了 40 個字在描述妻子要扮演的角色
 卻花了 115 個字在描述丈夫要扮演的角色
因此當我們在看這段聖經的時候，
保羅是把比較多的重點放在丈夫的角色、或者是教會得贖的身分上。

五25 – 32 強調丈夫在婚姻當中扮演的角色，
25a 你們作丈夫的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要愛你們的妻子
下面經文重複不斷地提醒夫妻在神眼中婚姻的關係，就是基督跟教會之間的關係，
因此夫妻各自在婚姻當中所扮演的新角色，都從基督是怎麼樣愛祂的教會當中，
找到那個預表完美的形像。基督是怎麼樣愛祂的教會呢？
25 -27 提到三方面祂這樣地愛教會有三個目的…
1 要使教會成為聖潔：
1.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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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基督在愛教會的這件事情上，提供了丈夫愛妻子的理由？
 基督愛教會，事實上是人愛自己身體的
基督愛教會，事實上是人愛自己身體的一個完美的範示，
個完美的範示，
出於人愛自己的身體，我們更加會體會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丈夫理當在基督怎麼樣愛祂教會的這個層次上，體會神叫夫妻合而為一體，
丈夫當在這個完美的範例上面，看到神賦予丈夫愛妻子的託付跟提醒。
 丈夫跟妻子關係事實上也在創世記當中，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成為一體 的事情上表露出來。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成為一體」的事情上表露出來。
夫妻關係、家庭，是神要藉著我們在團體當中生活的那個方式，
展露出神在我們當中掌權的一個方式。

2. 可以獻給耶穌：
27a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
蒙恩的信徒每一個人是得蒙揀選，使自己與作為神兒女的身分匹配。
神是怎麼樣透過耶穌 督的救恩揀選教會呢
3. 神是怎麼樣透過耶穌基督的救恩揀選教會呢？
27b 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我們可能信主了一段時間，會忽略其實我們初初信主的時候，
聖靈初初內住於我們的內心
聖靈初初內住於我們的內心、一個生命最大的改變，就是開始會敏感主的心意，
個生命最大的改變 就是開始會敏感主的心意
在我們初初信主的第一個經驗裡，往往是那個對罪的感覺。
 基督救贖祂的教會，使他們擁有一個屬靈的新身分，
基督救贖祂的教會 使他們擁有 個屬靈的新身分
好與他們自己是蒙召為聖的新身分相稱
 這個新身分，是藉著賜與每一個蒙恩的信徒，有一個對罪非常敏感的內在，
基督揀選祂的兒女、揀選信徒，是為了要使他們的生命、生活沒有瑕疵
基督跟祂的教會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丈夫跟他妻子之間，就應當在基督跟教會的關係上，
看到那個神從舊約開始一直展現的預表、或者說範本。

保羅在這段的聖經當中不只是講到夫妻，也講到兒女：
兒女要聽從他的父母、好使他們得福。
丈夫愛妻子、父母愛他的子女，都講到順服，
保羅在這裡對父母說：4a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做父母的我們應當理解：子女是神所交付我們的產業，
不當不合道理地在管教的過程當中，發洩我們個人的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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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也對僕人跟主人說話…
僕人從他的主人得著安全感、歸宿感跟他的身分，基督徒的僕人
僕人從他的主人得著安全感
歸宿感跟他的身分 基督徒的僕人
了解我們在神的家中，神已經賦予我們神兒女的尊榮，
因此僕人在他的家中服事主人的時候，想到如同妻子在婚姻當中順服她的先生，
作丈夫的在婚姻當中像基督一樣地愛他的妻子，都是在主裡，
僕人理當在基督裡，順服他工作上的主人，好像順服主。
主人也是一樣，不要威嚇你的僕人，因為知道各人都向主交帳，
主人也是
樣 不要威嚇你的僕人 因為知道各人都向主交帳
就算是你是你僕人的主人，有一天你也要按著管教他的方式向你的主交帳。
在整個段落當中，保羅要呈現的是基督徒群體的倫理，
 基督徒我們不但是按著我們個人的倫理行為向主負責
 我們也是在整個群體，按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整體向主負責
從那個最基本的生活單位—就是家庭，
我們的夫妻關係、我們的親子關係、我們的主僕關係，主盼望教會
可以向這個世代說話 教會裡面的每 個人 教會整體所呈現生活的見證
可以向這個世代說話，教會裡面的每一個人、教會整體所呈現生活的見證。
願我們都明白主的心意，走在主的路上、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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