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的盼望

彼得前後書

第六課…

彼前三1 - 7

這段關於婚姻的論述，是彼得對 二11-12 所舉的一個例證…
二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婚姻中的盼望

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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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聖經都非常看重家庭、婚姻…
提前三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真正屬靈的人
不會切割屬靈的家以及地上的家，
不會切割日常生活跟屬靈生活，
不會切割自然與恩典，工作與事奉。
主耶穌教我們的禱告是：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真正屬靈的人
不會切割天與地、永生與今生
 真正屬靈的人會把
真 屬靈的人會把
服事自己的丈夫與妻子當成是服事神，
因為對他來說 –
家庭是不能跟教會割裂的

這段經文帶給我們一個入世而不屬世的屬靈原則，
很多基督徒看見彼得說我們在
很多基督徒看見彼得說我們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是客旅 是寄居的
 就以為今生的事物、日常生活的事物都是過眼雲煙、
都沒有永恆的意義，忘記這是天父世界
 覺得基督徒要服事神就要放下家庭、工作、生活，
要專心靈修、禱告、傳福音，這才叫屬靈，
要好像大禹治水那樣三過家門而不入

很多觀念比較老舊、受到傳統華人文化影響的傳道人
會引用耶穌的話：
會引用耶穌的話
太十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路十四26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恨自己的
父母、妻子、家人，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這些傳道人就以主耶穌的名義拋妻棄子、專心事奉神。
他們固然值得我們尊敬 但在這點上誤解了耶穌的意思
他們固然值得我們尊敬，但在這點上誤解了耶穌的意思…
耶穌的意思是：
不要把自己的家人當成神那樣去愛 去追求
不要把自己的家人當成神那樣去愛、去追求，
因為這樣子就是把自己的家人當成偶像了；
 我們應該愛神過於愛這個世界上的一切，
我們應 愛神過 愛這
界 的
因為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都是從神而來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事物
當成神去愛的時候，就犯了偶像崇拜的罪了！

但往往偶像會用一種更屬靈的樣貌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跟太太分享 「我作為 個學者可能遭遇的試探
我跟太太分享：「我作為一個學者可能遭遇的試探，
我很可能會把學術成就當成偶像，妳如果發現
我有這樣子的跡象時，一定要來提醒我。」
我有這樣子的跡象時，一定要來提醒我。
我的太太說：「我知道，我還要提醒你一點 你也不可以把我當成你的偶像！」
有這麼好的太太，我真的要很努力才能不把她當成偶像。
其實這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可能成為我們的偶像
其實這個世界上
切美好的事物，都可能成為我們的偶像…
 當你愛你的配偶過於愛基督的時候，配偶就成了偶像
當一個傳道人愛教會勝過愛基督的的時候，
當
個傳道人愛教會勝過愛基督的的時候
他就是把教會當成偶像了
 愛傳福音的工作過於愛基督的，也不配作基督的門徒
愛傳福音的 作過 愛基督的
不 作基督的門徒
但是基督要我們因著愛祂而愛教會、愛傳福音的工作、
愛自己的家、也愛神所賜給我們的一切，
基督跟教會、跟事奉、跟家庭，不應該有衝突。

十九世紀有一位偉大的神學家說過這麼一句話：
在整個人類存有的範圍裡面 沒有 方寸的土地
在整個人類存有的範圍裡面，沒有一方寸的土地
是萬有的主宰基督不指著它、
大聲吶喊 我的！」 切都是主耶穌的！
大聲吶喊「我的！」一切都是主耶穌的！
我們作為基督徒，要把一切獻給主，
 獻給主的時候就要記得這
獻給主的時候就要記得這一切
切
既然屬乎主耶穌，那就要更加地珍惜、寶貴
 把自己的家獻給主，不是不再愛自己的家，
把自己的家獻給主 不是不再愛自己的家
而是要比從前更愛自己的家！
我們在地上寄居的日子，
我們在地上寄居的日子
陪伴我們的家人是主賜給我們的，
所以彼得教導我們入世而不屬世的真理之後，
三1-7 教導我們怎麼樣在地上的婚姻當中，
活出我們屬天的盼望，
而彼得的教導非常具體…

我講一個虛構的故事，大家就更能體會其中的意思…
有一個事業成功的男人，家庭美滿、幸福，
得到了世人所羨慕的一切之後，頓覺人生如此空虛。
就在最空虛的時候 他遇見了主耶穌
就在最空虛的時候，他遇見了主耶穌，
主耶穌說：「你來跟隨我作我的門徒。」男人喜出望外，
「可是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獻給我。」
「可是你要把你所有的 切都獻給我
男人想：「我有了主耶穌，夫復何求？」於是一口答應
 主耶穌就把男人帶到他的豪宅，
主耶穌就把男人帶到他的豪宅，「你要獻給我嗎？」
你要獻給我嗎？」
男人說：「這有什麼問題…」
主耶穌就帶著這個人來到他豪宅邊上、從窗口看進去，
 主耶穌就帶著這個人來到他豪宅邊上
從窗口看進去
男人的愛妻正抱著他可愛的孩子準備入睡，
主耶穌指著母子
主耶穌指著母子：「獻給我！」男人含著淚答應了…
獻給我 」男人含著淚答應了
主耶穌就對男人說：「現在你的房子、嬌妻、孩子是我的，
我要你愛惜你的房子 好好照顧你的妻子 孩子
我要你愛惜你的房子、好好照顧你的妻子、孩子，
要比從前更愛他們，因為你要知道這些都是我的！」

三1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妻子要順服丈夫，在多元主義、平權主義的時代，
妻子要順服丈夫
在多元主義 平權主義的時代
聽起來很落後、刺耳、…但在這裡強調兩點，
1 彼得講的順服並不是儒家傳統的三從四德，
1.
彼得講的順服並不是儒家傳統的三從四德
也不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那種絕對的順服
2 彼得拒斥了後現代主義這種極端，
2.
把所有的權威都解構掉，盲目地反權威，
 結果不管是父母
結果不管是父母、師長、專家、
師長 專家
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威，都被解構掉了
 這個世界變得沒有倫理次序
這個 界變得沒有倫理 序
而如果我們還要講妻子順服丈夫的話，
這是違反後現代時代精神的，
但是彼得也不走這樣子的路。

上一次看見彼得吩咐 - 要尊重政府的權柄，
這段經文彼得吩咐 - 妻子要順服丈夫的權柄，
妻子要順服丈夫的權柄
不論是人民對政府、或者妻子對丈夫，都不是絕對順服。
三1 彼得提到「順服」時，用的動詞原型是
彼得提到「順服 時 用的動詞原型是 hupotasso
h
t
，

意思是「使一個人順服」，用的是動詞的被動分詞，
意思是要主動地把自己放在對方之下。
 這句話不是對丈夫講的、不是要丈夫使妻子來順服他
 這句話是對主內的姊妹講的，要妻子
主動地、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放在丈夫之下
而這種順服也不是丈夫說什麼，
她都要聽、都要照做，
 應該是出於自願的
而不是被迫的
應該是出於自願的、而不是被迫的，
也不是出於社會結構、大男人主義的文化
 而是因為知道神造物
而是因為 道神造物
是先造亞當、後造夏娃要作亞當的幫助

這種順服是出於愛，所以心甘樂意地服事對方，
妻子
妻子甘心地把丈夫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地把 夫看得 自 更重要
不論在事業、家庭、教養兒女…都尊重丈夫。
但是這種順服 並不是唯命是從的順服
但是這種順服，並不是唯命是從的順服…
三1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
這樣
若有 信從道 的丈夫 他們雖然 聽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主裡的姊妹如果有不信從真理的丈夫，
一直跟他講福音的道理，通常是沒有用的，
我們的目的是要把他感化過來、就要除去他的驕傲 –
因為驕傲就不順從上帝的真理，
 只信自己、只信自己想要信的
只信自己 只信自己想要信的
 對權柄的認識是混亂的，
 要不把其他人的權柄給絕對化，作偶像崇拜
要不把其他人的權柄給絕對化 作偶像崇拜
 另外把自己的權柄給絕對化，像後現代主義

彼得在講順服時，用了兩個不同的字、來區分兩種不同的順服…
1 對神的順服：
1.
對神的順服
一2b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最直接的翻譯就是「聽話」，
原文的意思是非常認真聆聽、並且順從一個權威的話語 上帝說什麼、我們就聽、就信、就照做、
我們聽話，這是人對神的順服
2. 人對人的順服：
二13b 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二18、三1、三5、五5…
 不一定是聽話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放在對方之下
 跟保羅講的
跟保羅講的：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看別人的地位比自己高，意思是一樣的
這種精神就是主耶穌為門徒洗腳的那種精神，
是把自己放在對方之下，
好像僕人 樣去事奉對方
好像僕人一樣去事奉對方；
事奉人好像事奉基督一樣的這種順服。

姊妹如果要幫助不信的丈夫重整對權柄的認識，
那妳首先要順服他的權柄 信從上帝的話語 –
那妳首先要順服他的權柄，信從上帝的話語
 知道先造的是亞當、後造了夏娃
 知道妳被造出來是要作妳丈夫的幫助，
這種幫助並不是僕役、幫傭、歐巴桑那種幫助
原文「耶和華造女人來幫助男人」，也用在耶和華身上，
原文「耶和華造女人來幫助男人
也用在耶和華身上
正如詩人講：耶和華是我隨時的幫助！
因此妳順服、幫助妳丈夫的時候，
就活出了一個非常尊貴的身分、地位，
耶和華是妳丈夫的幫助，妳也是妳丈夫的幫助
耶和華是妳丈夫的幫助
妳也是妳丈夫的幫助 –
耶和華藉由妳來幫助妳的丈夫，是何等尊貴！
當年在伊甸園裡，夏娃不顧上帝賜下的倫理次序，
她沒有要讓亞當作頭，自己帶頭作了一個決定 吃了禁果 又吩咐亞當吃
吃了禁果、又吩咐亞當吃，
這種權柄、倫理次序的混亂，就帶來了人的墮落與原罪！

妳自己先把自己服在丈夫的權柄之下，
 知道這是上帝設立的次序
 而且妳這樣做是出於愛、是心甘情願地
順服妳的丈夫 妳的順服就會讓他看見 順服妳的丈夫，妳的順服就會讓他看見
當人照著神所設立的倫理次序去生活的時候，
能夠活出多麼美好的生命！
如果神憐憫…
三1b 他們雖然不聽道
三
他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也可 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三2 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三3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
三4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
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三5 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
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
順服自己的丈夫，
三6 就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
就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
稱他為主
你們若行善，不因恐嚇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兒了。

我們的青春年華會逝去，女人上了年紀以後
如果還能用美貌吸引丈夫的話，
如果還能用美貌吸引丈夫的話
那不是靠穿著、水嫩的肌膚、整容，
靠的是由內而外的氣質、屬靈的美、
相由心生的美。
三7 彼得吩咐主內的弟兄說…
彼得吩咐主內的弟兄說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識）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軟弱 與你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為什麼彼得只一節經文吩咐弟兄要愛惜妻子，是不是重男輕女？
為什麼彼
節經文吩咐弟兄要愛惜妻子
重男輕女
正好相反，當時教會裡面其實女人比男人多，為什麼呢？
 當年社會文化，男人信主，他的太太、全家都加入教會，
當年社會文化 男人信主 他的太太 全家都加入教會
在教會裡男女比例已經一半一半了
 但是女人來教會，她們沒有權利把丈夫也一起帶進來，
因為重男輕女，所以很自然地，姊妹就遠遠多過弟兄了

很多人誤解這段話，以為敬虔的基督徒姊妹就應該
不重視外表 不保養 不打扮 不化妝
不重視外表、不保養、不打扮、不化妝、
整天出門都邋里邋遢的，只重視所謂的內在美。
彼得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穿著是一種語言，不只是女人、男人也一樣…
 如果牧師上台講道，西裝是窄的駁頭
如果牧師上台講道，西裝是窄的駁頭、細領帶、
細領帶
胸口真絲的方巾，會眾會覺得牧師很抖騷
 有一些女人上街噴賣弄性感的香水、
有 些女人上街噴賣弄性感的香水
包包上面鑲一個大大的名牌商標、
配名牌項鍊、手指帶兩克拉的鑽戒
我不是說名牌不好，名牌設計是有它的價值，
但是 個人如果沒品味 沒氣質
但是一個人如果沒品味、沒氣質，
再昂貴的名牌，只能穿出土豪的氣質；
但是擁有內在美的人，
可以非常不經意就穿出與眾不同的氣場！

教會裡面有很多的姊妹是自己信主、丈夫不信的，
 所以彼得帶著教牧心腸、
所以彼得帶著教牧心腸
用很多篇幅來鼓勵這樣子的姊妹
 教會裡面也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妻子跟他們一同上教會，
但是當時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受過教育的很少，
這樣的社會當中，大部分的男人會覺得自己的妻子
沒受過教育、沒見識、什麼都不懂，會瞧不起她們
彼得就提醒主內的弟兄說：
你們的妻子固然比你們軟弱 –
身體上比你們軟弱 心靈上也比你們脆弱
身體上比你們軟弱、心靈上也比你們脆弱、
知識程度也比不上你們，但是不可以嫌棄她們，
你們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原文的情理是知識的意思，
你們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原文的情理是知識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們既然知道妻子是耶和華賜下的幫助，
就要知道妻子是何等地尊貴，
不尊重妻子、就是不尊重上帝！

你們知道妻子是和你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
講的是 創一
創 – 二 上帝賜生命給萬物，
上帝賜生命給萬物
 萬物被造出來的時候，耶和華都說甚好
 亞當被造出來時，卻說「那人獨居不好」
亞當被造出來時，卻說「那人獨居不好
耶和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這意思是說：
耶和華是三位 體的神，聖父 聖子 聖靈的形像，
耶和華是三位一體的神，聖父、聖子、聖靈的形像，
是一個愛的形像、是一個愛的關係的形像，
祂按這個形像造人的時候 人獨居就不好
祂按這個形像造人的時候，人獨居就不好，
因為沒有辦法反映這個形像。
所以亞當從耶和華承受生命之恩時、必須與妻子一同承受，
所以亞當從耶和華承受生命之恩時
必須與妻子 同承受
 人不敬重妻子就是虧缺上帝的榮耀，敬重妻子就是順服神
 丈夫與妻子照著上帝造物的美意，去建造婚姻時，
丈夫與妻子照著 帝造物的美
建造婚姻時
他們在不順服神的世界上，就成了客旅、寄居的，
而他們在婚姻當中也能活出上帝造物的美意，
讓世人看見了就羨慕他們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