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表现在家庭里

以弗所书 第十五课…

以弗所书 五22 五33
以弗所书：五22~五33
22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2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24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25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26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净
27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28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29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30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31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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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2-六9 保罗把所强调「伦理」的提醒，
从前 个段落特别着重于个人伦理方面，转移到今天
从前一个段落特别着重于个人伦理方面，转移到今天
要看的这个段落，特别是「群体伦理」这个方面。

以弗所书 六1 六9
以弗所书：六1~六9
1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2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条带应许的诫命。
3 【并于上节】
4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5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你们作仆人的 要惧怕战兢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 神的旨意。
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8 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9 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知道 他们 你们同有
在
他并 偏待

如果教会整体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向社会、不信主的社会，
向对教会有许多的误解、甚至是敌意的社会，呈现我们的信仰的话，
光是个人伦理、生命的改变，有的时候并不足以向我们周遭的人清楚地呈现
我们的信仰到底带给每 个信主的信徒 是多么不 样的生命转移！
我们的信仰到底带给每一个信主的信徒，是多么不一样的生命转移！
因此着重伦理，从个人伦理的面向转移到群体伦理的面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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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你们作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这节经文当中没有动词—21b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在一个群体当中，各人都按着神的定规有明确当顺服的对象，
18b 要被圣灵充满。
倘若信徒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顺着圣灵而行、不让圣灵担忧，
这样做的话 就会让神应许要叫祂的丰盛充满在教会
这样做的话，就会让神应许要叫祂的丰盛充满在教会，
并且至终可以成就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个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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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下面这个段落要讲到在群体里，我们在神面前—
各有各应当顺服的对象 各有各自需要担当 伦理当负的责任，
各有各应当顺服的对象、各有各自需要担当、伦理当负的责任，
五22 – 六9 保罗举着基督徒在那个时代
最重要的群体关系，也就是家庭！
在希腊文献中有许多重要的词汇，也是带有家庭的色彩，
皇帝在这个国家当中扮演的角色
好像国家就是他的家 他是这个家的主人
好像国家就是他的家，他是这个家的主人，
所以举凡国家行政有关的用字，字当中都包括有「家」的字根在里面。

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家是整个社会安全、社会结构当中，最重要的基本单位。
初代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 个家里面聚会，
初代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一个家里面聚会
 家庭教会，这个是教会在还没有自己拥有公开可以聚集的教堂之前，
弟兄姊妹很习惯于一起聚会的方式，称这个地方教会是神的家
 在这个地方聚集的家庭教会里，信徒和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
沿用犹太人在会堂的用词，彼此称为是「弟兄姊妹」，关系是家人
既然是家人 我们这个家庭教会就是神的家
既然是家人，我们这个家庭教会就是神的家。
神的教会在终末之时，所有神的百姓儿女聚集在祂施恩的宝座，
那个聚集被称为是神的教会，
如今在地上、每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代，
每一个家庭教会都是那个终末神的教会
在那一个地方、在那一个时代里的一个彰显。

般在希腊罗马的社会习俗当中，当讲到家的时候，
一般在希腊罗马的社会习俗当中，当讲到家的时候，
还不只是讲到家的基本成员—父母跟孩子，
是把所有跟这个家核心家庭成员一起住居的相关人都包括在家的概念里面，
 因此家是包括在他们当中的自由人、提供服务的仆人或者说劳工，
全部都算在家人的范畴里面
 甚至连家人在生意上、工作伙伴，
甚至连家人在生意上 工作伙伴
也都全部可以被包括在家人这个范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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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选召我们的时候，
 赋予我们作为神家人的身分
 赋予我们作为神家人可以享有的安全感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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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2 – 24 先描述妻子在婚姻当中，她该扮演的角色。
既然这 整段经文，都在描述我们这个人若是被圣灵充满，就会很有效地
既然这一整段经文，都在描述我们这个人若是被圣灵充满，就会很有效地
在我们各自所在扮演的角色上。显出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
妻子在婚姻当中扮演的新角色：
22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如同顺服主，不是特别用来强调她要服事顺服的程度，
是特别提醒妻子在婚姻当中 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顺服主的新角色
是特别提醒妻子在婚姻当中，她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顺服主的新角色。

既然新约的作者们，是这样普遍地将家庭的概念用在教会的描述上，
所以你可以理解当保罗 五22 – 六9 为什么特别选用家庭的规范，
来解释我们
 在信主之后，理所当然以教会为圆心，
向这个世界呈现我们蒙恩之后新生活的型态
 个别信徒当然在伦理上，应该显出他的见证来
保罗选了三方面跟家庭规范有关的不同阶层、或者说相对的阶层…
保罗选了三方面跟家庭规范有关的不同阶层
或者说相对的阶层
一、夫妻关系：
在教会中这段的经文讲到夫妻关系，
非常频繁地在婚礼当中被引用，
同样在描述夫妻在婚姻当中要扮演的角色，
 他花了
花 40 个字在描述妻子要扮演的角色
在
妻子
角色
 却花了 115 个字在描述丈夫要扮演的角色
因此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保罗是把比较多的重点放在丈夫的角色、或者是教会得赎的身分上。

五25 – 32 强调丈夫在婚姻当中扮演的角色，
们作丈夫 ，要爱 们 妻子。
25a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下面经文重复不断地提醒夫妻在神眼中婚姻的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因此夫妻各自在婚姻当中所扮演的新角色，都从基督是怎么样爱祂的教会当中，
找到那个预表完美的形像。基督是怎么样爱祂的教会呢？
到 个 表完美
像 基督是怎 样爱
教会
25 -27 提到三方面祂这样地爱教会有三个目的…
1 要使教会成为圣洁：
1.
26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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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督在爱教会的这件事情上，提供了丈夫爱妻子的理由？
 基督爱教会，事实上是人爱自己身体的
基督爱教会，事实上是人爱自己身体的一个完美的范示，
个完美的范示，
出于人爱自己的身体，我们更加会体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丈夫理当在基督怎么样爱祂教会的这个层次上，体会神叫夫妻合而为一体，
丈夫当在这个完美的范例上面，看到神赋予丈夫爱妻子的托付跟提醒。
 丈夫跟妻子关系事实上也在创世记当中，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的事情上表露出来。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的事情上表露出来
夫妻关系、家庭，是神要借着我们在团体当中生活的那个方式，
展露出神在我们当中掌权的一个方式。

2.可以献给耶稣：
27a可以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教会
27a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
蒙恩的信徒每一个人是得蒙拣选，使自己与作为神儿女的身分匹配。
3. 神是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拣选教会呢？
27b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可能信主了一段时间，会忽略其实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
圣灵初初内住于我们的内心
圣灵初初内住于我们的内心、一个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会敏感主的心意，
个生命最大的改变 就是开始会敏感主的心意
在我们初初信主的第一个经验里，往往是那个对罪的感觉。
 基督救赎祂的教会，使他们拥有一个属灵的新身分，
基督救赎祂的教会，使他们拥有 个属灵的新身分，
好与他们自己是蒙召为圣的新身分相称
 这个新身分，是借着赐与每一个蒙恩的信徒，有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内在，
基督拣选祂的儿女、拣选信徒，是为了要使他们的生命、生活没有瑕疵
基督跟祂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丈夫跟他妻子之间 就应当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
丈夫跟他妻子之间，就应当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
看到那个神从旧约开始一直展现的预表、或者说范本。

保罗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不只是讲到夫妻，也讲到儿女：
儿女要听从他的父母、好使他们得福。
丈夫爱妻子、父母爱他的子女，都讲到顺服，
顺
保罗在这里对父母说：4a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做父母的我们应当理解：子女是神所交付我们的产业，
不当不合道理地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发泄我们个人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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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也对仆人跟主人说话…
仆人从他的主人得着安全感、归宿感跟他的身分，基督徒的仆人
了解我们在神的家中，神已经赋予我们神儿女的尊荣，
因此仆人在他的家中服事主人的时候，想到如同妻子在婚姻当中顺服她的先生，
作丈夫的在婚姻当中像基督一样地爱他的妻子，都是在主里，
仆人理当在基督里，顺服他工作上的主人，好像顺服主。
主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你的仆人，因为知道各人都向主交账，
主人也是
样 不要威吓你的仆人 因为知道各人都向主交账
就算是你是你仆人的主人，有一天你也要按着管教他的方式向你的主交账。
在整个段落当中，保罗要呈现的是基督徒群体的伦理，
在整个段落当中
保罗要呈现的是基督徒群体的伦理
 基督徒我们不但是按着我们个人的伦理行为向主负责
 我们也是在整个群体，按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整体向主负责
从那个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就是家庭，
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主仆关系，主盼望教会
可以向这个世代说话 教会里面的每 个人 教会整体所呈现生活的见证
可以向这个世代说话，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教会整体所呈现生活的见证。
愿我们都明白主的心意，走在主的路上、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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