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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婚姻家庭与婚姻

社会学的观点，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

神学观点，家庭有它的价值。神学观点，家庭有它的价值。

圣经对于家庭关系的观点，

保罗书信 弗五21-六9 西三18-四1保罗书信 弗五21 六9，西三18 四1

都提到家规 - 家庭内的伦理。

第一世纪罗马的世界 一个家庭里有三种关系：第 世纪罗马的世界， 个家庭里有三种关系：

夫妇、父子、主仆，

罗马人有它的伦理、道德，对家庭有期待、想法：罗马人有它的伦理、道德，对家庭有期待、想法：

儿子要顺服父亲、

仆人顺从主人、

妻子听从丈夫，

因为那个丈夫、是父亲、是主人，

是那个家庭的君王一样，管理所有一切。

保罗书信提到父亲，多了一些向度：

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要在主里面教养儿女 也就是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在主里面教养儿女，也就是

把耶稣基督、福音信仰这个新元素，引进了家庭伦理规范，

在当时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引进 个新向度在当时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引进一个新向度

在谈到夫妻之间彼此相爱、顺服的时候，

先提到因顺服耶稣基督而彼此顺服先提到因顺服耶稣基督而彼此顺服，

对家庭产生颠覆性的改变、革命性的 - 彼此顺服
把人世间所有好的德行关系都放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把人世间所有好的德行关系都放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

重新来梳理：父亲是父亲、有权威，就不再是威权了，

因为顺从基督，看见儿女是耶稣基督的、妻子是耶稣基督的为顺从基督，看 是耶稣基督 、妻子是耶稣基督

主人会顾念仆人像兄弟一样，

还是主仆是完全不对等、是像兄弟有点平等

做仆人的要好好伺候主人、听从主人是理所当然的，

不可因为都信主是兄弟就轻视他，

反而更加尊重，好像在尊重耶稣基督一样

时间越来越久，这些家庭在社会上的见证不同了，

这样彼此对待都是新功课这样彼此对待都是新功课：

做主人的要放下身段；

做妻子的也要不同的思维做妻子的也要不同的思维-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该如何展现？

不只顺服我的丈夫、同时也是顺服主不只顺服我的丈夫、同时也是顺服主，

这个向度还能够出现。

所以整个家庭生活是不断在挑战、刺激、提醒所以整个家庭生活是不断在挑战、刺激、提醒
这当中的每一个人，越来越活得像基督徒的样式，

这是「家庭灵修学」。

婚姻也是，

夫妻关系不只是社会所规范的夫妻了，，

还是基督徒夫妻，以基督徒的方式彼此对待，

如何对待？是从过程里面学会，

这也是「婚姻灵修学」。



夫妇，理想上 以弗所书第五章 反映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圣经说他们要彼此相爱 那爱当然有不同的定义圣经说他们要彼此相爱，那爱当然有不同的定义。

林前十三4 - 7 给我们一些指引：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当然有感觉 激情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当然有感觉、激情，

但爱是在感觉之后的抉择、行动

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忍耐、在盼望。

也就是感觉之后的抉择与行动。也就是感觉之后的抉择与行动。

爱不是感觉、爱是一个动词，是行动，以合宜、

恰当的、合乎基督教价值、规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一个人自己的配偶、儿女、父亲、仆人、主人

在人生不同情境、不同身份的那个当下，，

必须思考：怎么样对待、才是恰当，

需要「智慧」，这是上帝所给予的，

能分析长程、短程的影响。

譬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在 慈 态中持在恩慈的心态中持续地忍耐，抉择不断的忍耐。

「忍耐」通常是「悲情」的联想，

不得已 那我们就忍受不得已，那我们就忍受。

这不是圣经的原意

忍受当中 重点是「恩慈」 或者是仁慈忍受当中、重点是「恩慈」、或者是仁慈，

有一种以超越的眼界，

去支持 医治那无力回报的人去支持、医治那无力回报的人，

夫妻、会友、亲子之间彼此这样对待

以亲子为例以亲子为例，

母亲教养小孩，从初生婴儿开始看见何为恩慈：

喂养、清洁小孩的时候，喂养、清洁小孩的时候，

温柔、耐性、智慧、不求回报，

在教养小孩当中自己得到满足，在教养小孩当中自己得到满足，

我们都看得出来、真的表露无遗。

随着小孩的长大，会体验当中矛盾的心情。

孩子 很可爱 不过即使是婴儿 也是天真有邪孩子，很可爱，不过即使是婴儿，也是天真有邪：

有研究说，小孩六个月大就会说谎、假哭、假笑

来吸引父母的注意 甚至操弄父母的行为来吸引父母的注意，甚至操弄父母的行为。

小孩哭，父母就抱，下一回小孩一定先哭、先闹，

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下一回当然先吵。会 ，

要忍着不给小孩想要、却不合适的东西，

小孩会不舒服、父母须忍着，所谓坚毅的爱
慢慢学会「忍心」放手，让出空间让小孩长大，

太早放手小孩会摔，太慢放手学不会独立，变妈宝、爹宝

无论如何要忍心 在 个控制好风险的情境下无论如何要忍心，在一个控制好风险的情境下，

让小孩跌跌撞撞，摔个一二回，经验到有点痛、却不会伤害，

失败过 历练过才能够成长失败过、历练过才能够成长，

这时父母得「忍耐」，不要太快干预或出手。

创二人要离开父母，应该是给亚当、夏娃听的，创二人要离开父母，应该是给亚当、夏娃听的，

教他们预备好怎么作父母。

仁慈必需要冒险的，对待其他人都是，

对自己的配偶 儿女也有可能对自己的配偶、儿女也有可能…
 因为好心不一定被接纳、好意人不一定领情，

现实的生活跟理想是有差距的。现实的生活跟理想是有差距的。

我们的本能反应觉得受伤、就放弃、不再仁慈

我们的爱有限，爱不是数量、东西，

是行动、是人的抉择，我们通常早早放弃，

不愿意为那些不配得的人继续承担。

然而，上帝不放弃，永远都「再试一次」！

一个人怎么会仁慈？

因为他知道，上帝在这一切事上掌权。

所以，带着这样心理的人就怀着盼望，

因此仁慈使人勇敢因此仁慈使人勇敢、

会让自己暴露在伤害之下成为弱者，

爱是使我们能处理人生中爱是使我们能处理人生中

各种意料之外事件的不凡能力。



仔细思考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经文，可以发现：

在 「甚 事经文的重点不是在讲「甚么事、要作什么」，

而是在说「品格」，

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是这样恒久忍耐的人吗？凡事盼望的人吗？

是圣经中真正的「属灵人」是圣经中真正的「属灵人」-
属于上帝的人、有耶稣基督德行的人

我们要对上帝的恩典要多一点把握我们要对上帝的恩典要多 点把握、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照基督的样式把我们改造一新。

爱是一种高尚的人品爱是 种高尚的人品，

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

所以称为「恩赐」所以称为「恩赐」，

让我们对待家人、会友、邻居，

让我们的生活态度都完全改变，我 态度都完全 变，

人际关系完全都重整了。

以弗所书 所写的婚姻，表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可以想象 婚姻是 幅动态的圣像可以想象：婚姻是一幅动态的圣像 -
「圣像」是 创世纪 上帝的「形象」这个字，

也就是可以由婚姻 看见上帝爱教会是甚么样子也就是可以由婚姻，看见上帝爱教会是甚么样子，

用这幅看得见的，来显明那看不见的上帝。

弗五 描述夫妻相处 像基督爱教会 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弗五 描述夫妻相处，像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 样，

也就是说，耶稣升天之后，我们再也不能以肉眼看见他，

但是，基督徒的家庭可以观察夫妻相爱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家庭可以观察夫妻相爱的生活，

让人看见耶稣怎么爱教会一样 - 这是在理想面。

在现实面，人生难免有时想放弃、爱不下去，本性、幽暗面又出来，在现实面，人生难免有时想放弃、爱不下去，本性、幽暗面又出来，

要不断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

让我们心存盼望，乐观地期待未来，因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盼 ， ， 帝 ，

他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要成全到底。

因为上帝的救赎、保守，婚姻会越来越好、

眼前这个人会越来越好、自己也越还越好。因为是上帝的爱。

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所谓家庭暴力，

争 意 来争执、吵架难免，但我们面对的是用信仰意义来看的...

几年前，一对高中姊弟杀了亲生父亲、焚烧尸体，

媒体就报导是怎么一回事，

死者妹妹、姊弟的姑姑：

没人性 内情 单纯 应该是有人教唆没人性、内情不单纯，应该是有人教唆

当事人自白：

姊姊被长期的家庭暴力 被父亲性侵害姊姊被长期的家庭暴力、被父亲性侵害，

妈妈知道，但为了家庭、女儿名誉没有声张。

弟弟曾在网咖 问到网咖员工弟弟曾在网咖，问到网咖员工，

亲眼见到死者暴力相向、拳打脚踢，

员工、其他客人看不下去。员工、其他客人看不下去。

所以受不了，弟弟就来帮助姊姊出气

求助无门 所以把父亲给杀了 这是悲剧事件求助无门，所以把父亲给杀了，这是悲剧事件。

「家丑不外扬」变成最高关切的时候，

有 者就没有寻求真相、伸张公义、为受害者找寻出路，

悲剧发生，全家人都成了悲剧的共犯。

我们必须有点处置我们必须有点处置...
台湾地区数据统计：

 2006 实际通报 3000 件家庭暴力 2006 实际通报 3000 件家庭暴力，

估计大约二万件

年轻人或小孩受暴力的受虐儿年轻人或小孩受暴力的受虐儿，

80％家庭暴力是自己的父亲或母亲
一个家庭本来应该是天堂的，反成为地狱了！个家庭本来应该是天堂的，反成为地狱了！

几年前台湾法律修改：

受虐儿成年后可免奉养父母亲受虐儿成年后可免奉养父母亲，

不用再因背负「恶意遗弃」罪名、

而受施虐父母长期精神虐待。受 虐父母长期精神虐待。

所以父母要为自己的施虐来负法律责任。



施虐，是剥削另外一方的人性，

情况任何情况下，

肢体、能力、权力强大的一方，

妨碍另外 方作为 个有责任的个体妨碍另外一方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个体、

去追求自我的肯定，

就是胁迫 压榨的行为就是胁迫、压榨的行为，

这种状况本身就是暴力。

肢体 语言 假意的宽厚都已经是暴力肢体、语言、假意的宽厚都已经是暴力，

没有把人当作是人、只当做发泄脾气，

 无论是丈夫 父母 政府 上司 牧师 无论是丈夫、父母、政府、上司、牧师，

用性别、社会状态、阶层、职务的差异，

跟基督教福音抵触 把人非人化了跟基督教福音抵触，把人非人化了

福音，就是把被折磨得不像人的，

恢复他做为人的尊严恢复他做为人的尊严。

家庭暴力，

法律赋 社 人员有权可以做 些处置法律赋予社工人员有权可以做一些处置，

 他会同警察、治安单位，把受虐儿带走，

交给安养机关暂时安置交给安养机关暂时安置

 让加害者、施虐的人，开禁制令让他离开

赋予的社工人员有这样做的时候赋予的社工人员有这样做的时候，

实际状况会有优点、缺点出现，

执行上会有困难 是一个挑战执行上会有困难，是 个挑战。

比如：合理管教、不洽当虐待如何区分？

父母的亲权 小孩人权之间 是有灰色地带的父母的亲权、小孩人权之间，是有灰色地带的…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为了小孩的最大利益，

事实上小孩是无助的事实上小孩是无助的，

如果加暴者是父亲或母亲的时候，

第三者能够介入 - 社工、警察。第 者 够介 社 、警察。

怎样衡量「小孩的利益」？

相 的例子二个相反的例子：

一个小女孩，社工去探访、是高关怀的单位，

女孩父亲说没事 没事 就没有注意到追踪女孩父亲说没事、没事，就没有注意到追踪，

没想到就被父亲打死、埋尸。

因为社工慢了一点 导致这样子因为社工慢了一点、导致这样子

但如果社工快了一点呢？也有其他的问题：

11岁小孩被医院检验出毒品阳性反应11岁小孩被医院检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第一个怀疑就是父母亲，被强制隔离，

哭喊「为何爸妈不来看我？」哭喊「为何爸妈不来看我？」

爸妈可能是喂小孩毒品的嫌疑犯，

被法院禁制。被法院禁制。

20 天后检验出来是「伪阳性」反应，

小孩就回到父母身边、然后道歉。到父母身 、然后道歉。

来不及了，因为小孩心理伤害已经造成。

我们不是社工、警察，碰到情况需要去通报，

如听到半夜哭闹、声音太严重这些，

可以通报警察、社工单位。

教会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除了通报之外，

 可以提供中途之家、安养、

基督徒家庭 可 接纳 中途之家的家庭基督徒家庭，可以接纳、中途之家的家庭，

让社工人员有个地方暂时来收纳
在社会阴暗面 家庭暴力下 包括妇女 小孩在社会阴暗面、家庭暴力下，包括妇女、小孩

家庭暴力还有男性，

被女性 妻子暴力相向的 就更难启齿被女性、妻子暴力相向的，就更难启齿

教会可以来担任庇护所的角色，

也可有心理的辅导也可有心理的辅导，

在专业素质、素养上需要去提升，

必须要很严格的专业训练，须要很严格 专 训练，

鼓励弟兄姊妹这方面多些参与



家庭还有其他的事…
家庭有家事 不应只是妻子 家庭主妇的责任家庭有家事，不应只是妻子、家庭主妇的责任，

应该有分配，家事是很辛苦、很累人的

家庭第一个考虑的是信仰教育家庭第一个考虑的是信仰教育，

不是教会、主日学老师的主要责任，是辅助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父母亲 尤其是父亲最重要的是父母亲、尤其是父亲
「父亲」角色的神学价值：在示范上帝怎样的恩典来对待人，

圣经里很显著的隐喻「上帝是父亲」，上帝用父亲形象，圣经里很显著的隐喻「上帝是父亲」，上帝用父亲形象，

生命的源头是父，来做为上帝身分的依据。

人世间的父亲，让我们直接推理联想天上的父亲，

父亲是扮演信仰塑造者、教导、引导的最重要角色

家庭的灵修、敬拜，应该由父亲来带领，

不是有形的固定读经、祷告而已，而是在日常生活

彼此对待当中，基督教信仰的价值在那里穿透、影响，

所以需要家庭祭坛、有固定的时间

理想跟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在「已然 「未然就是在「已然」、「未然」之间。

圣经一方面提倡婚姻、家庭的理想，

当然没有忘记「现今的世代邪恶」当然没有忘记「现今的世代邪恶」。

林前七 提醒有另外一面：

还没有结婚的人就不要结婚吧 因为现在时局很艰难；还没有结婚的人就不要结婚吧，因为现在时局很艰难；
无论如何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

我们往上帝终末的恩典在前进我们往上帝终末的恩典在前进。

让我们家庭、婚姻都成为耶稣基督恩典的图像、

家庭成为恩典所在之处 我们努力的经营家庭成为恩典所在之处，我们努力的经营、

彼此坚毅的爱、存心忍耐，像上帝爱我们一样，

这样我们彼此在体会家庭真的像天堂这样我们彼此在体会家庭真的像天堂，

是预尝天堂的恩典。

也在这世界当中提供一个空间，也在这世界当中提供 个 间，

来接纳有可能需要家庭空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