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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的盼望婚姻中的盼望 彼前三1 - 7

这段关于婚姻的论述，是彼得对 二11-12 所举的一个例证…

二11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二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二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端 ，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属灵原则，

很多基督徒看见彼得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就以为今生的事物、日常生活的事物都是过眼云烟、

都没有永恒的意义，忘记这是天父世界
 觉得基督徒要服事神就要放下家庭、工作、生活，

要专心灵修、祷告、传福音，这才叫属灵，

要好像大禹治水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

整本圣经都非常看重家庭、婚姻…
提前三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提前三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真正属灵的人真正属灵的人

不会切割属灵的家以及地上的家，

不会切割日常生活跟属灵生活不会切割日常生活跟属灵生活，

不会切割自然与恩典，工作与事奉。

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是：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是：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真正属灵的人真正属灵的人

不会切割天与地、永生与今生

真正属灵的人会把

服事自己的丈夫与妻子当成是服事神，

因为对他来说–
家庭是不能跟教会割裂的

很多观念比较老旧、受到传统华人文化影响的传道人
会引用耶稣的话会引用耶稣的话：

太十37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路十四26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
父母 妻子 家人，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母、妻子、家人，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这些传道人就以主耶稣的名义抛妻弃子、专心事奉神。

他们固然值得我们尊敬，但在这点上误解了耶稣的意思…他们固然值得我们尊敬，但在这点 误解了耶稣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是：

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当成神那样去爱、去追求，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当成神那样去爱、去追求，

因为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的家人当成偶像了；

 我们应该爱神过于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爱 ，

因为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而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事物

当成神去爱的时候，就犯了偶像崇拜的罪了！



但往往偶像会用一种更属灵的样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跟太太分享 「我作为 个学者可能遭遇的试探我跟太太分享：「我作为一个学者可能遭遇的试探，

我很可能会把学术成就当成偶像，妳如果发现

我有这样子的迹象时 一定要来提醒我 」我有这样子的迹象时，一定要来提醒我。」

我的太太说：「我知道，我还要提醒你一点-
你也不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偶像！」你也不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偶像！」

有这么好的太太，我真的要很努力才能不把她当成偶像。

其实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这个世界上 切美好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当你爱你的配偶过于爱基督的时候，配偶就成了偶像

 当一个传道人爱教会胜过爱基督的的时候， 当 个传道人爱教会胜过爱基督的的时候，

他就是把教会当成偶像了

 爱传福音的工作过于爱基督的，也不配作基督的门徒传福 ，

但是基督要我们因着爱他而爱教会、爱传福音的工作、

爱自己的家、也爱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基督跟教会、跟事奉、跟家庭，不应该有冲突。

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大家就更能体会其中的意思…

男人有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家庭美满、幸福，

得到了世人所羡慕的一切之后，顿觉人生如此空虚。

就在最空虚的时候 他遇见了主耶稣就在最空虚的时候，他遇见了主耶稣，

主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作我的门徒。」男人喜出望外，

「可是你要把你所有的 切都献给我 」「可是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我。」

男人想：「我有了主耶稣，夫复何求？」于是一口答应
主耶稣就把男人带到他的豪宅 「你要献给我吗？」主耶稣就把男人带到他的豪宅，「你要献给我吗？」

男人说：「这有什么问题…」

主耶稣就带着这个人来到他豪宅边上、从窗口看进去，主耶稣就带着这个人来到他豪宅边上、从窗口看进去，

男人的爱妻正抱着他可爱的孩子准备入睡，

主耶稣指着母子：「献给我！」男人含着泪答应了…献给我

主耶稣就对男人说：「现在你的房子、娇妻、孩子是我的，

我要你爱惜你的房子、好好照顾你的妻子、孩子，我要你爱惜你的房子、好好照顾你的妻子、孩子，

要比从前更爱他们，因为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我的！」

十九世纪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整个人类存有的范围里面 没有 方寸的土地在整个人类存有的范围里面，没有一方寸的土地

是万有的主宰基督不指着它、
大声呐喊「我的！」一切都是主耶稣的！大声呐喊「我的！」 切都是主耶稣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把一切献给主，

 献给主的时候就要记得这一切 献给主的时候就要记得这 切

既然属乎主耶稣，那就要更加地珍惜、宝贵

把自己的家献给主，不是不再爱自己的家，家

而是要比从前更爱自己的家！

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

陪伴我们的家人是主赐给我们的，

所以彼得教导我们入世而不属世的真理之后，

三1-7 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的婚姻当中，

活出我们属天的盼望，

而彼得的教导非常具体…

三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妻子要顺服丈夫 在多元主义 平权主义的时代妻子要顺服丈夫，在多元主义、平权主义的时代，

听起来很落后、刺耳、…但在这里强调两点，

1 彼得讲的顺服并不是儒家传统的三从四德1. 彼得讲的顺服并不是儒家传统的三从四德，

也不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那种绝对的顺服
2 彼得拒斥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极端2. 彼得拒斥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极端，

把所有的权威都解构掉，盲目地反权威，

 结果不管是父母、师长、专家、 结果不管是父母、师长、专家、

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威，都被解构掉了

 这个世界变得没有伦理次序个 界 得 有 序

而如果我们还要讲妻子顺服丈夫的话，

这是违反后现代时代精神的，

但是彼得也不走这样子的路。



上一次看见彼得吩咐- 要尊重政府的权柄，

这段经文彼得吩咐 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权柄这段经文彼得吩咐- 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权柄，

不论是人民对政府、或者妻子对丈夫，都不是绝对顺服。

三1 彼得提到「顺服」时 用的动词原型是 h t三1 彼得提到「顺服」时，用的动词原型是 hupotasso，
意思是「使一个人顺服」，用的是动词的被动分词，

意思是要主动地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意思是要主动地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

这句话不是对丈夫讲的、不是要丈夫使妻子来顺服他

这句话是对主内的姊妹讲的 要妻子这句话是对主内的姊妹讲的，要妻子

主动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丈夫之下

而这种顺服也不是丈夫说什么而这种顺服也不是丈夫说什么，

她都要听、都要照做，

 应该是出于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 应该是出于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

也不是出于社会结构、大男人主义的文化

 而是因为知道神造物是 为 神

是先造亚当、后造夏娃要作亚当的帮助

彼得在讲顺服时，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区分两种不同的顺服…
1 对神的顺服1. 对神的顺服：

一2b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听话」，

原文的意思是非常认真聆听 并且顺从一个权威的话语原文的意思是非常认真聆听、并且顺从 个权威的话语-
上帝说什么、我们就听、就信、就照做、

我们听话 这是人对神的顺服我们听话，这是人对神的顺服

2. 人对人的顺服：

二13b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二18 三1 三5 五5二13b 要顺服人的 切制度，二18、三1、三5、五5…
 不一定是听话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

跟保罗讲的：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跟保罗讲的：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的地位比自己高，意思是一样的

这种精神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种精神，

是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

好像仆人一样去事奉对方；好像仆 样去事奉对方；

事奉人好像事奉基督一样的这种顺服。

这种顺服是出于爱，所以心甘乐意地服事对方，

妻子甘 地把丈夫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妻子甘心地把丈夫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不论在事业、家庭、教养儿女…都尊重丈夫。

但是这种顺服 并不是唯命是从的顺服

三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

但是这种顺服，并不是唯命是从的顺服…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主里的姊妹如果有不信从真理的丈夫，

一直跟他讲福音的道理，通常是没有用的，

我 是 感 来 骄傲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感化过来、就要除去他的骄傲 –
因为骄傲就不顺从上帝的真理，

只信自己 只信自己想要信的 只信自己、只信自己想要信的

对权柄的认识是混乱的，

 要不把其他人的权柄给绝对化 作偶像崇拜 要不把其他人的权柄给绝对化，作偶像崇拜

 另外把自己的权柄给绝对化，像后现代主义

姊妹如果要帮助不信的丈夫重整对权柄的认识，

那妳首先要顺服他的权柄 信从上帝的话语那妳首先要顺服他的权柄，信从上帝的话语 –
知道先造的是亚当、后造了夏娃

 知道妳被造出来是要作妳丈夫的帮助 知道妳被造出来是要作妳丈夫的帮助，

这种帮助并不是仆役、帮佣、欧巴桑那种帮助

原文「耶和华造女人来帮助男人」 也用在耶和华身上原文「耶和华造女人来帮助男人」，也用在耶和华身上，

正如诗人讲：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
因此妳顺服 帮助妳丈夫的时候因此妳顺服、帮助妳丈夫的时候，

就活出了一个非常尊贵的身分、地位，

耶和华是妳丈夫的帮助，妳也是妳丈夫的帮助 –耶和华是妳丈夫的帮助，妳也是妳丈夫的帮助

耶和华藉由妳来帮助妳的丈夫，是何等尊贵！

当年在伊甸园里 夏娃不顾上帝赐下的伦理次序当年在伊甸园里，夏娃不顾上帝赐下的伦理次序，

她没有要让亚当作头，自己带头作了一个决定-
吃了禁果、又吩咐亚当吃，吃了禁果、又吩咐亚当吃，

这种权柄、伦理次序的混乱，就带来了人的堕落与原罪！



妳自己先把自己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

知道这是上帝设立的次序 知道这是上帝设立的次序
而且妳这样做是出于爱、是心甘情愿地

顺服妳的丈夫 妳的顺服就会让他看见顺服妳的丈夫，妳的顺服就会让他看见-
当人照着神所设立的伦理次序去生活的时候，

能够活出多么美好的生命！能够活出多么美好的生命！

如果神怜悯…
三1b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三 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三2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三3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
三4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三5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三5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三6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三6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很多人误解这段话，以为敬虔的基督徒姊妹就应该

不重视外表 不保养 不打扮 不化妆不重视外表、不保养、不打扮、不化妆、

整天出门都邋里邋遢的，只重视所谓的内在美。

彼得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彼得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穿着是一种语言，不只是女人、男人也一样…
 如果牧师上台讲道 西装是窄的驳头、细领带、 如果牧师上台讲道，西装是窄的驳头、细领带、

胸口真丝的方巾，会众会觉得牧师很抖骚
 有一些女人上街喷卖弄性感的香水、有 些女 街喷卖弄性感的香水、

包包上面镶一个大大的名牌商标、

配名牌项链、手指带两克拉的钻戒

我不是说名牌不好，名牌设计是有它的价值，

但是一个人如果没品味、没气质，

再昂贵的名牌，只能穿出土豪的气质；

但是拥有内在美的人，

可以非常不经意就穿出与众不同的气场！

我们的青春年华会逝去，女人上了年纪以后

如果还能用美貌吸引丈夫的话如果还能用美貌吸引丈夫的话，

那不是靠穿着、水嫩的肌肤、整容，

靠的是由内而外的气质 属灵的美靠的是由内而外的气质、属灵的美、

相由心生的美。

三7 彼得吩咐主内的弟兄说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是知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三7 彼得吩咐主内的弟兄说…

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为什么彼得只 节经文吩咐弟兄要爱惜妻子 是不是重男轻女为什么彼得只一节经文吩咐弟兄要爱惜妻子，是不是重男轻女？

正好相反，当时教会里面其实女人比男人多，为什么呢？

当年社会文化 男人信主 他的太太 全家都加入教会 当年社会文化，男人信主，他的太太、全家都加入教会，

在教会里男女比例已经一半一半了

 但是女人来教会 她们没有权利把丈夫也一起带进来 但是女人来教会，她们没有权利把丈夫也一起带进来，

因为重男轻女，所以很自然地，姊妹就远远多过弟兄了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姊妹是自己信主、丈夫不信的，

所以彼得带着教牧心肠 所以彼得带着教牧心肠、

用很多篇幅来鼓励这样子的姊妹

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信主的弟兄 妻子跟他们一同上教会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妻子跟他们一同上教会，

但是当时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受过教育的很少，

这样的社会当中 大部分的男人会觉得自己的妻子这样的社会当中，大部分的男人会觉得自己的妻子

没受过教育、没见识、什么都不懂，会瞧不起她们

彼得就提醒主内的弟兄说：彼得就提醒主内的弟兄说：

你们的妻子固然比你们软弱 –
身体上比你们软弱、心灵上也比你们脆弱、身体上比你们软弱、心灵上也比你们脆弱、

知识程度也比不上你们，但是不可以嫌弃她们，

你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原文的情理是知识的意思，情 情 识
也就是说你们既然知道妻子是耶和华赐下的帮助，

就要知道妻子是何等地尊贵，

不尊重妻子、就是不尊重上帝！



你们知道妻子是和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
讲的是 创 二上帝赐生命给万物讲的是 创一– 二上帝赐生命给万物，

 万物被造出来的时候，耶和华都说甚好

 亚当被造出来时 却说「那人独居不好」 亚当被造出来时，却说「那人独居不好」

耶和华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意思是说：

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的形像耶和华是三位 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形像，

是一个爱的形像、是一个爱的关系的形像，

他按这个形像造人的时候，人独居就不好，他按这个形像造人的时候，人独居就不好，

因为没有办法反映这个形像。

所以亚当从耶和华承受生命之恩时、必须与妻子一同承受，所以亚当从耶和华承受生命之恩时、必须与妻子 同承受，

 人不敬重妻子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敬重妻子就是顺服神

丈夫与妻子照着上帝造物的美意，去建造婚姻时，

他们在不顺服神的世界上，就成了客旅、寄居的，

而他们在婚姻当中也能活出上帝造物的美意，

让世人看见了就羡慕他们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