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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門徒訓練 

 我們也從年初的七大與信仰有關的
問題開始 

 接著我的講道沿著約書亞記與弟兄
姐妹一起思想神如何訓練新一代的
以色列人在屬靈方面可以成熟 

 



 今天是父親節，父親是一個非常特
殊的角色，特別是基督徒父親： 

◦ 一方面，自己需要繼續學習使自己在
主里更成熟 

◦ 另一方面，也需要教養兒女，使兒女
端莊順服主 

◦ 並且，還需要保養、顧惜自己的妻子 



◦ 今天我們主要從弗5:15-

6:4來思想這一角色 

 



 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
像智慧人。16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
世代邪惡。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
的旨意如何。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
蕩；乃要被聖靈充滿。19 當用詩章、頌
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
主。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
常感謝父神。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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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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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極大的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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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也當敬重他
的丈夫。6: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
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2、3 要孝敬
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
條帶應許的誡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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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
人成為一體。弗5:31b 

 聖經四次出現這段聖文，而且是出
現在三種不同的場合： 

 神設立婚姻之時 

 耶穌回擊試探時 

 神仆教導婚姻時 

 



 家庭是由丈夫和妻子及他們的兒
女所組成的一個小組合 

 神卻親自任命一家之主/頭：丈夫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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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22-23  

 

 

 



 家庭雖小，首領卻由神親自任命 

 同時，神還以基督耶穌與教會的關
係來說明家庭的概念 

 這樣的首領就顯得很大、也很重要 

 讓我們一起思想，神對這位首領的
期待 

 

 



一．重塑頭的形象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順服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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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22 -23  

 
 



一．重塑頭的形象 

 這包括兩個方面： 

◦ 提醒妻子要順服丈夫 

◦ 提醒丈夫你們的角色是頭 

 既然是頭，就該有頭的樣式 

 



一．重塑頭的形象 

1. 謹慎行事、愛惜光陰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
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
世代邪惡。弗5:15-16 

 在邪惡世代生活，需謹慎小心，不
可魯莽行事 



一．重塑頭的形象 

1. 謹慎行事、愛惜光陰  

 當像智慧人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  

 從看重主日崇拜做起 

 將主日（時段）分別出來敬拜神 

 

 



一．重塑頭的形象 

1. 謹慎行事、愛惜光陰  

 “世代邪惡”與“愛惜光陰”？ 

 在邪惡的世代，行善的機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難，應抓緊機會 

 世界越來越敗壞、主來的日子越來越
近，需抓緊時間傳福音，特別是給自
己的親人傳福音 

 

 



一．重塑頭的形象 

2. 不作糊塗及醉酒之人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
充滿。5:17-18 

 糊塗與酒醉的共同點都是頭腦不清醒 



一．重塑頭的形象 

2. 不作糊塗及醉酒之人 

 人為何犯糊塗？ 

 因為不明白主的旨意 

 人為何要醉酒？ 

 大部分人是為了逃避 

 人為何要逃避？ 
 

也
是 



一．重塑頭的形象 

2. 不作糊塗及醉酒之人 

 神為何讓那些不法之人繼續為非作歹 

 神為何讓那些敵視基督的國家存在 

 神為何要我們順服在上掌權的，並且還說他
們的權柄是神給的（羅13:1） 

 神為何要我們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前3:13） 

 神為何不幫我解決難題、難處、疾病…… 



一．重塑頭的形象 

3. 效法基督、順服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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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水藉著
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弗5:25-26 



一．重塑頭的形象 

3. 效法基督、順服聖靈 

 主耶穌為何受洗及經歷試探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太 3:16  

耶穌被聖靈充滿„„聖靈將他引到曠
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路 4:1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路 4:14  



一．重塑頭的形象 

3. 效法基督、順服聖靈 

 主耶穌為何受洗及經歷試探 

 神藉此讓我們效法，幫助我們戰勝婚
姻中的試煉與試探 

 使我們在婚姻中順服聖靈的帶領，靠
主得勝 

 



一．重塑頭的形象 

3. 效法基督、順服聖靈 

 主耶穌為何在比拉多手下受死 

 因為祂不抗拒神的命（羅13:2） 

 因為祂順服神的心意（太26:40） 

 因為祂要完成神的救贖計劃 

 也因為祂知道我們會有這些質疑 



一．重塑頭的形象 

 一家之主、一家之首的形象，雖然
一再受損 

 但感謝神，祂願意幫助我們重塑，
而重塑的一個關鍵乃是 

 



二． 履行頭之責任 

 頭的責任很多、也都很重要，今天
我們只著重思想家庭方面的責任 

1. 捨己愛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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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25  

  可悲的亞當、可笑的亞伯拉罕 



二． 履行頭之責任 

1. 捨己愛自己的妻子 

 捨己：考慮妻子的需要和益處 

 事實上，捨己也是愛己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弗5:28b 

 二人成為一體 

 如果觀念正確，捨己就容易了 

  

，是觀念的問題 



二． 履行頭之責任 

1. 捨己愛自己的妻子 

  注意：  

 愛的是自己的妻子，不是別人的妻子 

 所以，千萬不要拿別人的妻子來比較、
并以此要求自己的妻子 

這種行為表現的是“愛”別人的妻子 

（這也同樣適合提醒作妻子的） 

 



二． 履行頭之責任 

2. 共同建立家庭祭壇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
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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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25b-27 

 



二． 履行頭之責任 

2. 共同建立家庭祭壇 

◦ 何為“用水藉著道”？ 

 前面我們討論過主耶穌為何要受洗、
受試探 

 主耶稣要盡諸般的義 

 主耶穌用神的話抵擋魔鬼的試探 

 

 



二． 履行頭之責任 

2. 共同建立家庭祭壇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7 ） 

 我們应当將基督榮美的形象，從我們身上表
彰出去，使人看見我們的時候，不是看見我
們驕傲的自己，乃是看見基督。 

 

 



二． 履行頭之責任 

2. 共同建立家庭祭壇 

作為一家之頭，應當帶領全家一
些學習聖經、一起禱告尋求神，
一起敬拜主，讓世人可以從這個
家庭中看到主的榮耀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詩 12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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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訓和警戒的方式有兩種：言傳身教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1. 身體力行樹立榜樣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
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 1:18  

 兒女從來也不知道如何作兒女  

◦ 從父親身上學習處世為人 

 父親如何效法基督，兒女也照樣如何
效法基督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1. 身體力行樹立榜樣 

 作父親的，首先也是他父母的兒子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
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
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1-3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2. 照著聖經的教導養育 

 不要惹兒女的氣  弗6:4a 

 教導時不要傷害到兒女的情緒 

 不作無理的要求，不必要的嚴厲 

 不要嘮嘮叨叨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2. 照著聖經的教導養育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 弗6:4b 

 教訓：管教、督责、忠告 

 事先的，預防性 

 警戒：责备、训斥 

 及時提醒、懲戒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3. 盡心撫養不圖回報 

 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父母該為兒女

積財。林後 12:14b  

◦ 養育兒女是作父親的職責，不是為
了養兒防老 



三． 養育神賜的產業 

3. 盡心撫養不圖回報 

 孝敬父母同樣是兒女的職責，而不是
報恩而已  

  無論父母當年如何，都當孝敬他們 



 結論：神乃家之保障 

 在神所設立的家庭是一個由一夫一妻
及他們所生養的兒女所組成的一個小
的組合 

 而在這個組合里，丈夫承擔著頭的角
色，並且這個職責或職位是來自神的
任命，叫人不得不服。 

 這真是“小家庭、大首領” 



確實，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種種原因，
丈夫似乎越來越難以為大、難以服眾 

如果只是靠任命，確實難以叫人順服 

而礙於聖經的“教導”，就有妻子或兒
女會順而不服或服而不順，總之比較
難真正順服 

事實上，聖經除了任命，還有教導如
何承擔作丈夫/頭的職責 



我們作丈夫的首先應該努力重塑神起初造
人時原有的形象 

接著，在家庭中，承擔自己應盡的責任，
給妻子和孩子一個可以效法的榜樣，他們
我們可以將基督彰顯出來 

保養顧惜自己的妻子，教導兒女端莊順服 



如此的，丈夫必然得到應有的尊重 

即或不然，我們自己也對得起我們的作
為頭的身份 

要如此行，確實不容易，但神是我們的
保障，我們可以依靠主，讓祂幫助我們
履行丈夫的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