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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婚姻是上帝创造的社会制度(创二),是
神圣的。 

每个人結婚，都希望婚姻美滿。但今天
的文明社会，离婚极其普遍。悲哀！ 

婚姻失败，家庭就破碎，受傷最大的是
儿女。 



我们都希望婚姻美滿。婚姻美滿是有
秘方的。这秘方来自上帝，藏在以弗
所书第五章。 

我们姑且称这秘方为“婚姻的奧秘” 
。按照这奧秘进行的男女,都能享受婚
姻的甜蜜。現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奧
秘。 

 



【读经】 以弗所书 5: 21-33    

  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22你们作妻子的,当順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順服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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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会怎样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順服丈夫。 



25你们作丈夫的,要愛你们的妻子,正如
基督愛教会,为教会捨己。26要用水藉着
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27可以献給自
己,作个榮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皺紋等
类的病,乃是圣洁沒有瑕疵的。 

28丈夫也当照样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
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29从来沒有人
恨惡自己的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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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为这个緣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连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奧
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33然而你们各人都当愛妻子，如同愛自
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段经文专讲婚姻的奥秘,有双重意义: 

A.夫妻相爱的奥秘 

B.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好像夫妻相爱,
二人成为一体。基督爱教会已为教会
舍命了; 教会也当顺服基督,表示教会
敬爱基督。  

我们先讲丈妻相爱的奥秘 

然后讲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婚 姻 的 奧 秘 

A. 夫妻相爱的奥秘 

一.彼此順服——夫妻关系的原则 

二.妻子的婚姻責任 

三.丈夫的婚姻責任 

四.女人期望被愛,男人期望面子---    
   奥秘 

 

  



一. 彼此順服 
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请记得，彼此順服只限于同階級的人。
在團体里,下級必須服从上級。如罗马
书13: 1-6说,有权柄或做官的,都要順从
他们。 

这里的彼此順服，是指下文的夫妻关
係。夫妻是平等的，应当彼此順服。  
(虽然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从
生理構造看，头与身体都是人的一部分
，彼此依靠而存在，是平等的。) 



 

夫妻彼此順服:  

 是神的命令 

是夫妻对婚姻的責任 

是夫妻都要学习的 

  如何学习？ 神先对妻子说话： 

 



二. 妻子的婚姻責任——順服丈夫如
同教会順服主 

5:22你们作妻子的，当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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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会怎样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
样凡事順服丈夫。   这经文説: 

1.妻子要順服丈夫如同順服主v22—原則 

2.24教会怎样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
事順服丈夫.即以教会怎样顺服主作为榜
样,让妻子照样凡事顺服丈夫—榜样学习 



请问各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妻子是
基督徒的，有多少人做到了,完全順服
丈夫？ 

请问：多还是少？  



请问各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妻子是
基督徒的，有多少人做到了,完全順服
丈夫？ 

请问：多还是少？  

答：少。 

  



请问各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妻子是
基督徒的，有多少人做到了,完全順服
丈夫？ 

请问：多还是少？  

答：少。  

为什么会少?  理由有三:  

 



1.圣经理由 
24 教会怎样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順服丈夫。  这是榜样的学习。 

既然是榜样，我们一起来了解： 

  历史上教会在是怎样順服基督的？ 

  明白榜样，才能学习。是不是？  

 



我们把教会历史分为三时期： 

A.初期的教会： 

就是啓示錄第二、三章所記載的七个 
教会。其中： 

•四个有优点也有缺点：弗,別,推,老 
•一个只有缺点：撒狄教会 
•兩个沒有缺点：士每拿和非拉铁非 

结论: 教会有缺点,就是沒有完全順服
基督——榜样不好。 

 



B.中古时代的教会（5到15世紀） 

正是天主教会时期。中古时代的教会
，不但掌权的神职人员行为腐败，而
且教会立耶穌的母亲马利亞为偶像，
摆在礼堂前面的台上，让会衆向她跪
拜、祷告。今天到中南美洲旅游，必
能看到，许多天主教堂里面，都摆着
马利亞的偶像。十戒的第二条说，不
可跪拜偶像。所以中古时代的教会是
非常腐败的。我只举这个明显的例子
——这也是不好的榜样。  

  

  

 



C.今日的教会： 

今日歐美的教会,越来越背道而行,就
是越来越不順服主。五十年来，歐洲
的教会一个个关门,今天的歐洲,主日
去做禮拜的人,要比中国少很多。  

再看美国的教会：2010的戶口普查資料
说,美国現在自認为基督徒的,已不及
人口的一半了。美国长老会,几年前已
经承認同性戀者可以作牧师。这都是
今日教会不順服基督的事实。 

 



D.你自己的教会呢？ 

我(作者)的教会不是不属灵的教会,但也
不是很属灵的教会。请问你的教会呢? 

•你的教会全体会友都敬虔嗎？ 

•都熱心事奉嗎？ 

•都奉献十分之一嗎？ 

这些基督徒的责任,一般说,只少數人
做到。 



历史的結論： 

基督是完全的。但兩千年来，教会一
直沒有做到完全順服基督。（这是历
史的事实） 

丈夫是不完全的,卻要求妻子要做到完
全順服丈夫.你们说.妻子做得到嗎？  



历史的結論： 

基督是完全的。但兩千年来，教会一
直沒有做到完全順服基督。（这是历
史的事实） 

丈夫是不完全的,卻要求妻子要做到完
全順服丈夫.你们说.妻子做得到嗎？  

做到的,最多七个中有二个吧！(30%) 
如初期教会，七个有二个沒有缺点。
沒有缺点就是完全顺服基督。但,这样
的顺服,并不是没有条件。条件是丈夫
要像基督是完全人。 

 

 



2.現实理由  

妻子不能順服丈夫的理由很多。 

如丈夫要做不道德的事，或要做害人的
事。妻子当然不能順服。 



2.現实理由  

妻子不能順服丈夫的理由很多。 

如丈夫要做不道德的事，或要做害人的
事。妻子当然不能順服。 

又如丈夫是賭鬼，輸光了，回家要求妻
子，把小孩要交学费的錢，拿出来給他
再去賭。 (赌鬼从不认输,因魔鬼俯身了) 

类似这些极不合理的事，妻子不但不能
顺服丈夫,还要反对,不然就要同丈夫一
起得罪上帝。你说是不是？ 

 



3.妻子順服丈夫是有條件的   

丈夫的要求，若是合理的，有益的，
做得到的，妻子就应当去做。七个基
督徒妻子中，至少有二个要做到，好
像士每拿和非拉鐵非教会順服基督一
样。这兩个教会沒有缺点，因为做到
順服。这兩个教会是妻子们的榜样，
妻子这样行是有福的!   



小结:   
从人类历史的制度看,丈夫是家主,是妻
子的头。在“彼此顺服”的属灵原则之
下,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丈夫是头。但头
必须正常合神的心意。若头不正常,妻
子顺服他会一起犯罪或一起遭殃。那肯
定不是神的旨意。 

若丈夫合理领导家庭,妻子就当配合丈
夫,一同建立一个温暖的家。这就是保
罗所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
服基督。妻子这样顺服是婚姻的责任。 



我的见证:  
年轻时,兄弟因一件事与妻子争论激烈。
妻子很爱主,所以我说:圣经说,妻子要
顺服丈夫.妻子回答说:你又不爱我,我
为什么要顺服你.我说:你知道我爱你.
妻子说:你爱我就不会与我争...(5:25)
我引用圣经与妻子吵架,反而吵输她。 

到了中年,我才做牧师,教会有夫妻争执
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向我求助。我就
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 吵架时引用圣经
的话助阵,神是不会听的,何况人。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丈夫的責任是
什么？ 

在彼此順服的原則之下，丈夫当怎样
做？ 



三.丈夫的婚姻責任 

——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会,又如同
愛自己的身体 

25你们作丈夫的，要愛你们的妻子，正
如基督愛教会，为教会捨己。 
28丈夫也当照样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
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29从来沒
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请问：愛妻子,順服妻子,那样比較难？ 

  

 

 



这里所讲的愛,不是男女的性愛，而是
神的愛——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張狂,不自誇,不做害羞的事。 

（许多丈夫在外面做害羞的事。） 

是,真正的愛要比順服难。一个丈夫可
以做到样样听从妻子，但不一定真心
愛妻子。而一个真心愛妻子的丈夫，
一定是听从妻子意見的人。 



这里所讲的愛,不是男女的性愛，而是
神的愛——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張狂,不自誇,不做害羞的事。 

（许多丈夫在外面做害羞的事。） 

是,真正的愛要比順服难。一个丈夫可
以做到样样听从妻子，但不一定真心
愛妻子。而一个真心愛妻子的丈夫，
一定是听从妻子意見的人。 

神知道，作妻子的喜歡丈夫愛她，因
为愛包含了順服。在彼此順服下,神要
求丈夫对妻子順服加上愛;要求妻子只
有顺服。神要求丈夫较高，不是嗎？ 



这段经文有兩种愛是丈夫要做的: 

1.愛妻子愛到愿意为妻子捨命 
25 你们作丈夫的，要愛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会，为教会捨己。 （捨
己就是放弃自己,甚至捨命。） 

作丈夫的要愛妻子愛到为妻子捨命，
有几个能做到？七个中有二？有一？ 

这要求，实在不容易做到。 

所以神降低標準： 

 



2.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体  

 



2.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体  
28丈夫也当照样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
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29从来沒
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2.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体  
28丈夫也当照样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
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29从来沒
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
，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28丈夫…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体。
——很多男人花錢去健身房操练，吃
健康食物，有的又吃补药喝補湯，都
是为了愛惜自己的身体。神说，要用
这种精神去愛妻子。例如,妻子喜欢的
事，若是可行，有益的，就当让妻子
去做，帮她做，甚至为她做。  

 

 



  

“28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28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丈夫愛妻子,妻子就会甘心为丈夫
做更好吃的飯；丈夫要妻子做什么，
妻子就乐意去做。 

这样，丈夫愛妻子，妻子回报到自己
身上,不就等于爱自己了吗？ 



29 从来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总是
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沒有人会恨惡自己的身体。但是吵架
的时候，丈夫就会恨惡自己的妻子。
（相反也是） 

所以前章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
生气，日落为止。天黑了，就不要再
生气了。 



夫妻吵架吵到气头上时，会越吵越傷
害双方的尊严。这时，做丈夫的就要
停止回嘴，有可能，就到外面散散步
，一二十分鐘后，气消了就回家，那
时妻子的气大概也消了。 

丈夫要愛惜保护妻子，好像基督愛惜
保护教会。做到的，是大丈夫！ 

（请问: 你做到了吗? 作丈夫的 ） 



3.小结:  

女人需要爱,妻子都期望丈夫爱她。 

你真心爱妻子,妻子就听你的话。 

你爱妻子,你就会听妻子的话。 

她听你,你听她,不就是彼此顺服了吗!? 

真诚爱妻子,是丈夫的婚姻责任, 

做到的是大丈夫!  



四.女人需要愛,男人要面子 

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愛妻子，如同愛
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敬重就是給对方面子)   



四.女人需要愛,男人要面子 

33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愛妻子，如同愛
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敬重就是給对方面子)   

1.这节圣经是结语,即“丈夫当爱妻子,
妻子当敬重丈夫。”这是美满婚姻的
座右铭,是奥秘.为何是奥秘？因一般
人认为夫妻相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爱
丈夫.但保罗劝妻子敬重丈夫,不是劝
她爱丈夫,因男人看面子比爱重要.保
罗如何知道?当然是圣灵启示他的。 



今天的心理学也是这样主张.据说,女
人需要被爱的心理,是男人的无数倍;
而男人需要面子的心理,是女人的无数
倍. 

所以,上帝对妻子的要求是: 33 …妻子
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敬重就是尊重. 

什么叫做尊重丈夫? 就是妻子在外或
在家的生活动作,尤其说话,都要顾到
丈夫的面子。 

 



2.享受婚姻的甜蜜,男人要主动 

圣经说, 33 …当愛妻子如同愛自己。  

所以,男人要抓住各种机会,主动对妻
子表示愛。 

(例如:当妻子一人在做家务时,对她说
一兩句好话,感谢她爱这个家,甚至双
手拥抱她一两下,效果会很好。) 



 

3.妻子被愛时，有安全感，就会愛惜婚
姻、愛惜家庭，尊重丈夫，給丈夫面
子。——你不信嗎？ 

每天回家，丈夫对妻子多溫柔一些，
多体貼一些，説话客气一些，甚至拥
抱她一下。试一试，你就知道灵光不
灵光？ 

这是甜蜜家庭的一大秘诀。你的孩子
也喜欢看到你这样爱妈妈。 



 下面,我们要用同样经文来讲： 
 

“基督与教会的奧秘” 

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新娘) 

 





   

 

婚 姻 的 奧 秘 

B. 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好像新郎与新娘相爱 

是极大的奥秘 

 

  



新約有一个重要的真理： 
基督与教会的关係,好像新郎新娘相愛
,二人成为一体; 

32这是极大的奥秘。 
 

用新郎与新娘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係
，是主耶穌自己讲的，记载在马太福音
25章，十童女等候新郎来到。 

 



新約有一个重要的真理： 
基督与教会的关係,好像新郎新娘相愛
,二人成为一体; 

32这是极大的奥秘。 
 

用新郎与新娘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係
，是主耶穌自己讲的，记载在马太福音
25章，十童女等候新郎来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详细说明这真理的奥秘
.約翰也重视这真理。如:他所写的 
啟19:7 我们要欢喜快乐…因羔羊婚娶
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6&ft=0&temp=142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6&ft=0&temp=142


经文: 基督与教会的奥秘 

1. 5:24教会怎样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
样凡事順服丈夫。25你们作丈夫的，
要愛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会，
为教会捨己。26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
洗淨，成为圣洁，27可以献給自己，
作个榮耀的教会…。   

2.31…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
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奧秘，但
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 

这经文引导我们,从人间婚姻的奥秘,
来了解属灵婚姻的奥秘. 

人间婚姻的奥秘是: 
妻子等待丈夫疼愛她,丈夫等待妻子
給面子. (上段结论) 

属灵婚姻的奥秘是: 
基督爱教会已为教会捨命了.教会当
甘心顺服基督荣耀他. 



  这属灵婚姻的大奥秘，主要讲三点：  

一.基督愛教会已为教会捨命了 

二.因此教会当甘心順服主基督  

三.主基督正在等待教会榮耀他  

 

      (分述如下)： 

 

 

 

 



一.基督愛教会为教会捨命了 
25你们作丈夫的，要愛你们的妻子，正
如基督愛教会，为教会捨己。26要用水
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27可以
献給自己，作个榮耀的教会…。  

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新郎新娘
非常親密。圣经说是“二人一体”。 

这小段经文，也有三点意义： 

 



1.基督愛教会爱到为教会捨命了 
    25 …正如基督愛教会,为教会捨己(命) 

教会是什么？什么叫做为教会捨命？ 

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敬拜神，
事奉神。这群人就是教会。(教会教堂不同) 

兩千年前上帝降生为人.名叫耶穌.耶
穌上帝爱世人.爱到代替世人的罪死在
十字架上.使凡相信耶穌是救主.又接
待他为主的,就有永生(约3:16,1:12).这
些信耶稣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为教
会捨命就是耶稣为所有信他的人而死. 



 

約3:16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 

獨生子賜給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2.基督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乾淨  
   26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淨,成为圣洁  

基督徒信主之前,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
,不洁淨. 信了耶稣都要按照圣经的教
导,学习过圣洁的生活. 

大家在一起学圣经,听讲道,把学到的
道理实行出来,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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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信主之前,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
,不洁淨. 信了耶稣都要按照圣经的教
导,学习过圣洁的生活. 

大家在一起学圣经,听讲道,把学到的
道理实行出来,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了。 

这样,道就好像水把人洗干净.水洗皮
肤上的污秽,道洗心灵上的污秽。 



所以,任何聚会,都要有神的话,来洁淨
我们,好像水把骯髒洗掉,使我们成为圣
洁,被主用。 

 



3.教会要成为榮耀的教会献給基督 

…成为圣洁,27可以献給自己,作个榮耀
的教会,毫无玷污、皺紋等类的病,乃是
圣洁沒有瑕疵的。 

耶穌的宝血已经洗淨我们一切的罪了。
只要我们常学习圣经,行道,我们就会远
离罪惡,保持圣洁.这样,我们在一起就
是一个榮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皺紋等类
的病,乃是圣洁沒有瑕疵的,可以献給基
督.这是教会的終极目標,是神的期望。 

 



二.教会甘心順服基督  
22你们作妻子的，当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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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有时不甘心順服丈夫，因为丈夫不
完全； 

但教会永远甘心顺服基督，因基督是完
全的。 

两个问题: 
 



1.教会为什么当甘心順服基督？ 

因基督为教会捨命(5:25)，成为教会的 
救主(5:23)，又是教会的头(5:23)。 

2. 教会如何順服基督？  

简单说,要顺从基督最后所交待的话:  
“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太25)  

如何警醒等候? 

人人忠心事奉—在教会忠心事奉,困
难不后退,献上十分之一 (金錢时间)     

人人活出生命—有好行为,愛主愛人
。  

  



三. 基督正在等待教会榮耀他 
（妻子需要愛,丈夫要面子,是奧秘） 
（教会得到愛,基督得荣耀,是奧秘） 

二千年来,地上的教会,一直在享受基督
的大愛,就是耶稣捨命救人的愛； 

而天上的基督,却一直在等待教会榮耀他
,就是等待教会被道洗淨,成为圣洁荣耀
的教会可献給主; 好像新娘装扮好,来到
新郎家,同新郎走进婚宴. 这时新郎大有
榮耀. 

新郎新娘二人一体,是预表天人合一. 



榮耀的教会 

要使 

天上的榮耀 

更辉煌灿烂! 



 

啓示錄 19:7 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將榮耀归給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贵教会预备好了没有？ 

 



 

啓示錄 19:7 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將榮耀归給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贵教会预备好了没有？ 

您个人预备好了没有？ 

 

 



以弗所书使我们明白： 

1.宇宙最后的目标是“天人合一” 
就是基督再来与我们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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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教会 



以弗所书使我们明白： 

1.宇宙最后的目标是“天人合一” 
就是基督再来与我们同住 

2.为此,主在您身上有重大的计划 
主期望您过圣洁的生活 

建立美满的家庭  
与弟兄姐妹一起建立  

荣耀的教会 

3.为此,您我要做基督精兵服事主 



榮耀的教会 

要使 

天上的榮耀 

更辉煌灿烂! 



  

祝你 平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