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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角色與本分妻子的角色與本分

一、順服 — 弗五22、西三18、彼前三1 妻子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對今天社會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為什麼要順服他？對今天社會是不容易的 件事情，為什麼要順服他？

這是神在婚姻制度的心意、設計，

不是夫妻那一個在高、那一個在下，不是夫妻那 個在高、那 個在下，

彼前五5 彼此順服

是為了順服神，我學習順服我的丈夫、是為了順服神，我學習順服我的丈夫、

成為他的幫助者，幫助者不是次要的地位，

詩篇 耶和華是我的幫助者詩篇 — 耶和華是我的幫助者

男性、女性有一些性別上的差異，男性 女性有 性別 的 異

聖經提到是夏娃先接受試探

男女有別 — 神給丈夫跟妻子男女有別 神給丈夫跟妻子

不同的功能、特色，兩個互補結合、能夠互相幫助

1. 接受保護

先 吃提前二13-14 女人先受試探、吃了果子，

然後把果子給丈夫吃，

表示她比較容易接受試探、引誘的情況。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比男人更容易接受試探、引誘

不過在性別當中，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女性重視感覺、情緒，男性重視理性、冷靜、分析

太重視情緒、感覺，容易做錯的決定

夏娃做了錯誤的決定，就運用自我防衛機制，男人也一樣，夏娃做了錯誤的決定 就運用自我防衛機制 男人也 樣

當神來問他們，男人說「你給我的那個女人，

她要我吃我就吃了」，女人說「蛇要我吃我就吃了」，她要我吃我就吃了」，女人說 蛇要我吃我就吃了」，

把責任都推給別人，自己來保護自己、合理化

女人聽蛇的話、男人聽女人的話，沒有人聽上帝的話，女人聽蛇的話、男人聽女人的話，沒有人聽上帝的話，

最後看到人類的原罪、人的軟弱

比較情感上、情緒上，

比較容易失去原則、失敗，都有可能。

有一個人能夠保護妳，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願意接受保護、

就是順服基督，擔子也比較輕。

常常會聽到

妻子埋怨 教會順服基督 那是基督先愛教會妻子埋怨— 教會順服基督、那是基督先愛教會，

他如果先愛我，當然我會順服他

丈夫就說 如果她先順服 我也會更愛她丈夫就說— 如果她先順服，我也會更愛她

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一定要有一個人先開始。

或者先從順服開始，

一直到丈夫產生愛、或是更多的愛、或者一個人要先愛，

以至體會到丈夫的愛、被保護，所以她能夠順服。



一對夫妻，妻子是碩士、丈夫是三專，

時 妻 真 有辦 夫妻 多 磨擦剛結婚時，妻子真的沒有辦法順服，夫妻很多的磨擦。

有一天她讀到聖經 — 妻子要順服丈夫，這是神的話，

當我願意順服，是因為我順服神，不是因為他比我好

順服使一個人能夠有喜樂、平安，

順服使一個人能夠蒙福、也是信心的表達

所以她就說好，那我就學習順服。

一兩年之後，她發現她的擔子輕省 —
在做決定、討論、意見不同的時候，在做決定 討論 見不同的時候

我就順服你、但是你要去負責任。

丈夫的潛能不斷被開發出來、越來越小心謹慎做決定、丈夫的潛能不斷被開發出來 越來越小 謹慎做決定

越來越能夠做更好的決定

丈夫更愛我，更能夠體會他的愛、保護、包容、支持，丈夫更愛我 更能夠體會他的愛 保護 包容 支持

丈夫在教會、在家庭，慢慢成為一個領袖、能夠帶領

2. 討丈夫喜悅，也是順服的含義之一。

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 —
在各方面盼望自己的丈夫能夠

喜悅、高興、開心，都是順服的表達

就像教會順服主、

為了討主耶穌基督的喜悅一樣

華神老院長林道亮牧師常常勉勵—華神老院長林道亮牧師常常勉勵

要過一個討主喜悅的生活方式，

不是做的多好、多成功、偉大的事情，不是做的多好 多成功 偉大的事情

而是這樣做是不是討主喜悅。

耶穌基督愛所有的人，耶穌基督愛所有的人

可是不見得喜悅所有人的作為、事奉

父母親愛所有的兒女，不見得喜悅每一個兒女所做所為父母親愛所有的兒女，不見得喜悅每 個兒女所做所為

妻子要尊重她的丈夫、討主的喜悅。

3. 尊重丈夫 —大小事上做什麼決定時，

先 夫商量 尊重 意先跟丈夫商量、尊重他的意思、

不要自作主張，這也是順服的態度。

聖經裡順服，

當然是遵從主的命令、愛主、順服主，

就是要愛丈夫、順服丈夫。

約十三34、十五12 當我們愛主、我們就順服主的命令，

當我們順服主的命令、就是愛主。

能夠尊重、遵從丈夫的意思，就是愛他的意思，能夠尊重 遵從丈夫的意思 就是愛他的意思

表達在順從他的看法

如果丈夫違背主的意思，那就不可以順服了，如果丈夫違背主的意思 那就不可以順服了

聽從神的命令要超過聽從人的命令

為了聽從人的命令而違背神的命令，為了聽從人的命令而違背神的命令

那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

一對夫妻，妻子信了耶穌之後常常去教會做禮拜，

丈夫還沒有信主 嘲熱 擊她丈夫還沒有信主，就冷嘲熱諷、攔阻、攻擊她，

甚至於把妻子的聖經撕掉、丟掉；她就忍耐

丈夫覺得很奇怪—以前吵架的時候，

他講一句、她會回好幾句，

她現在信了耶穌以後完全不一樣，

是很溫柔的、繼續堅持要去做禮拜

他覺得很奇怪，到底教會是什麼？發生什麼在他妻子身上？

他就跟著到教會，感謝主，後來丈夫信了主，他就跟著到教會 感謝主 後來丈夫信了主

又帶領他們的兒女信主，

兒女當中一位兒子，在加拿大當傳道人。兒女當中 位兒子 在加拿大當傳道人

當願意為了順服主緣故的時候，順服就是蒙福！

尊重丈夫的意思，尊重丈夫的意思，

就看到神的榮耀顯明出來在這個家庭裡面。



二、幫助者 — 成全丈夫，

讓 夫看 自 才幹 恩 夠發揮 來讓丈夫看到自己的才幹、潛能、恩賜，能夠發揮出來

丈夫也需要去成全妻子

丈夫有心願想要去讀書、想要發展某一些才幹，

成全他、幫助他，幫助丈夫發揮恩賜、才幹，

在教會事奉主、在事業上給他幫助。

幫助者絕對不是次要的角色，

想一想配偶有什麼特質、優點，

幫助他發揮那些優點。

當你覺得好像是受害者，對配偶很多的埋怨的時候，

想一想他的優點，會平衡你的看法，想 想 優 會平衡你 看

不會一味被情緒所淹沒，

以至只有看到他的缺點、沒有看到他的優點以至只有看到他的缺點 沒有看到他的優點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去成全他

三、溫柔安靜

彼前三4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

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不要以外面的衣服為裝飾，這些是外表的

溫柔、安靜，是內在美的特質

彼前三5 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

正是以此為妝飾 順服自己的丈夫。

溫柔 安靜 是內在美的特質

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的丈夫。

一對夫妻都是牧師，各自牧養自己的教會，

妻子說：「回到家裡，我還是妻子的角色。」

一個人溫柔安靜，表示接納自己、對自己更有信心、

對神更有敬畏順服的心，才會沉得住氣、才能安靜溫柔。

當丈夫跟自己意見不同時，也能夠溫柔安靜的態度，當丈夫跟自己意見不同時 也能夠溫柔安靜的態度

選擇適當的時機跟丈夫溝通，更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四、樂意服事

西三23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

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家裡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令人心煩，

當做妻子的有愛丈夫、愛家人的心的時候，當做妻子的有愛丈夫 愛家人的心的時候

能夠甘心樂意的，做起家事來更有力量。

有一個丈夫常常埋怨— 在外面賺錢工作好辛苦，有 個丈夫常常埋怨— 在外面賺錢工作好辛苦，

太太在家什麼事都沒做。

有一天回來，看到家裡面亂七八糟，發生了什麼事？有一天回來，看到家裡面亂七八糟，發生了什麼事？

妻子說：沒有啊，我只是沒做事而已！

我剛結婚時也是這樣 後來慢慢知道我剛結婚時也是這樣，後來慢慢知道

有一天妻子不在，我需要去做事情的時候，

才知道每 件事情都要花很多的時間才知道每一件事情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家事是很累、很忙的，需要給她更多的鼓勵

五、凡事感恩

帖前五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

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神的心意並不難找，聖經上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凡事謝恩，做一個感恩的人，其實是最喜樂的人。凡事謝恩，做一個感恩的人，其實是最喜樂的人。

監獄跟修道院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常常 毒監獄的人常常活在埋怨、苦毒、仇恨當中

修道院的修士表面上看來沒有太多的自由，

但是他們有一個感恩的心、凡事謝恩

凡事謝恩，好、壞的事情都要感恩，凡事謝恩 好 壞的事情都要感恩

因為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能夠用感恩的態度來面對一切的事情，能夠用感恩的態度來面對 切的事情

值得感恩的事情其實很多、很多…



去年 11月 23號，我得到一次腸中風，

送到醫院急救送到醫院急救…
急診科醫師說那種情況，如果沒有被找到，

死亡率是 90%，我才知道我經過了一個死亡的危機！

我今天活著的每一天，都是神給我額外的恩典

我下決心每一天，都要奉獻給神為主而活 —
每一天能夠呼吸、能夠吃東西，

我都要非常喜樂、非常感恩的來過每一天的日子。

妻子做一個妻子也是一樣—
要有一個感恩的心，

不管那天是怎麼樣，開始的時候就決定：

我今天要好好的感恩、好好的喜樂、

好好的為主而活。

六、謹慎言語

雅三5-10 舌頭在百體裡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

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我 舌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

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

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並且是從地獄裡點著的。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

也已經被人制伏了；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也已經被人制伏了；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

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頌讚和咒詛從同一個口裡出來！這是不相宜的！頌讚和咒詛從同一個口裡出來！這是不相宜的！

男女有別，大家都同意女性講話比較多，

神創造人的時候，

女性就是比較關係取向

男性比較是工作取向、成就取向

有個姊妹跟我談她跟她丈夫的不同，

我跟他討論的時候 我重視過程 他重視結果我跟他討論的時候，我重視過程、他重視結果 —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那樣做，

已經告訴你這條路是行不通，

我以前走過了、你為什麼還是要這樣子？

他們的取向不同—一個過程取向、一個目標取向，

當達成目標的時候，他會有很大的成就感

可是妻子很享受在過程中，不管有沒有達到目標，

在過程就很喜樂，男女是不同的

當開車出去迷路的時候，男性就找地圖，

女性就去問別人，講一下就好了、女性就去問別人 講 下就好了

跟別人建立一個關係

男性會覺得那我豈不是比別人更差，男性會覺得那我豈不是比別人更差，

是競爭取向、工作取向的，是不一樣

女性較多講話、能言善道、比較會表達，

我們就要互相了解這個不同 互相接納 調整 下我們就要互相了解這個不同，互相接納、調整一下。

有一次我問一位老先生，最近情況生活怎麼樣...有 次我問 位老先生 最近情況生活怎麼樣...
他說— 正常生活、吃三餐、然後睡覺，就這樣，

我必須多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他才會講我必須多問 些開放式的問題 他才會講

有一次我在一個兩百多人的弟兄退休會，

小組討論的時候每 個人都是熱烈發言小組討論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熱烈發言…
因為妻子都不在

鼓勵弟兄們多 點表達 把意思講出來鼓勵弟兄們多一點表達、把意思講出來。

姊妹們在家裡講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成為溫度調節器 —
氣氛太熱了，可以講一些話、冷靜下來，

太冷了，加熱一下。講話謹慎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