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男女的教誨
提摩太前後書 第四課…

提摩太前書
提摩太前書：二7~15
~
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
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9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又願女人廉恥 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10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
11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
12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為先造的是亞當 後造的是夏娃
14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15 然而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女 若常存信
愛
又聖潔自守 就 在生產 得救

對男女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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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奉神所託，一生的事奉就是要宣揚福音、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建立教會，
並且當教會建立有人信主之後，保羅用神的話語來教導 來牧養他們，
並且當教會建立有人信主之後，保羅用神的話語來教導、來牧養他們，
讓人透過聖經可以認識神、使他們屬靈的生命可以漸漸地成長，
以致於他們知道如何藉著聖經的教導，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

男跟女有很大的差別，大體而言…
女人比較感性；
男人比較理性、
女人比較以家庭為主；
男人比較以工作為重、
男人透過工作的表現來肯定自己的價值、 女人透過關係的建立來肯定自己的價值；
女人比較著重在一些的細微之處。
男人比較著重在大體大的方向、

當然教會各式各樣的人形形色色都有，保羅基於對人的認識，
看見在當時以弗所教會弟兄或姐妹彼此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羅就針對
弟
弟兄、姐妹的需要，就個別地給他們一些特別的教誨。
妹的需要 就個別地給他們 些特別的教誨

聖經裡面提到男跟女，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男跟女在需求 角色 功能上面 其實是有蠻大的不同
但是男跟女在需求、角色、功能上面，其實是有蠻大的不同。
 保羅特別要提摩太，針對男跟女不同的狀況、不同的需要，
給他們適切的引導和幫助 好叫在聚會的當中
給他們適切的引導和幫助，好叫在聚會的當中
弟兄或姐妹都可以扮演好應該扮演的角色
 當然各自有些的需求、有些的困難，
他們都自己需要好好的去面對、去學習
二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
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
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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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看保羅對弟兄的教誨是什麼呢？
二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忿怒是一種情緒的反應，為什麼人會忿怒呢？通常是因為
人在受傷的時候、人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人的自尊被傷害的時候，
就會有忿怒的情緒，保羅勉勵弟兄，要控制你的情緒。
沒有忿怒，是當面對在各樣的環境，學習用平靜安穩的心來跟人建立和諧的關係，
以致於別人如何地對待我們 別人如何地來傷害我們
以致於別人如何地對待我們、別人如何地來傷害我們，
但是我們仍然能夠有那種不被激發的怒氣在我們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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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男人比較理性，所以很多時候雖然他的心中有各樣的情緒，
但是 般而言，男人比較不知道怎麼樣的用言語去表達他的情緒，
但是一般而言，男人比較不知道怎麼樣的用言語去表達他的情緒，
當這些情緒在裡面累積愈來愈多的時候，男人通常只有一種情緒—就是忿怒，
所以當保羅教導弟兄的時候，他要作弟兄的知道怎麼樣地來控制我們的情緒，
不要讓情緒來主宰我們這個人，如果用一個不尊重別人的態度來跟別人互動、
用一種氣憤的情緒發洩在別人身上的時候，
無形當中，就破壞了兩造之間的關係。
換句話說，在人際的溝通、在人際的互動裡面，
講話固然重要，聽話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情緒的控制。

1. 要控制我們的情緒，以便與人之間有一個美好的互動和關係。
2 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面充滿了挑戰、誘惑，
2.
要過 個聖潔的生活 在這個世界裡面充滿了挑戰 誘惑
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無論在工作、男女關係、金錢，常常面對很多的試探，
神 我
分別為聖
我 雖 身 在 樣
當中
而神要我們過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我們雖然身處在各樣的試探當中，
需要靠著主、求主給我們力量，讓我們遠離一切的試探，
讓我們雖然面對試探，但是卻讓我們不會進入到試探的網羅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有這個經驗：無論是夫妻之間、親愛的家人之間，
當一方在情緒裡面的時候，你發現就沒有辦法溝通了。
所以婚姻專家告訴我們說：當夫妻在溝通、當要吵架的時候，
最好的辦法就是「暫停」，如果不暫停、當兩個人或者一方在情緒裡面，
你發現不僅不能夠有好的溝通，反倒這個溝通的結果就是讓火氣更大，
並且帶來更多的麻煩、帶來更多的問題而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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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當然禱告不一定要舉手，這裡的舉手、禱告，代表我們對神完全地依靠。
很多時候，弟兄喜歡靠自己的聰明、喜歡靠自己的努力、喜歡靠自己的成就，
來面對許許多多我們身邊所面對的困難跟需要，我們實在不能夠
 依靠智慧、聰明、能力、恩賜，來面對生活、工作、事奉、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的在我們的信仰裡面，需要依靠神，
在我們的心態上面，我們要依靠神，
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 我們都需要依靠神
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我們都需要依靠神，
盡我們最大的力量來完成

為什麼保羅在這裡先提到弟兄呢？因為弟兄無論在家庭、在教會，
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弟兄愛主 敬虔 願意服事主
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弟兄愛主、敬虔、願意服事主，
 家庭就會有美好的領導、有好的榜樣，
妻子、兒女，能夠走在上帝所定規的心意當中
 弟兄們投入在教會裡面，也成為教會很大的安定、成長的力量

為什麼對弟兄只有一節的教導，但是對姐妹卻有這麼多的教導？
我想是因為保羅了解以弗所教會，
而知道教會當中的姐妹有一些蠻嚴重的問題，
所以特別針對以弗所教會的姐妹，給她們諄諄教誨，
對她們有一些的勉勵、警告、提醒。

保羅針對姐妹的需要來作教導…
9 15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9-15
又願女人廉恥 自守 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 後造的是夏娃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保羅期望她們怎麼樣呢？
1. 在品性上能夠「廉恥」。
在品性上能夠「廉恥
廉恥在整個聖經只有出現一次，就在這個地方，
英文的意思是講到「自我的尊重」
英文的意思是講到
自我的尊重」 ，千萬不要忽略掉自重，
千萬不要忽略掉自重
以致於讓別人對我們的信仰、品性，有諸多的攻擊。
並且要她們自守，就是因著有良好的判斷能力、擅於自我的約束，
而帶來一個賢淑婉約的品性。
保羅對姐妹們的教導，是在別人所看不見的、內在的品格、品性上面，
要她們在裡面的品性的建立跟成長上面，
要非常非常地留意，並且要專注地去追求。

這段經文是保羅針對姐妹的需要而特別給她們一些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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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外表的妝扮上面，保羅要她們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不以編髮、黃金、珍珠、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由今天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姐妹看到這些經文的時候，
可能心中有些困惑—難到神不喜歡我們穿漂亮的衣服、
編織頭髮、戴著各樣的妝飾、讓我們覺得更好看、更漂亮嗎？

3. 保羅希望姐妹們在生活的行為上，能夠活出作神的兒女所應該有的生活的樣式。
我們有怎麼樣的信仰，就應該帶出怎麼樣的生活，
再再地表現出我們對這位神的信靠跟敬畏。
所以保羅要當時的婦女不是只有在信仰上了解跟追求而已，
而必須要在生活、善行上，能夠把上帝的榮美彰顯出來、表現出來。

神在這裡是要我們這些作姐妹的，要在妝扮、服裝、儀容上面，不要太過於花俏，
以致於像當年以弗所教會的婦女 她們可能是在地位上面比較富有
以致於像當年以弗所教會的婦女，她們可能是在地位上面比較富有，
 想要透過穿著、透過那些的妝飾，來抬高她們的地位、來顯示她們的身分
 甚至因著她們在教會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身分，
甚至因著她們在教會裡面有 些比較特殊的身分
以致於可以運用她們的權勢，對教會能夠帶來更多的影響力
所以基本上，以弗所教會的那些婦女，在妝扮的心態上是有問題的。

4. 11-12 要沉靜學道、一味的順服；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沉靜 應該指著是安定 而不是不許說話 不許作聲
「沉靜」應該指著是安定，而不是不許說話、不許作聲，
因為一般而言，只有男人可以接受教育、女人普遍是沒有接受教育的，
當她們 起在教會聽到講員所傳講的信息 姐妹可能有 些不太了解
當她們一起在教會聽到講員所傳講的信息，姐妹可能有一些不太了解，
她們可能詢問她們的丈夫、或問旁邊的弟兄，很希望了解，
以致於在聚會當中的詢問，就帶來對整個聚會秩序的破壞。
保羅期望她們在聚會中，應該要安靜、要順服，好好、專一的來學習上帝的話語，
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回到家再詢問她們的丈夫，才能夠明白聖經的真理。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聖經的意思，以為好像保羅對姐妹有性別的歧視，
不許姐妹講話、不許姐妹表達她們的看法跟思想，我想不是的。

今天姐妹們放心，不是神反對我們妝扮，而是神提醒我們—
不是要透過美麗的妝扮、心存不正確的動機想要來吸引別人。
我想在教會裡面姐妹用 些的妝扮 能夠用 些的妝飾
我想在教會裡面姐妹用一些的妝扮，能夠用一些的妝飾，
讓人更賞心悅目，我相信這是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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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個比較難的經文…
15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針對這段經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我個人所接受的解釋—
女人如果願意順服在神的權柄底下，存著一個美好的靈性，
願意扮演好神所賦予她們的角色，那麼她們在她們的生育、
整個生產的過程上面，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眷顧，
可以扮演好一個母親生育、養育的角色，
讓上帝的計畫、就是生兒養女的計畫，可以透過她們來成就。

5. 姐妹到底能不能在教會講道？在 林前十四 保羅也有類似的教導。
林前十一4-5
林前十
4 5 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
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若蒙著頭 就羞辱自己的頭；
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
是有條件，就是她如果蒙著頭，她就可以禱告、講道。
蒙頭在當時是一種文化的背景，代表基於創造的次序、教會聚會的次序跟運作，
如果 個姐妹她對神 對教會的權柄順服
如果一個姐妹她對神、對教會的權柄順服，
她就可以在順服的心態底下，可以禱告、也可以講道。

我想無論你是男是女 我們都有我們的需要 問題 應當注意的事項
我想無論你是男是女，我們都有我們的需要、問題、應當注意的事項，
但願保羅的教導清楚地幫助我們：讓我們各自有我們各自應當努力的方向，
 讓我們常常提醒我們自己、也讓我們能夠互相地勸勉，
以致於在教會的這個大家庭裡面，可以各自扮演我們應該扮演的角色
 並且讓我們留意自己的軟弱，透過彼此的扶持、勸告、提醒，
以致於我們在弟兄姐妹彼此之間，有很好的配搭、幫補，
讓教會有最好的發展，讓教會因著神的同在、能夠得到最大的福分

那我們要問，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保羅不許女人講道呢？
那我們要問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保羅不許女人講道呢？
從整個提摩太前書的背景，很可能是教會的這些姐妹受到假教師的影響，
想要透過贏得一個更被人尊重的地位，想要透過講道來轄管男人，
透過講道，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教會的當中。
所以保羅反對的，不是姐妹講道，
保羅反對的，是一些受異端影響的姐妹，
保羅反對的，是
些受異端影響的姐妹，
她們在教會透過講道來影響教會，以致於帶來教會的破壞跟教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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