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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角色与本分妻子的角色与本分
一、顺服— 弗五22、西三18、彼前三1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对今天社会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顺服他？对今天社会是不容易的 件事情，为什么要顺服他？

这是神在婚姻制度的心意、设计，

 不是夫妻那一个在高 那一个在下 不是夫妻那 个在高、那 个在下，

彼前五5彼此顺服
 是为了顺服神 我学习顺服我的丈夫 是为了顺服神，我学习顺服我的丈夫、

成为他的帮助者，帮助者不是次要的地位，

诗篇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诗篇 —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

男性、女性有一些性别上的差异，

 圣经提到是夏娃先接受试探

男女有别— 神给丈夫跟妻子男女有别 神给 夫跟妻子
不同的功能、特色，两个互补结合、能够互相帮助

1.接受保护
女人先受试探 吃了果子提前二13-14女人先受试探、吃了果子，

然后把果子给丈夫吃，
表示她比较容易接受试探 引诱的情况表示她比较容易接受试探、引诱的情况。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比男人更容易接受试探、引诱

不过在性别当中，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女性重视感觉、情绪，男性重视理性、冷静、分析

 太重视情绪、感觉，容易做错的决定

夏娃做了错误的决定，就运用自我防卫机制，男人也一样，夏娃做了错误的决定，就运用自我防卫机制，男人也 样，

当神来问他们，男人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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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自己来保护自己、合理化

女人听蛇的话 男人听女人的话 没有人听上帝的话女人听蛇的话、男人听女人的话，没有人听上帝的话，

最后看到人类的原罪、人的软弱

比较情感上、情绪上，

比较容易失去原则、失败，都有可能。

有一个人能够保护妳，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
如果愿意接受保护、

就是顺服基督，担子也比较轻。

常常会听到

妻子埋怨 教会顺服基督 那是基督先爱教会妻子埋怨 — 教会顺服基督、那是基督先爱教会，

他如果先爱我，当然我会顺服他

丈夫就说 如果她先顺服 我也会更爱她丈夫就说 — 如果她先顺服，我也会更爱她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一定要有一个人先开始。

或者先从顺服开始，

一直到丈夫产生爱、或是更多的爱、或者一个人要先爱，

以至体会到丈夫的爱、被保护，所以她能够顺服。



一对夫妻，妻子是硕士、丈夫是三专，

刚结婚时 妻子真的没有办法顺服 夫妻很多的磨擦刚结婚时，妻子真的没有办法顺服，夫妻很多的磨擦。

有一天她读到圣经 —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神的话，

当我愿意顺服 是因为我顺服神 不是因为他比我好当我愿意顺服，是因为我顺服神，不是因为他比我好
 顺服使一个人能够有喜乐、平安，

顺服使一个人能够蒙福、也是信心的表达

所以她就说好，那我就学习顺服。

一两年之后，她发现她的担子轻省 —
在做决定、讨论、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就顺服你、但是你要去负责任。

 丈夫的潜能不断被开发出来、越来越小心谨慎做决定、潜 断 开 来、 来 慎做 、

越来越能够做更好的决定
 丈夫更爱我，更能够体会他的爱、保护、包容、支持，丈夫更爱我，更能够体会他的爱、保护、包容、支持，

丈夫在教会、在家庭，慢慢成为一个领袖、能够带领

2.讨丈夫喜悦，也是顺服的含义之一。

女为悦己者容女为悦己者容 —
在各方面盼望自己的丈夫能够

喜悦 高 都是 表喜悦、高兴、开心，都是顺服的表达

就像教会顺服主、

稣为了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一样

华神老院长林道亮牧师常常勉励 —华神老院长林道亮牧师常常勉励

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方式，

不是做的多好、多成功、伟大的事情，不是做的多好、多成功、伟大的事情，

而是这样做是不是讨主喜悦。

耶稣基督爱所有的人，耶稣基督爱所有的人，

可是不见得喜悦所有人的作为、事奉

父母亲爱所有的儿女 不见得喜悦每一个儿女所做所为父母亲爱所有的儿女，不见得喜悦每 个儿女所做所为

妻子要尊重她的丈夫、讨主的喜悦。

3.尊重丈夫— 大小事上做什么决定时，

先跟丈夫商量 尊重他的意思先跟丈夫商量、尊重他的意思、

不要自作主张，这也是顺服的态度。

圣经里顺服圣经里顺服，

当然是遵从主的命令、爱主、顺服主，

就是要爱丈夫、顺服丈夫。

约十三34、十五12当我们爱主、我们就顺服主的命令，
当我们顺服主的命令、就是爱主。

能够尊重、遵从丈夫的意思，就是爱他的意思，

表达在顺从他的看法

如果丈夫违背主的意思，那就不可以顺服了，如果丈夫违背 的意思，那就不可以顺服了，

 听从神的命令要超过听从人的命令

 为了听从人的命令而违背神的命令， 为了听从人的命令而违背神的命令，

那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

一对夫妻，妻子信了耶稣之后常常去教会做礼拜，

丈夫还没有信主 就冷嘲热讽 拦 攻击她丈夫还没有信主，就冷嘲热讽、拦阻、攻击她，

甚至于把妻子的圣经撕掉、丢掉；她就忍耐

丈夫觉得很奇怪 以前吵架的时候丈夫觉得很奇怪 — 以前吵架的时候，

他讲一句、她会回好几句，

她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完全不一样，

是很温柔的、继续坚持要去做礼拜

他觉得很奇怪，到底教会是什么？发生什么在他妻子身上？

他就跟着到教会，感谢主，后来丈夫信了主，他就跟着到教会，感谢主，后来丈夫信了主，

又带领他们的儿女信主，

儿女当中一位儿子，在加拿大当传道人。儿女当中 位儿子，在加拿大当传道人。

当愿意为了顺服主缘故的时候，顺服就是蒙福！
尊重丈夫的意思尊重丈夫的意思，

就看到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在这个家庭里面。



二、帮助者— 成全丈夫，

让丈夫看到自己的才干 潜能 恩赐 能够发挥出来 让丈夫看到自己的才干、潜能、恩赐，能够发挥出来

 丈夫也需要去成全妻子

丈夫有心愿想要去读书 想要发展某 些才丈夫有心愿想要去读书、想要发展某一些才干，

成全他、帮助他，帮助丈夫发挥恩赐、才干，

在教会事奉主、在事业上给他帮助。

帮助者绝对不是次要的角色，

想一想配偶有什么特质、优点，

帮助他发挥那些优点。

当你觉得好像是受害者，对配偶很多的埋怨的时候，

想一想他的优点，会平衡你的看法，

不会一味被情绪所淹没，

以至只有看到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以至只有看到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去成全他

三、温柔安静

彼前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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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外面的衣服为装饰，这些是外表的

 温柔、安静，是内在美的特质

彼前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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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安静，是内在美的特质

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一对夫妻都是牧师，各自牧养自己的教会，

妻子说：「回到家里，我还是妻子的角色。」

一个人温柔安静，表示接纳自己、对自己更有信心、

对神更有敬畏顺服的心，才会沉得住气、才能安静温柔。

当丈夫跟自己意见不同时，也能够温柔安静的态度，当丈夫跟自己意见不同时，也能够温柔安静的态度，

选择适当的时机跟丈夫沟通，更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四、乐意服事

西三23无论做甚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令人心烦，

当做妻子的有爱丈夫、爱家人的心的时候，当做妻子的有爱丈夫、爱家人的 的时候，

能够甘心乐意的，做起家事来更有力量。

有一个丈夫常常埋怨 — 在外面赚钱工作好辛苦有 个丈夫常常埋怨 — 在外面赚钱工作好辛苦，

太太在家什么事都没做。

有一天回来 看到家里面乱七八糟 发生了什么事？有 天回来，看到家里面乱七八糟，发生了什么事？

妻子说：没有啊，我只是没做事而已！

我刚结婚时也是这样 后来慢慢知道我刚结婚时也是这样，后来慢慢知道

有一天妻子不在，我需要去做事情的时候，

才知道每 件事情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知道每一件事情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家事是很累、很忙的，需要给她更多的鼓励

五、凡事感恩

帖前五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神的心意并不难找，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
凡事谢恩 做一个感恩的人 其实是最喜乐的人凡事谢恩，做一个感恩的人，其实是最喜乐的人。

监狱跟修道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监 的 常常 在 怨 苦毒 仇恨当中 监狱的人常常活在埋怨、苦毒、仇恨当中

 修道院的修士表面上看来没有太多的自由，

但是他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好、坏的事情都要感恩，事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能够用感恩的态度来面对一切的事情，能够用感 的态度来面对 切的事情，

值得感恩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



去年 11 月 23 号，我得到一次肠中风，

送到医院急救送到医院急救…
急诊科医师说那种情况，如果没有被找到，

死亡率是 我才 道我 个 危死亡率是 90%，我才知道我经过了一个死亡的危机！

我今天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额外的恩典
给神 活我下决心每一天，都要奉献给神为主而活 —

每一天能够呼吸、能够吃东西，

我都要非常喜乐、非常感恩的来过每一天的日子。

做 个妻子也是 样做一个妻子也是一样 —
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始 定不管那天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就决定：

我今天要好好的感恩、好好的喜乐、

好好的为主而活。

六、谨慎言语

雅三5-10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 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

也已经被人制伏了；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
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相宜的！颂赞和咒诅从同 个口里出来！这是不相宜的！

男女有别，大家都同意女性讲话比较多，

神创造人的时候，

 女性就是比较关系取向

 男性比较是工作取向、成就取向

有个姊妹跟我谈她跟她丈夫的不同，

我跟他讨论的时候 我重视过程 他重视结果我跟他讨论的时候，我重视过程、他重视结果—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样做，

告 条 是已经告诉你这条路是行不通，

我以前走过了、你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子？

他们的取向不同— 一个过程取向、一个目标取向，

 当达成目标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可是妻子很享受在过程中，不管有没有达到目标，

在过程就很喜乐，男女是不同的

当开车出去迷路的时候，男性就找地图，

女性就去问别人，讲一下就好了、女性就去问别人，讲 下就好了、

跟别人建立一个关系
男性会觉得那我岂不是比别人更差男性会觉得那我岂不是比别人更差，

是竞争取向、工作取向的，是不一样

女性较多讲话、能言善道、比较会表达，

我们就要互相了解这个不同 互相接纳 调整 下我们就要互相了解这个不同，互相接纳、调整一下。

有一次我问一位老先生，最近情况生活怎么样...有 次我问 位老先生，最近情况生活怎么样...
他说— 正常生活、吃三餐、然后睡觉，就这样，

我必须多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他才会讲我必须多问 些开放式的问题，他才会讲

有一次我在一个两百多人的弟兄退休会，

小组讨论的时候每 个人都是热烈发言小组讨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热烈发言…
因为妻子都不在

鼓励弟兄们多 点表达 把意思讲出来鼓励弟兄们多一点表达、把意思讲出来。

姊妹们在家里讲话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成为温度调节器—
气氛太热了，可以讲一些话、冷静下来，

太冷了，加热一下。讲话谨慎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