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女的教诲

提摩太前后书 第四课…

提摩太前书：二7~15
提摩太前书
7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9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又愿女人廉耻 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10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
11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
12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13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14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女 若常存 心 爱心， 圣 自守，就必在
救。
15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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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跟女有很大的差别，大体而言…
女人比较感性；
男人比较理性
男人比较理性、
女人比较以家庭为主；
男人比较以工作为重、
男人透过工作的表现来肯定自己的价值、 女人透过关系的建立来肯定自己的价值；
女人比较着重在一些的细微之处。
男人比较着重在大体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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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奉神所托，一生的事奉就是要宣扬福音、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建立教会，
并且当教会建立有人信主之后，保罗用神的话语来教导 来牧养他们，
并且当教会建立有人信主之后，保罗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来牧养他们，
让人透过圣经可以认识神、使他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渐渐地成长，
以致于他们知道如何借着圣经的教导，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当然教会各式各样的人形形色色都有，保罗基于对人的认识，
看见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弟兄或姐妹彼此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罗就针对
弟兄 姐妹的需要 就个别地给他们 些特别的教诲
弟兄、姐妹的需要，就个别地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教诲。

圣经里面提到男跟女，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男跟女在需求 角色 功能上面 其实是有蛮大的不同
但是男跟女在需求、角色、功能上面，其实是有蛮大的不同。
 保罗特别要提摩太，针对男跟女不同的状况、不同的需要，
给他们适切的引导和帮助，好叫在聚会的当中
弟兄或姐妹都可以扮演好应该扮演的角色
 当然各自有些的需求、有些的困难，
他们都自己需要好好的去面对、去学习
二7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
教导他们相信 学习真道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
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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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保罗对弟兄的教诲是什么呢？
二8我愿男人无忿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二8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忿怒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为什么人会忿怒呢？通常是因为
人在受伤的时候、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人的自尊被伤害的时候，
就会有忿怒的情绪，保罗勉励弟兄，要控制你的情绪。
没有忿怒，是当面对在各样的环境，学习用平静安稳的心来跟人建立和谐的关系，
以致于别人如何地对待我们 别人如何地来伤害我们
以致于别人如何地对待我们、别人如何地来伤害我们，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那种不被激发的怒气在我们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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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男人比较理性，所以很多时候虽然他的心中有各样的情绪，
但是一般而言
但是
般而言，男人比较不知道怎么样的用言语去表达他的情绪，
男人比较不知道怎么样的用言语去表达他的情绪
当这些情绪在里面累积愈来愈多的时候，男人通常只有一种情绪—就是忿怒，
所以当保罗教导弟兄的时候，他要作弟兄的知道怎么样地来控制我们的情绪，
不要让情绪来主宰我们这个人，如果用一个不尊重别人的态度来跟别人互动、
用一种气愤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无形当中 就破坏了两造之间的关系
无形当中，就破坏了两造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在人际的沟通、在人际的互动里面，
讲话固然重要，听话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情绪的控制。
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经验：无论是夫妻之间、亲爱的家人之间，
当一方在情绪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就没有办法沟通了。
所以婚姻专家告诉我们说：当夫妻在沟通、当要吵架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暂停」，如果不暂停、当两个人或者一方在情绪里面，
你发现不仅不能够有好的沟通 反倒这个沟通的结果就是让火气更大
你发现不仅不能够有好的沟通，反倒这个沟通的结果就是让火气更大，
并且带来更多的麻烦、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能解决。

1. 要控制我们的情绪，以便与人之间有一个美好的互动和关系。
2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挑战、诱惑，
2.
要过 个圣洁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挑战 诱惑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无论在工作、男女关系、金钱，常常面对很多的试探，
而神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虽然身处在各样的试探当中，
需要靠着主、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
让我们虽然面对试探，但是却让我们不会进入到试探的网罗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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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当然祷告不一定要举手，这里的举手、祷告，代表我们对神完全地依靠。
很多时候 弟兄喜欢靠自己的聪明 喜欢靠自己的努力 喜欢靠自己的成就
很多时候，弟兄喜欢靠自己的聪明、喜欢靠自己的努力、喜欢靠自己的成就，
来面对许许多多我们身边所面对的困难跟需要，我们实在不能够
 依靠智慧、聪明、能力、恩赐，来面对生活、工作、事奉、所有的一切
 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需要依靠神，
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要依靠神，
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 我们都需要依靠神
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需要依靠神，
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完成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先提到弟兄呢？因为弟兄无论在家庭、在教会，
扮演的角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弟兄爱主、敬虔、愿意服事主，
 家庭就会有美好的领导、有好的榜样，
妻子、儿女，能够走在上帝所定规的心意当中
 弟兄们投入在教会里面，也成为教会很大的安定、成长的力量

为什么对弟兄只有一节的教导，但是对姐妹却有这么多的教导？
我想是因为保罗了解以弗所教会，
而知道教会当中的姐妹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
所以特别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姐妹，给她们谆谆教诲，
对她们有一些的勉励、警告、提醒。

保罗针对姐妹的需要来作教导…
9 15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9-15
又愿女人廉耻 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保罗期望她们怎么样呢？
1. 在品性上能够「廉耻」。
在品性上能够「廉耻」
廉耻在整个圣经只有出现一次，就在这个地方，
英文的意思是讲到「自我的尊重」 ，千万不要忽略掉自重，
以致于让别人对我们的信仰、品性，有诸多的攻击。
并且要她们自守，就是因着有良好的判断能力、擅于自我的约束，
而带来一个贤淑婉约的品性。
保罗对姐妹们的教导，是在别人所看不见的、内在的品格、品性上面，
要她们在里面的品性的建立跟成长上面
要她们在里面的品性的建立跟成长上面，
要非常非常地留意，并且要专注地去追求。

这段经文是保罗针对姐妹的需要而特别给她们一些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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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外表的妆扮上面，保罗要她们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 黄金 珍珠 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由今天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姐妹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可能心中有些困惑—难到神不喜欢我们穿漂亮的衣服、
编织头发、戴着各样的妆饰、让我们觉得更好看、更漂亮吗？

3. 保罗希望姐妹们在生活的行为上，能够活出作神的儿女所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
我们有怎么样的信仰 就应该带出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有怎么样的信仰，就应该带出怎么样的生活，
再再地表现出我们对这位神的信靠跟敬畏。
所以保罗要当时的妇女不是只有在信仰上了解跟追求而已，
而必须要在生活、善行上，能够把上帝的荣美彰显出来、表现出来。

神在这里是要我们这些作姐妹的，要在妆扮、服装、仪容上面，不要太过于花俏，
以致于像当年以弗所教会的妇女 她们可能是在地位上面比较富有
以致于像当年以弗所教会的妇女，她们可能是在地位上面比较富有，
 想要透过穿着、透过那些的妆饰，来抬高她们的地位、来显示她们的身分
 甚至因着她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身分，
甚至因着她们在教会里面有 些比较特殊的身分，
以致于可以运用她们的权势，对教会能够带来更多的影响力
所以基本上，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妇女，在妆扮的心态上是有问题的。

4. 11-12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沉静」应该指着是安定 而不是不许说话 不许作声
「沉静」应该指着是安定，而不是不许说话、不许作声，
因为一般而言，只有男人可以接受教育、女人普遍是没有接受教育的，
当她们 起在教会听到讲员所传讲的信息，姐妹可能有 些不太了解，
当她们一起在教会听到讲员所传讲的信息，姐妹可能有一些不太了解，
她们可能询问她们的丈夫、或问旁边的弟兄，很希望了解，
以致于在聚会当中的询问，就带来对整个聚会秩序的破坏。
保罗期望她们在聚会中，应该要安静、要顺服，好好、专一的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聚会
安静
顺
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回到家再询问她们的丈夫，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圣经的意思 以为好像保罗对姐妹有性别的歧视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圣经的意思，以为好像保罗对姐妹有性别的歧视，
不许姐妹讲话、不许姐妹表达她们的看法跟思想，我想不是的。

今天姐妹们放心，不是神反对我们妆扮，而是神提醒我们—
不是要透过美丽的妆扮、心存不正确的动机想要来吸引别人。
我想在教会里面姐妹用 些的妆扮 能够用 些的妆饰
我想在教会里面姐妹用一些的妆扮，能够用一些的妆饰，
让人更赏心悦目，我相信这是合宜的。

9

这里有一个比较难的经文…
15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然而 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针对这段经文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所接受的解释—
女人如果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存着一个美好的灵性，
愿意扮演好神所赋予她们的角色，那么她们在她们的生育、
整个生产的过程上面，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眷顾，
可以扮演好一个母亲生育 养育的角色
可以扮演好一个母亲生育、养育的角色，
让上帝的计画、就是生儿养女的计画，可以透过她们来成就。

5. 姐妹到底能不能在教会讲道？在 林前十四 保罗也有类似的教导。
林前十一4-5
林前十
4 5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是有条件 就是她如果蒙着头 她就 以祷
是有条件，就是她如果蒙着头，她就可以祷告、讲道。
讲道
蒙头在当时是一种文化的背景，代表基于创造的次序、教会聚会的次序跟运作，
如果一个姐妹她对神 对教会的权柄顺服
如果一个姐妹她对神、对教会的权柄顺服，
她就可以在顺服的心态底下，可以祷告、也可以讲道。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保罗不许女人讲道呢？
从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很可能是教会的这些姐妹受到假教师的影响，
想要透过赢得一个更被人尊重的地位，想要透过讲道来辖管男人，
透过讲道，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教会的当中。
所以保罗反对的，不是姐妹讲道，
保罗反对的 是一些受异端影响的姐妹
保罗反对的，是
些受异端影响的姐妹，
她们在教会透过讲道来影响教会，以致于带来教会的破坏跟教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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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无论你是男是女，我们都有我们的需要、问题、应当注意的事项，
但愿保罗的教导清楚地帮助我们：让我们各自有我们各自应当努力的方向，
 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够互相地劝勉，
以致于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可以各自扮演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并且让我们留意自己的软弱，透过彼此的扶持、劝告、提醒，
以致于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之间 有很好的配搭 帮补
以致于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很好的配搭、帮补，
让教会有最好的发展，让教会因着神的同在、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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