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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补充 6 
 

[领导才能] 
妇女的领导职务 

 
当一个会众选择妇女在会众中事奉时，他们必须选择那些符合圣经要求及能够完成圣经给予妇女工人的任务。 
 

妇女担当职务这事，在基督徒和基督徒会众中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本补编的目的是对这争议提供一些启

迪。你们会众的领袖应该在这件事上作最后的决定。 
 

新约对妇女担任领导职务有什么教导？ 
 

1. 圣经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妇女。 
  

有些基督徒会众认为使徒保罗的指示仅限于已婚妇女与自己丈夫之间的关系。其他基督徒会众认为他的指示是

针对妇女在会众中所有正式聚会 (特别是在主日的崇拜) 上的行为。 
 

 (1) 那些担当职务的妇女是长老吗？ 
阅读  提摩太前书 3:2；提多书 1:6。  
圣经教导只有男性被拣选作 「长老」 (教会领袖)。 他们必须是「一个妇人的丈夫」 (提摩太前书 3: 2；提多书 
1: 6) 1。圣经并没辩证或保证任命妇女担任教会的任何职务。 
 

 (2) 那些担当职务的妇女是执事吗？ 
圣经还教导执事都是男性。提摩太前书 3:11 的字面意义是： 「妇女同样地」2。 
• 这不可能是指 「女执事」 的正式职务，不然句子应该是写着 「女执事同样地」3。 
• 这也不是指 「执事的妻子」，不然句子应该是写着「他们的妻子」4 或 「有妻子」5。如果「执事的妻子」 
是正式的职务，那就意味着「长老的妻子」被排除在外。长老和执事的妻子分别在第 2 节和第 12 节被提

到。 
• 「妇女同样地」 的翻译指的是特殊的妇女、「妇女助理」或 「妇女工人」， 因为 「同样」 一词指的是与

男性执事群体相似的一类人，但却不是执事。 
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妇女视为以弗所会众中的一个特殊妇女群体，她们在会众中提供特别的服事 (参见提摩

太前书 5: 3-16)。 
 

 (3) 非比是女执事吗？ 
罗马书 16: 1-2 是圣经中唯一一次称一个妇人为「执事」，这词也是用在男性执事。不过，希腊文动词

「diakoneó」 从未用在执事职务的服事意义上。它总是意味着「照顾人的需要」 的服事意义。因此，希腊文名

词 「diakonos」 的主要含义也是 「仆人」， 而不是「执事」。罗马书 16: 1 并不是指非比是类似使徒行传 6:1-
7 那层面的「女执事」，而是指她是「仆人」！ 
  

坚革哩是哥林多的港口之一。那里有一个基督徒会众，非比是那会众中的一个仆人。然而，她的服事与使徒行

传第 6 章中执事的服事有相似之处，因为她是包括保罗在内的许多人的 「保护者」、「助手」 或 「帮手」6。

她可能对许多在东西方之间的旅客都提供了款待。她可能像腓立比的 吕底亚  (使徒行传 16: 15) 那样的妇女， 
也可能像那些用自己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妇女 (路加福音 8: 1-3)，也可能像那些在会众中执行特别服事的以

弗所妇女 (提摩太福音 5:9-10)。然而，执行这些服事并不意味着这些妇女被任命在会众中担任执事的职务。 
 

2. 圣经教导背景中的妇女。 
 

圣经的提摩太前书 2:11-14 和哥林多前书 14: 33-38 这两处经文包含权威的指示，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描述。提多

书 2:3-5 表明使徒保罗确实赋予妇女权力在家中教育和训练其他女性。另外，哥林多前书 11: 3-5 显示使徒保罗

授权妇女在会众的正式聚会之外说预言 (宣告神的话语)。 
 
 (1) 提摩太前书 2:11-12。 

                                                           
1 不是「一个男人的妻子」。这也并不是指长老必须结婚。这意味着已婚或未婚长老对妇女的行为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基督徒和基督徒领

袖不应轻佻调情！ 
2 希腊文：gunaikas hósautós 
3 希腊文：tas de diakonous 
4 希腊文：gunaikas auton 
5 希腊文：gunaikas echontes 
6 希腊文：pros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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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3:15-16 指示「人在神的家中应经常 (现在进行时态)如何表现自己，而这家就是

永生神的教会 (希腊文： ekklésia)」。在这里，使徒保罗谈论的是教会的正式聚会，它们通常是「在主日」7举

行的。他向有资格被任命担当教会长老职务的人(提摩太前书 3: 1-7)及(若有需要)有资格被任命担当教会执事职

务的人发出指示(提摩太前书 3: 8-13) 。他还指示男士和妇女必须如何在基督徒聚集一起祈祷和教学的各地方表

现自己 (提摩太前书 2:8-15)。使徒保罗说：「女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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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只要沉静」 (提摩太前书 2: 11-12)。 
 

根据「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中文版）」(麦启新主编，麦惠惠、 麦启新译)(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y Bauer, Arndt, Gingrich”)，「男人」这词在这

些经文中是指「每一个成年男性」，而不仅仅是「已婚男子」，而「女人」(希腊文： guné) 这词在这些经文中

是指 「每一个成年女性」， 而不仅仅是 「已婚妇女」！因此，使徒保罗并没有将这教导局限在已婚妇女。它

是对所有妇女的权威指示。 
 

 (2) 哥林多前书 14:26-38。 
在哥林多前书 14:26-38，使徒保罗也就基督徒聚集的正式崇拜聚会内的有序行为发出指示。几个和/或一些有说

预言恩赐的人发出 「一首诗歌、一句指示、 一个启示、一种方言或一种解释」。使徒保罗带着使徒的权威，

限制了在会众的正式聚会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便「一切都可以建立教会」 (哥林多前书 14:26)。他设定了三

个限制：他限制： 
• 说方言 (未知语言) 
• 说预言 (讲道)  
• 妇女在这些正式聚会上的讲话 

他写道：「妇女10在所有教会11中要安静。她们不许说话(在上下文中，使徒特别谈到说方言和说预言)，但总要
顺服 (希腊文： hupotassó) (命令，现在进行时态)，正如律法所说的。」 (哥林多前书 14:34) (「正如律法所说

的」参见第 21 节和创世记 3:16)。 
 

哥林多的女人没有顺服的行为，她们想做男人所做的事情。她们要在聚会上有权威地宣讲神的道，正如男人有

权威地讲道及说方言和预言一样。可是，神不允许这样做！ 
 

保罗说他的指示 「是主的命令。若有人忽视了这个 (命令)，他自己也会被忽略」(哥林多前书 14:37-38)！他写

道：「像在圣徒的众教会(基督徒) 一样」 (哥林多前书 14:34；希腊文和英文译本：14:33) 因此，这个命令并不

局限于保罗时代的文化，而是规范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直到永远！这个命令还不只局限于已婚妇女与丈夫之间

在家中的关系，它也是指教会所有正式聚会上的男女关系。 
 

 (3) 彼得前书 3:1-5。  
因此，妇女必须在教会内有着健康的自我控制。「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

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

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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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命令首先指的是已婚妇女与

丈夫在家里的关系，但也指教会正式聚会上的男女关系。 
 

3. 圣经中的女人是具同等价值的， 但却是不一样 (她们是不同)。 
 

阅读   路加福音 8:1-3；罗马书 16:1-6；提摩太前书 3:11；5:1-16；提多书 2:3-5。 
 

 (1) 在神眼中，女人和男人同样是有价值的、重要的、有能力的和有用的！ 
两者同样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加拉太书 3:28)。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在会众中平等地运用他们的属灵恩赐来事

奉 (彼得前书 4:10)。 
 

 (2) 但分配给女人和男的功能和任务不同。 
然而，神以主权的方式赋予男人和女人的功能和任务是不一样的！神赋予了女人不同的功能和任务： 
• 身体上：生育孩子 (创世记 3:16；提摩太前书 2:15) 
• 社会上：婚姻关系 (以弗所书 5: 22-24；歌罗西 3:18；彼得前书 3: 1-6) 
• 属灵上：在会众中 (提摩太前书 2: 11-14；哥林多前书 14:26-38) 

                                                           
7 启示目录 1:10；使徒行传 20:7 
8 希腊文：guné  
9 希腊文：anér 
10 希腊文：guné in the plural 
11 希腊文：hos en pasais ekklésiais tón hag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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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婚姻中和会众中的领导职能分配给了男人，而不是女人 (提摩太前书 3: 2 下) 12。神还将会众的正式聚会中

的权威性宣讲和教导圣经的任务分配给男人，而不是给女人 (使徒行传 6: 4；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 下；提摩太

前书 3:2 下；5:17；提摩太后书 4: 1-5；提多书 1: 9)。 
  

 (3) 女人在教会里是不可缺少的。 
圣经记录了许多妇女的姓名和行为，她们在教会中提供了重要和宝贵的服事 (路加福音 7:44-47；8:2-3；约翰福

音 4:39；20: 17-18；使徒行传 9:36；16:15；罗马书 16: 1-2；16:3；16:6；16: 12-13；提摩太前书 5:1-16；提多

书 2:3-5)。 
 

 (4) 必须避免两个极端的立场。 
• 一个极端的立场是，当基督徒会众任命妇女在会众中担当职务时，他们这样做根本没有圣经的保证。 
• 另一个极端的立场是，基督徒会众忽视了使用其女性成员的重要和宝贵服事。 

 

4. 神决定谁有权威及在什么关系上。 
 

 (1) 罗马书 13:1-2。 
任何人类文化 (传统价值观或习俗) 都没有回答权威的问题。它也不是由民主投票决定的。教会不是一个民主体

制，而是一个神权体制 (基督体制)！13「在上有权柄的 (希腊文：exousia)，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

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Greek: diatagé)；抗拒的必自取刑

罚。」 (罗马书 13:1-2；参见马太福音 28:18)。 
 

 (2) 神在圣经中建立了七个权威-顺服的关系： 

• I. 神在基督里对万有都有权威 (诗篇 145:13；诗篇 146:10；马太福音 28:18；哥林多前书 11: 3；以弗所书 1: 
20-23；歌罗西 1:18)。(参哥林多前书 15:24-28) 

• II. 男人和女人对神的创造拥有权威 (创世记 1:28；诗篇 8: 4-8)。 
• III. 男人在婚姻中对女人拥有权威 (创世记 3:16；以弗所书 5: 22-24；歌罗西书 3:18；彼得前书 3: 1-6)，在教

会的正式聚会中男人对妇女都拥有权威 (使徒行传 20:17, 28；哥林多前书 11: 3；哥林多前书 14: 33-35；提

摩太前书 2: 11-14；提摩太前书 3:2；提多书 1: 5-6)。研习 www.deltacourse.org Delta PLUS study 29 课程，

有关哥林多前书第 11 至 14 课的详细解释。 
• IV. 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拥有权威 (以弗所书 6:1-3；歌罗西 3:20)。 
• V.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公民拥有权威 (罗马书 13: 3-7；彼得前书 2: 13-17；参考启示录 13:1-10)。 
• VI. 雇主对其雇员拥有权威 (以弗所书 6:5-9；歌罗西书 3: 22-4: 1；彼得前书 2: 18-23)。 
• VII. 长老对会众成员拥有权威 (使徒行传 20:28；帖撒罗尼迦前书 5:12；希伯来书 13:17)。 

 

5. 人的传统文化与神的国度文化。 
 

有些基督徒认为使徒保罗的指示不是透过圣灵的权威，而是依据在保罗时期人类文化所设定的普通指示，且这

些指示在今天已经不再有效。这是一种危险而错误的想法！  
 

 (1) 文化的定义。 
任何群体的文化都是他们的世界观、真理、信仰、迷信和价值观，体现在他们的信念、经历、行为、关系和制

度 (习俗和传统)里。 
 

 (2) 圣经的历史背景。 
每个群体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都包含着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圣经的历史部分描述了某圣经书卷著作时所存在于

人类文化中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但这些对人类文化的描述在任何世代都不是规范性的！ 
 

 (3) 圣经的文化背景。   
神希望神的国度文化成为世界上每个国家、城镇和语言中唯一的文化！一方面圣经的指引部分教导和指令，神

的国度文化那些方面应该成为世界上所有地方和历世历代的文化 (参见马太福音第 5 到 7 章和所有关神的国的

比喻)！另一方面，圣经的指引部分禁止世界上所有地方和历世历代每一个人类文化的不良方面。神的子民不

可学习和模仿不信神的国家的可憎行径 (参见申命记 18:9-13)！  
 

圣经的指引部分设立了基督徒婚姻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

关系等 (以弗所书 5:22-6:9；歌罗西书 3:18-4:1；彼得前书 2:13-3: 7)。圣经规定了明确的性道德标准 (利未记 
18:5-6, 20, 22, 23-24) 和公平的标准 (利未记 19:9-18,26-37)(参见马太福音 5:21-48)。同样，它指令会众中的男人

与女人的关系 (哥林多前书 11: 3；哥林多前书 14: 33-35；提摩太前书 2:11-11-14)。所有这些教导、命令和禁止

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时间都有规范性！  
 

 (4) 正确的圣经解释原则。 

                                                           
12 「一个妻子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丈夫的妻子」。 
13 在即将到来的民主主义，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为平等权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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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不能决定圣经的解释！相反的，世界上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的每一种人类文化应该成为什么，必须由

圣经中神的国度文化决定！ 
 

神已决定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群体改变 (转化) 以下的： 
• 不仅他们的内心 (状况、态度、动机、信念、信心) 
• 还有他们的生命 (言语、事迹、行为) 
• 和他们的民族文化 (规范、价值观、制度) 

 

基督徒必须区分圣经的历史部分和指引部分。圣经的历史部分描述了在人的生活和文化中实际曾经发生的事

情，不管是好是坏。这些描述并不规范基督徒的行为。但是，圣经的指引部分却教导和指令人在生活和文化中

实际必须发生的事情。这些教导和命令对基督徒的行为是有规范性，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它们也规范

非基督徒的行为，尽管非基督徒不承认它们。  
 

6. 妇女同工的资格。 
 

当一个会众拣选女同工时，这些妇女必须符合圣经的要求。她们还必须能够完成圣经给予妇女同工的任务。  
 

提摩太前书 3:11 教导说，这些妇女同工必须是值得尊重的。她们不能是说谗言者。她们必须是温和的，也就

是她们的品格和行为必须是适度的。她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必须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妇女同工(助理、助手)就

好像男执事一样，必须是根据其品格、行为和能力来拣选。  
 

7. 妇女同工的任务。 
 

 (1) 支援耶稣的妇女。  
妇女在耶稣和祂的门徒的事奉中支援他们 (路加福音 8:1-3)。 
 

 (2) 非比在哥林多是保罗的保护者、助理和帮助者。 
非比是使徒保罗的助理或帮助者 (罗马书 16:1-2)。 
 

 (3) 百基拉是保罗的同工。  
百基拉是使徒保罗的同工 (罗马书 16:3-4).  
 

 (4) 作为执事助理和帮手的妇女。 
因此，女同工应是执事的助手或帮助者，特别是在他们对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事工上。她们担当那些妇女比男

人更合适的任务 (提摩太前书 3:11)。 
 

 (5) 老年妇女装备年轻妇女。 
教会中的老年妇女要为年轻妇女树立榜样，展示如何爱丈夫和孩子，如何自我节制和纯洁，如何在家里忙碌，

如何表现善良，以及如何服从丈夫 (提多书 2:3-5)。 
  

 (6) 以弗所的老年寡妇。 
以弗所教会的一群老年寡妇有特定的功能 (提摩太前书 5:9-16)。 
 

 (7) 早期教会历史中的妇女。 
早期教会的历史讲述这些妇女有以下的功能：她们向年轻妇女提供咨询和指导、与其他妇女一起祷告、探访病

人、为妇女洗礼做准备、以及将妇女带到主的晚餐。她们还照顾教会所支援的寡妇和孤儿。妇女之所以参与这

些事工，是因为她们比男人更适合 (装备) 来完成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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