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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補充 6 
 

[領導才能] 
婦女的領導職務 

 
當一個會眾選擇婦女在會眾中事奉時，他們必須選擇那些符合聖經要求及能夠完成聖經給予婦女工人的任務。 
 

婦女擔當職務這事，在基督徒和基督徒會眾中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本補編的目的是對這爭議提供一些啟

迪。你們會眾的領袖應該在這件事上作最後的決定。 
 

新約對婦女擔任領導職務有什麼教導？ 
 

1. 聖經歷史和文化背景中的婦女。 
  

有些基督徒會眾認為使徒保羅的指示僅限於已婚婦女與自己丈夫之間的關係。其他基督徒會眾認為他的指示是

針對婦女在會眾中所有正式聚會 (特別是在主日的崇拜) 上的行為。 
 

 (1) 那些擔當職務的婦女是長老嗎？ 
閱讀  提摩太前書 3:2；提多書 1:6。  
聖經教導只有男性被揀選作 「長老」 (教會領袖)。 他們必須是「一個婦人的丈夫」 (提摩太前書 3: 2；提多書 
1: 6) 1。聖經並沒辯證或保證任命婦女擔任教會的任何職務。 
 

 (2) 那些擔當職務的婦女是執事嗎？ 
聖經還教導執事都是男性。提摩太前書 3:11 的字面意義是： 「婦女同樣地」2。 
• 這不可能是指 「女執事」 的正式職務，不然句子應該是寫著 「女執事同樣地」3。 
• 這也不是指 「執事的妻子」，不然句子應該是寫著「他們的妻子」4 或 「有妻子」5。如果「執事的妻子」 
是正式的職務，那就意味著「長老的妻子」被排除在外。長老和執事的妻子分別在第 2 節和第 12 節被提

到。 
• 「婦女同樣地」 的翻譯指的是特殊的婦女、「婦女助理」或 「婦女工人」， 因為 「同樣」 一詞指的是與

男性執事群體相似的一類人，但卻不是執事。 
因此，我們必須將這些婦女視為以弗所會眾中的一個特殊婦女群體，她們在會眾中提供特別的服事 (參見提摩

太前書 5: 3-16)。 
 

 (3) 非比是女執事嗎？ 
羅馬書 16: 1-2 是聖經中唯一一次稱一個婦人為「執事」，這詞也是用在男性執事。不過，希臘文動詞

「diakoneó」 從未用在執事職務的服事意義上。它總是意味著「照顧人的需要」 的服事意義。因此，希臘文名

詞 「diakonos」 的主要含義也是 「僕人」， 而不是「執事」。羅馬書 16: 1 並不是指非比是類似使徒行傳 6:1-
7 那層面的「女執事」，而是指她是「僕人」！ 
  

堅革哩是哥林多的港口之一。那裏有一個基督徒會眾，非比是那會眾中的一個僕人。然而，她的服事與使徒行

傳第 6 章中執事的服事有相似之處，因為她是包括保羅在內的許多人的 「保護者」、「助手」 或 「幫手」6。

她可能對許多在東西方之間的旅客都提供了款待。她可能像腓立比的 呂底亞  (使徒行傳 16: 15) 那樣的婦女， 
也可能像那些用自己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的婦女 (路加福音 8: 1-3)，也可能像那些在會眾中執行特別服事的以

弗所婦女 (提摩太福音 5:9-10)。然而，執行這些服事並不意味著這些婦女被任命在會眾中擔任執事的職務。 
 

2. 聖經教導背景中的婦女。 
 

聖經的提摩太前書 2:11-14 和哥林多前書 14: 33-38 這兩處經文包含權威的指示，而不僅僅是歷史的描述。提多

書 2:3-5 表明使徒保羅確實賦予婦女權力在家中教育和訓練其他女性。另外，哥林多前書 11: 3-5 顯示使徒保羅

授權婦女在會眾的正式聚會之外說預言 (宣告神的話語)。 
 
 (1) 提摩太前書 2:11-12。 

                                                           
1 不是「一個男人的妻子」。這也並不是指長老必須結婚。這意味著已婚或未婚長老對婦女的行為應該是無可挑剔的。基督徒和基督徒領

袖不應輕佻調情！ 
2 希臘文：gunaikas hósautós 
3 希臘文：tas de diakonous 
4 希臘文：gunaikas auton 
5 希臘文：gunaikas echontes 
6 希臘文：pros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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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前書 3:15-16 指示「人在神的家中應經常 (現在進行時態)如何表現自己，而這家就是

永生神的教會 (希臘文： ekklésia)」。在這裏，使徒保羅談論的是教會的正式聚會，它們通常是「在主日」7舉

行的。他向有資格被任命擔當教會長老職務的人(提摩太前書 3: 1-7)及(若有需要)有資格被任命擔當教會執事職

務的人發出指示(提摩太前書 3: 8-13) 。他還指示男士和婦女必須如何在基督徒聚集一起祈禱和教學的各地方表

現自己 (提摩太前書 2:8-15)。使徒保羅說：「女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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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只要沉靜」 (提摩太前書 2: 11-12)。 
 

根據「新約及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中文版）」(麥啟新主編，麥惠惠、 麥啟新譯)(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y Bauer, Arndt, Gingrich”)，「男人」這詞在這

些經文中是指「每一個成年男性」，而不僅僅是「已婚男子」，而「女人」(希臘文： guné) 這詞在這些經文中

是指 「每一個成年女性」， 而不僅僅是 「已婚婦女」！因此，使徒保羅並沒有將這教導局限在已婚婦女。它

是對所有婦女的權威指示。 
 

 (2) 哥林多前書 14:26-38。 
在哥林多前書 14:26-38，使徒保羅也就基督徒聚集的正式崇拜聚會內的有序行為發出指示。幾個和/或一些有說

預言恩賜的人發出 「一首詩歌、一句指示、 一個啟示、一種方言或一種解釋」。使徒保羅帶著使徒的權威，

限制了在會眾的正式聚會中可能發生的事情，以便「一切都可以建立教會」 (哥林多前書 14:26)。他設定了三

個限制：他限制： 
• 說方言 (未知語言) 
• 說預言 (講道)  
• 婦女在這些正式聚會上的講話 

他寫道：「婦女10在所有教會11中要安靜。她們不許說話(在上下文中，使徒特別談到說方言和說預言)，但總要
順服 (希臘文： hupotassó) (命令，現在進行時態)，正如律法所說的。」 (哥林多前書 14:34) (「正如律法所說

的」參見第 21 節和創世記 3:16)。 
 

哥林多的女人沒有順服的行為，她們想做男人所做的事情。她們要在聚會上有權威地宣講神的道，正如男人有

權威地講道及說方言和預言一樣。可是，神不允許這樣做！ 
 

保羅說他的指示 「是主的命令。若有人忽視了這個 (命令)，他自己也會被忽略」(哥林多前書 14:37-38)！他寫

道：「像在聖徒的眾教會(基督徒) 一樣」 (哥林多前書 14:34；希臘文和英文譯本：14:33) 因此，這個命令並不

局限於保羅時代的文化，而是規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直到永遠！這個命令還不只局限於已婚婦女與丈夫之間

在家中的關係，它也是指教會所有正式聚會上的男女關係。 
 

 (3) 彼得前書 3:1-5。  
因此，婦女必須在教會內有著健康的自我控制。「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

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們

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只要以裏面存着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

寶貴的。因為古時仰賴上帝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個命令首先指的是已婚婦女與

丈夫在家裏的關係，但也指教會正式聚會上的男女關係。 
 

3. 聖經中的女人是具同等價值的， 但卻是不一樣 (她們是不同)。 
 

閱讀   路加福音 8:1-3；羅馬書 16:1-6；提摩太前書 3:11；5:1-16；提多書 2:3-5。 
 

 (1) 在神眼中，女人和男人同樣是有價值的、重要的、有能力的和有用的！ 
兩者同樣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加拉太書 3:28)。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在會眾中平等地運用他們的屬靈恩賜來事

奉 (彼得前書 4:10)。 
 

 (2) 但分配給女人和男的功能和任務不同。 
然而，神以主權的方式賦予男人和女人的功能和任務是不一樣的！神賦予了女人不同的功能和任務： 
• 身體上：生育孩子 (創世記 3:16；提摩太前書 2:15) 
• 社會上：婚姻關係 (以弗所書 5: 22-24；歌羅西 3:18；彼得前書 3: 1-6) 
• 屬靈上：在會眾中 (提摩太前書 2: 11-14；哥林多前書 14:26-38) 

                                                           
7 啟示目錄 1:10；使徒行傳 20:7 
8 希臘文：guné  
9 希臘文：anér 
10 希臘文：guné in the plural 
11 希臘文：hos en pasais ekklésiais tón hag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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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婚姻中和會眾中的領導職能分配給了男人，而不是女人 (提摩太前書 3: 2 下) 12。神還將會眾的正式聚會中

的權威性宣講和教導聖經的任務分配給男人，而不是給女人 (使徒行傳 6: 4；帖撒羅尼迦前書 5:12 下；提摩太

前書 3:2 下；5:17；提摩太後書 4: 1-5；提多書 1: 9)。 
  

 (3) 女人在教會裏是不可缺少的。 
聖經記錄了許多婦女的姓名和行為，她們在教會中提供了重要和寶貴的服事 (路加福音 7:44-47；8:2-3；約翰福

音 4:39；20: 17-18；使徒行傳 9:36；16:15；羅馬書 16: 1-2；16:3；16:6；16: 12-13；提摩太前書 5:1-16；提多

書 2:3-5)。 
 

 (4) 必須避免兩個極端的立場。 
• 一個極端的立場是，當基督徒會眾任命婦女在會眾中擔當職務時，他們這樣做根本沒有聖經的保證。 
• 另一個極端的立場是，基督徒會眾忽視了使用其女性成員的重要和寶貴服事。 

 

4. 神決定誰有權威及在什麼關係上。 
 

 (1) 羅馬書 13:1-2。 
任何人類文化 (傳統價值觀或習俗) 都沒有回答權威的問題。它也不是由民主投票決定的。教會不是一個民主體

制，而是一個神權體制 (基督體制)！13「在上有權柄的 (希臘文：exousia)，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

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Greek: diatagé)；抗拒的必自取刑

罰。」 (羅馬書 13:1-2；參見馬太福音 28:18)。 
 

 (2) 神在聖經中建立了七個權威-順服的關係： 

• I. 神在基督裏對萬有都有權威 (詩篇 145:13；詩篇 146:10；馬太福音 28:18；哥林多前書 11: 3；以弗所書 1: 
20-23；歌羅西 1:18)。(參哥林多前書 15:24-28) 

• II. 男人和女人對神的創造擁有權威 (創世記 1:28；詩篇 8: 4-8)。 
• III. 男人在婚姻中對女人擁有權威 (創世記 3:16；以弗所書 5: 22-24；歌羅西書 3:18；彼得前書 3: 1-6)，在教

會的正式聚會中男人對婦女都擁有權威 (使徒行傳 20:17, 28；哥林多前書 11: 3；哥林多前書 14: 33-35；提

摩太前書 2: 11-14；提摩太前書 3:2；提多書 1: 5-6)。研習 www.deltacourse.org Delta PLUS study 29 課程，

有關哥林多前書第 11 至 14 課的詳細解釋。 
• IV. 父母對未成年的子女擁有權威 (以弗所書 6:1-3；歌羅西 3:20)。 
• V. 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其公民擁有權威 (羅馬書 13: 3-7；彼得前書 2: 13-17；參考啟示錄 13:1-10)。 
• VI. 僱主對其僱員擁有權威 (以弗所書 6:5-9；歌羅西書 3: 22-4: 1；彼得前書 2: 18-23)。 
• VII. 長老對會眾成員擁有權威 (使徒行傳 20:28；帖撒羅尼迦前書 5:12；希伯來書 13:17)。 

 

5. 人的傳統文化與神的國度文化。 
 

有些基督徒認為使徒保羅的指示不是透過聖靈的權威，而是依據在保羅時期人類文化所設定的普通指示，且這

些指示在今天已經不再有效。這是一種危險而錯誤的想法！  
 

 (1) 文化的定義。 
任何群體的文化都是他們的世界觀、真理、信仰、迷信和價值觀，體現在他們的信念、經歷、行為、關係和制

度 (習俗和傳統)裏。 
 

 (2) 聖經的歷史背景。 
每個群體的歷史和傳統文化都包含著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聖經的歷史部分描述了某聖經書卷著作時所存在於

人類文化中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但這些對人類文化的描述在任何世代都不是規範性的！ 
 

 (3) 聖經的文化背景。   
神希望神的國度文化成為世界上每個國家、城鎮和語言中唯一的文化！一方面聖經的指引部分教導和指令，神

的國度文化那些方面應該成為世界上所有地方和歷世歷代的文化 (參見馬太福音第 5 到 7 章和所有關神的國的

比喻)！另一方面，聖經的指引部分禁止世界上所有地方和歷世歷代每一個人類文化的不良方面。神的子民不

可學習和模仿不信神的國家的可憎行徑 (參見申命記 18:9-13)！  
 

聖經的指引部分設立了基督徒婚姻關係、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政府與公民之間的

關係等 (以弗所書 5:22-6:9；歌羅西書 3:18-4:1；彼得前書 2:13-3: 7)。聖經規定了明確的性道德標準 (利未記 
18:5-6, 20, 22, 23-24) 和公平的標準 (利未記 19:9-18,26-37)(參見馬太福音 5:21-48)。同樣，它指令會眾中的男人

與女人的關係 (哥林多前書 11: 3；哥林多前書 14: 33-35；提摩太前書 2:11-11-14)。所有這些教導、命令和禁止

對世界上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時間都有規範性！  
 

 (4) 正確的聖經解釋原則。 
                                                           
12 「一個妻子的男人」 而不是：「一個丈夫的妻子」。 
13 在即將到來的民主主義，婦女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為平等權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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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化不能決定聖經的解釋！相反的，世界上所有地方和所有時間的每一種人類文化應該成為什麼，必須由

聖經中神的國度文化決定！ 
 

神已決定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群體改變 (轉化) 以下的： 
• 不僅他們的內心 (狀況、態度、動機、信念、信心) 
• 還有他們的生命 (言語、事跡、行為) 
• 和他們的民族文化 (規範、價值觀、制度) 

 

基督徒必須區分聖經的歷史部分和指引部分。聖經的歷史部分描述了在人的生活和文化中實際曾經發生的事

情，不管是好是壞。這些描述並不規範基督徒的行為。但是，聖經的指引部分卻教導和指令人在生活和文化中

實際必須發生的事情。這些教導和命令對基督徒的行為是有規範性，無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間！它們也規範

非基督徒的行為，儘管非基督徒不承認它們。  
 

6. 婦女同工的資格。 
 

當一個會眾揀選女同工時，這些婦女必須符合聖經的要求。她們還必須能夠完成聖經給予婦女同工的任務。  
 

提摩太前書 3:11 教導說，這些婦女同工必須是值得尊重的。她們不能是說讒言者。她們必須是溫和的，也就

是她們的品格和行為必須是適度的。她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必須是值得信賴的。因此，婦女同工(助理、助手)就

好像男執事一樣，必須是根據其品格、行為和能力來揀選。  
 

7. 婦女同工的任務。 
 

 (1) 支援耶穌的婦女。  
婦女在耶穌和祂的門徒的事奉中支援他們 (路加福音 8:1-3)。 
 

 (2) 非比在哥林多是保羅的保護者、助理和幫助者。 
非比是使徒保羅的助理或幫助者 (羅馬書 16:1-2)。 
 

 (3) 百基拉是保羅的同工。  
百基拉是使徒保羅的同工 (羅馬書 16:3-4).  
 

 (4) 作為執事助理和幫手的婦女。 
因此，女同工應是執事的助手或幫助者，特別是在他們對窮人和有需要的人的事工上。她們擔當那些婦女比男

人更合適的任務 (提摩太前書 3:11)。 
 

 (5) 老年婦女裝備年輕婦女。 
教會中的老年婦女要為年輕婦女樹立榜樣，展示如何愛丈夫和孩子，如何自我節制和純潔，如何在家裏忙碌，

如何表現善良，以及如何服從丈夫 (提多書 2:3-5)。 
  

 (6) 以弗所的老年寡婦。 
以弗所教會的一群老年寡婦有特定的功能 (提摩太前書 5:9-16)。 
 

 (7) 早期教會歷史中的婦女。 
早期教會的歷史講述這些婦女有以下的功能：她們向年輕婦女提供諮詢和指導、與其他婦女一起禱告、探訪病

人、為婦女洗禮做準備、以及將婦女帶到主的晚餐。她們還照顧教會所支援的寡婦和孤兒。婦女之所以參與這

些事工，是因為她們比男人更適合 (裝備) 來完成這些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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