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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丈夫的角色和责任 
 

罗伯特•麦考利（Robert McCurley）牧师 

 

想想一个忠心的牧人和他的群羊之间重要的关系。他负责带领羊群到郁郁葱葱

的草场进食，到水源处解渴。当风暴来临时，他引导羊群去躲避。他保护它们免受

掠夺者的杀伤。他的带领、保护和供应对羊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忠心的牧

人，羊群会怎样呢？它们会分散开来，容易遭受各样的危险。那么，丈夫作为妻子

的属灵牧人，具有同样的目标，就是带领、引导、保护和供应妻子。在这样做的过

程中，丈夫们需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正如我们在《诗篇》第 23 篇中所唱的那样，

主是祂子民的好牧人。在上一次课中我们提到，丈夫的属灵带领会塑造一个家庭的

属灵方向。换句话说，他的角色直接影响着妻子和家庭的幸福。 

那么，合乎圣经的带领人包括什么？作仆人与作领袖有什么关系？更具体地

说，一个敬虔的丈夫如何在灵性上牧养他的妻子和家庭？这在实践中又是怎样的

呢？在本次课中，我们将学习圣经如何教导敬虔的丈夫作家庭的带领人。还会考虑

丈夫作为仆人和牧人的角色，以及他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 

因此，丈夫的角色之一是带领人。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男人所面临的潜在障

碍，这些障碍有时会妨碍他们带领自己的家庭。例如，一个障碍是恐惧和不安。毕

竟，丈夫的领导力是脆弱的，它有时也会引起对失败的恐惧。但是你也要知道，勇

敢并不意味着毫无恐惧，而是即使感到害怕，仍然要尽职尽责。治愈恐惧的方法就

是爱。《约翰一书》第 4 章 18 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

去”。你也会在《提摩太后书》第 1 章 7 节中找到类似的话。所以，爱是应对和解

决恐惧的关键部分。爱基督、愿意讨祂的喜悦，当然就愿意爱自己的妻子，而越爱

妻子，就越容易克服这种恐惧。正如《箴言》第 31 章 11-12 节所教导我们的，妻

子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丈夫，使丈夫可以很安全地信任她们。 

丈夫作带领的另一个障碍是懒惰。《箴言》书里有很多关于懒惰的内容。我们

在这里必须进行一些区分，因为我们经常以为懒惰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其实，懒惰

可以伪装成忙碌，而忙碌不等于勤奋。问题是，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你是被正

确的所驱动，还是被有趣的所驱动？换句话说，你是被有原则的责任所驱使，还是

被快乐的事情所驱使？懒惰是没有按照指派给我们的原则性的责任去做。所以，你

可能会做许多事，但那并不是上帝真正呼召我们去关注的事。懒惰不仅不去落实这

些责任，还会充满各种借口，请查看《箴言》第 22 章 13 节。做一个带领人当然是

辛苦的工作，能力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任何懒惰的试探所产生的障碍，必须要

解决。 

第三个障碍是自私和骄傲。从基督主动拯救祂的新妇，可以看出祂的领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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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换句话说，祂的重点和追求是为祂的新妇带来祝福。所以，对那些被托付给他

的家人们，丈夫要运作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在身体上和属灵上供应他们。这不是以

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我们作带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被我

们带领的人的益处。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丈夫们会经常遇上的障碍或壁垒，就是灰心。当一个人变

得灰心丧气时会发生什么？是的，他会失去动力，失去精力，就想忽略眼前的事

情。《加拉太书》第 6 章 9 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

要收成。”你从农民那里可以明白这个画面：如果他们不在春天撒种，那么秋天来

临时，他们将没有任何收获，因此必须继续撒种。丈夫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会

后退一步综览全局，要认识到，即使各个方面挣扎和困难使我们灰心丧气，但我们

还是要继续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继续在爱和服事中撒种，知道主会为着祂的荣耀

带来收成。 

丈夫作带领的另一个方面还包括在家中带头作仆人。如今，这两件事常常被看

为彼此对立的。作带领是一回事，作仆人是另一回事，很多人认为它们是不相容

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并非不相容，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发

现什么呢？我们发现，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最伟大、最荣耀的领袖，但

我们发现祂在服侍祂的新娘，服侍祂的教会。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例子，是在《约

翰福音》第 13 章 4 节及以下的经文。门徒的主拿起盆和毛巾，让门徒们坐下来，

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洗脚。如果你知道圣经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你就该知道，

在古代给一个人洗脚是最低贱的事情之一。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让奴隶给别人洗

脚。然而主耶稣基督却在这里拿起盆和毛巾，服侍祂的子民或祂的新妇。最后耶稣

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

脚。”（约 13:14）当我们把这些应用到自己家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丈夫作为带领

的角色，其实是要蒙召服侍人。上帝给予丈夫们权柄去保护和服侍人。你可以在圣

经中找到其他关于权柄的类似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民事裁判官。民事裁判官要成为

百姓的仆人，而不是百姓的救世主。《罗马书》第 13 章说，作官的是仆人，是上

帝的差役。上帝不是让他们利用权柄聚敛权力，不是让他们积攒威望获取钱财，他

们的地位不是让他们诈取百姓的利益，抢夺百姓的东西，而是为了照顾和服务他

人，使他人受益。另一个例子是教会的长老。长老们蒙召是去服侍会众，而不是去

辖制人。这就是圣经在《彼得前书》第 5 章 3 节中提到的话，彼得对长老们说：

“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如果你翻开《希伯来书》第 13

章 17 节，可以看得到教会成员顺服长老的责任。但是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做

的目的。长老的责任是为百姓的灵魂守望，必须为他们向上帝交账。换句话说，长

老的整个目的就是为了百姓的益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提出，如果会众

没有使长老交账的时候快乐不至忧愁，那就与你们无益了。（来 13:17）这些平行

的例子应用到家庭中，就是提醒丈夫要服侍他的妻子和家庭。丈夫也被赋予了一个

领袖的职位，使托付给他照料的人得着益处。另外请查看《以弗所书》第 5 章 25

节和 28 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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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合乎圣经的权柄和我们所说的独裁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合乎圣经的

权柄，另一个是不按照圣经使用权柄或者专制。这两者是可以区分的。独裁首先是

利己的，不关心手下的人。你可以在圣经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点，例如《马太福

音》第 20 章 25 节那一段。不按照圣经使用权柄或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超出了

圣经中的规定。拥有权柄的人开始掌握上帝从未赋予他们的责任，那就是滥用权

柄。所以必须要有所区分。毕竟，丈夫也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他在上帝的权柄之

下，所以他不能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不能自由地按他想要的方式去考虑，也不能

自由地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丈夫是主的仆人。因此他要在照顾妻子的过程中履行

主的旨意和愿望。 

丈夫作为仆人，是家庭的管理者，或者说是家庭的管家。这样的权柄意味着，

丈夫对家里的一切承担最终的责任。请注意在亚当夏娃犯罪后，上帝来到园子中，

祂做了什么？祂马上去找亚当，并对他说“你在哪里”。（创 3:9）为什么呢？因

为亚当是头，亚当最终要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有了权柄就有了责任。在一个家里

发生的任何事情，最终都是他的责任。很多人会把《约书亚记》24 章 14-15 节的那

段经文写出来，挂在墙上反复思想：“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为

什么约书亚能这样说？约书亚不只是作为一个人在为自己说话，他是说，作为一个

担负责任的人：“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要确保的事”。这意味着家里

所有的决定最终都是丈夫的责任，尽管他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建议和意见，但他最

终要为这些决定负责，而这些决定要按照上帝自己的旨意来做，就像圣经所说的，

要努力让自己的家服侍主。 

第三，这种带领也包括属灵的牧养。丈夫不仅是仆人，也是灵性的牧人。丈夫

要牧养妻子。这就使我们回到了本课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丈夫如何成为妻子灵性的

牧人？这样的牧人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吧，丈夫应该是妻子的教师和灵性导

师。你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的经文吗，妻子如果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

问自己的丈夫。（林前 14:35）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丈夫自己

必须殷勤地学习上帝的话语，才能指导妻子。这并不是说丈夫什么都知道，而是说

他必须要学习，他可以学习圣经，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与牧师交谈请教，用这些方

式来装备自己才能很好地指导自己的妻子。想想《提摩太后书》第 2 章 15 节，这

只有通过时间和努力才能实现，不是一件会自动发生的事情。如果丈夫需要时间和

努力才能成为一个学生，那时间从哪里来呢？也就是说你要花更少的时间在其他的

事情上，也许是你的爱好，而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阅读神学、研读经文、听

道等事情上。 

丈夫有义务细致深入地了解他的妻子。这包括了解妻子的灵性挣扎；这意味着

了解她陷入的罪，或给她带来最大困扰的罪，或她最容易挣扎的罪。这意味着丈夫

必须知道妻子对福音的理解或她作为基督徒的成熟程度。这意味着丈夫也需要知道

妻子面对的其他软弱。如果丈夫不先了解他的妻子，怎么能牧养她呢？回想一下那

个牧人和羊的形象。牧羊人必须知道羊需要什么。它需要水吗？它需要更多的草

吗？牧羊人要知道羊的弱点，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害怕，甚至走丢。他要研究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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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只羊，了解它们的优缺点。这体现在丈夫服侍妻子上，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去发

现这些东西。她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哪些罪最困扰她？她目前正在解决哪些方面的

属灵成长问题？你是否确保她有足够的时间与主耶稣基督相交？也许她承担了太多

的责任，已经被拉扯到其它不同的方向。想想《路加福音》第 10 章 38-42 节中告

诉我们的，耶稣来到马利亚和马大的家里，马大正忙于许多事情。这也不是完全错

误的；因为她有许多责任。马利亚则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当马大有一点责备马利

亚的时候，主告诉她，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丈夫需要照顾和牧养自己的

妻子，虽然她们有许多正当的责任，但是她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专注力与主相

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丈夫要藉着道把妻子洗净，这是《以弗所书》第 5 章 26 节的话。这可以包括

和妻子一起阅读和学习圣经，一起背诵经文，再帮助她将经文应用到她自己的生活

和环境中。但丈夫有责任用真道的水洗净妻子。 

丈夫要珍爱妻子，保护她，不仅要保护她的身体，还要保护她免受各种危险。

例如，保护她不受错误神学的影响；这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危险。也许丈夫还要保护

妻子不受那些没有灵性的坏朋友的影响。有时，他需要保护她不要去承担假想的错

误责任，实际上她并不应该去关注的，或者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丈夫可以保护

妻子免受不良习惯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保护她远离危险的地方。甚至有时候，可以

是保护她免受其他人例如大家族带来的压力。这就是丈夫牧养妻子的工作。当然，

丈夫最终要为妻子顺服的生命负责。“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书 24:15） 

在家里牧养妻子和家庭是在教会牧养上帝子民的前提。所以，当使徒保罗在

《提摩太前书》第 3 章中论到男人在教会中担任长老职务的资格时，他实际上提出

了这个观点。他在《提摩太前书》第 3 章 5 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

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在家中作带领人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中作带领人的

前提。 

牧养妻子和家庭的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家庭敬拜。家庭敬拜对于一个

基督徒家庭来说是必需的。父亲有责任殷勤地教导家人走耶和华的道路。这就是

《申命记》第 6 章 6 节及以下的话：“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由于优先的事是你

优先去做的事，而不是优先说的话，所以你要将家庭敬拜的日程固定好不要变，这

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将家庭敬拜安排在固定的时间。你想确保这是优先事项，就

要实际地完成它。可以把家庭敬拜和吃饭时间联系在一起，那样会有帮助。可以在

早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聚集，然后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也可以是睡觉前，在床前

一起聚集。还可以是早餐或晚餐或其他时候，但你一定要确保家庭敬拜能够进行。

规定好时间才可以确保丈夫能够牧养自己的家庭。我建议设定一个指定的时间进行

家庭敬拜，例如早上和晚上，这与旧约中的早晚祭祀类似。家庭敬拜应该从新婚之

夜就开始，而不仅仅是有了孩子的时候。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成为夫妻时，一个

基督徒的家就建立了，那一刻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家庭敬拜也应该在那一刻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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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对于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很想知道到底该如何应用。所以让我给你

们一些带领家庭敬拜的使用建议。当然，最核心的是圣经，所以你应该经常读一段

圣经，最好能有系统的读经，比如通读圣经。你应该每天和妻子一起读经，如果有

孩子，就和家人一起读，这样他们会明白圣经的内容。我们都需要浸泡在话语中。

读经之后，可以对这段经文作简单的分享，换句话说，就是解释经文的意思。可能

有些问题你现在不知道答案，也不能更细致深入地解释，但你可以指出经文与你家

庭有关的部分，帮助他们理解经文的意思，同时，也要寻找经文对你自己和你妻子

的应用，也许还要针对你的孩子，帮助他们不只是做一个听道的人，也要做一个行

道的人，帮助他们学会将经文实际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另外还应该有祷告。例

如，在家庭敬拜开始时祷告，然后在结束时再祷告一次，这样是合适的。在其中一

次祷告中，最好能列出家庭、弟兄姐妹或你认识的人的具体需要。这会增强你的家

人的信心，让他们看到上帝回应了祂面前举手祷告的家庭。你也应该在家庭敬拜中

唱《诗篇》，从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正如在《歌罗西书》第

3 章所看到的。要颂唱上帝的话，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不仅仅是放在我们的头

脑里，这样能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圣化影响。这也会帮助你、你的妻子和孩子更加熟

悉他们在教会中颂唱的诗篇。你们可以学习新的，甚至可以试着一起背诵一些格律

诗篇，一起唱《诗篇》。这些诗篇可以在去教会的车上，或在旅行和其他场合凭着

记忆唱出来。 

另一件对你有帮助的事是讨论你在教会听的讲道。回顾讲道非常有益于你妻子

和家人更好地领受听过的道。牧师把话语的好种播撒到你们的心田里，然后是你这

位家庭的牧者，努力在自己和家人的心里培育这颗种子。你们可以具体讨论讲道在

你们个人生活中的应用。 

另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内容是，对你的妻子和孩子进行要理问答，我建议使用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它在实现特定的目的方面尤其有用。要理问答是一种

久经考验的方法，它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妻子孩子掌握圣经的教义，学习属灵的分辨

力。它使你能够清楚地界定真理，并将其与虚假的道理区分开来。它能保护你的家

人不被错谬的教义所愚弄。想想《希伯来书》第 5 章的结尾，那里区分了吃干粮的

人和只能吃奶的人，因为吃干粮的人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善恶。 

现在，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牧人，你需要根据自己家庭的需要，甚至根据家庭发

展的不同阶段，调整家庭敬拜的方式。小孩子和他们长大之后的情况有所不同，这

需要运用智慧来调整。我给你一些建议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调整。 

丈夫持续不断的榜样和言谈就是对妻子的培养。无论主动或被动，无论是该做

的事情没有做，还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丈夫都在培养自己的妻子。这样的课程是

全天的，不只是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如果你回到《申命记》第 6 章 7 节的那段经

文，不仅说“殷勤教训”，还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

要谈论。”这就是一生的牧养和门徒训练。你的行动往往会比你的言语更有说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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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来说，基督教教育是必需的。保罗在《歌罗西书》

第 2 章 8 节中警告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

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你可以再对照《哥林多

后书》第 10 章 4-5 节的话。这超出了我们在这里所能涉及的范畴，但基督教教育

对于按照圣经带领和牧养家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结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牧师，你不认识我的妻子。你说的都

很好，但你不了解我的妻子。”确实如此。我不认识你的妻子。但我却认识另一个

妻子。也就是基督的新妇，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你在旧约中看到了旧约教会的所有

弱点、任性、失败和脆弱。如果看新约，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这根本不是一个完

美妻子的例子，有时甚至悖逆顽梗、充满罪恶。然而，教会却嫁给了最完美的丈

夫，一个热心追求并带领妻子的丈夫。所以，我可能不认识你的妻子，但主耶稣基

督认识，祂也认识祂的妻子——教会。因此，有一个伟大的榜样摆在你面前。我不

知道你自己的挣扎。但是，当我们重新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当我们被带到上帝话

语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罪时，我们就应该谦卑悔改。这应该让我们再次投靠主

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得到祂对新妇之爱的安慰。这本身就进一步加强

了我们在恩典中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怜悯中爱自己的妻子。这一切都与基督的荣

耀和福音临到我们家庭有关。在接下来的两讲中，我们将探讨圣经如何教导敬虔妻

子的角色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