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和女性
克拉克（D.F.Clark）

耶穌如何看待女性？祂如何對待女性？她們如何回應祂？

路加福音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路加福音有二十四次提及耶穌要麼遇到一個婦女、或
是祂和一位女性談話，要麼祂在寓言中提到一個女人。所有這二十四次都具有啟發性和
積極意義。

路加福音以及耶穌基督的好榜樣教導我們耶穌和婦女的關係，總結一句話就是耶穌接納
她們、對她們有敏感心和肯定她們。

耶穌接納女性

耶穌接受婦女們以愛心和溫柔服事奉獻給祂的禮物。

在世界古代書籍中，《路加福音》是一卷不尋常的書。路加精心記錄了一位孕婦懷孕期
間的情緒和身體反應。他詳細介紹了伊利沙伯第一次與懷有耶穌的馬利亞相遇的情形。
路加寫道：「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路加福音1:41）。馬利亞回應伊利沙伯的話，
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第46,47節)。路加還記錄了馬利亞的溫
柔，她用布包裹著剛出生的耶穌，把祂放在馬槽裡。

在古代歷史上，我知道沒有其他的書表示關心和關懷女性在懷孕期間或照顧孩子時的感
受。然而上帝認為這些事情很重要，將它們寫入祂永恆的話語中。

耶穌從未感到女性的溫柔威脅到祂的男子氣概。路加講到有一個女人來到宴會場所，她
跪下來挨著耶穌的腳哭，眼淚濕了耶穌的腳，她用香膏去抹，再用頭髮擦乾（路加福音
7:36-50）。她的行為表示悔改之意。耶穌允許她這樣做，沒有顯示出絲毫厭惡或尷尬的
表情。



耶穌讓女性知

道她們很聰慧，

天生就值得

上帝的愛和

關心。

我知道耶穌時代的拉比在他們的門徒中沒有收納任何女性。路加說耶穌允許婦女
成為追隨祂的人，甚至包括背景有問題的婦女。

婦女以獨特的方式服事耶穌。馬利亞和馬大的家是一個安靜的地方，耶穌避開那
些向祂要餅吃、求奇蹟和醫病的人群，到她們家休息（路加福音10:38-42）。

路加寫下有關暴民將耶穌趕往各各他
（Golgotha）的情形。「耶路撒冷的女兒
們」沿著苦路跟隨祂，為祂哭泣。
（路加福音23:27-29）

耶穌掛在十字架上時發生了什麼事？
門徒們逃走了，包括彼得──他曾經
說：「我永不離棄你；永不背棄你；
我要與你同行，甚至於死」（路加福
音22:31-34）。然而婦女們留下來，
靜靜地站在十字架下面，她們還能做
什麼呢？什麼也不能做，只有站在那
裡。

至今人的生活沒有改變。許多人覺得自己
處在十字路口–疾病，心裡疾病，有身體
上，情緒上或財務上的困難。有時，你能
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陪伴他們。婦女們在
那裡服事耶穌，直到死亡釋放耶穌的那一
刻。

即使在耶穌死後──門徒們躲在拴緊的門後，他們害怕羅馬人會找到他們，拉
他們釘十字架──婦女們卻準備了香料來膏祂的身體，想要對祂行適當的葬
禮。這些婦女把香料拿到墓地，卻不知道如何移動石頭。總之，她們在清晨天
還沒亮的時候來做她們能做的事。上帝的兒子以弱小無助的嬰兒進入世界的那
一刻起，一直到祂升天的最後時刻，婦女們都服事耶穌。耶穌接受了她們的愛
心禮物，不是因為這些禮物是上帝賦予祂作為男性的特權。反之，祂接受它們
是因為這些都是對天父獻上的聰慧而忠實的服事。



耶穌有敏感心

耶穌對婦女在社會和宗教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很敏感，祂解除了這些重擔。祂富有
同情心和關懷。

一天，耶穌去探訪彼得的家，彼得的岳母病了。在中東，即使婦女在家裡生病，
也得起床照顧男性客人。耶穌可不是普通的客人，祂是一位拉比，是教導上帝律
法的老師。祂有權走入屋內，坐下來，說：「我的茶在哪裡？」但是祂沒有這樣
做。耶穌拒絕行使祂身為客人的特權。反而祂先去探視彼得的岳母，按手在她身
上。祂拒絕接受她的服事，直到祂先服事了她。

還有一次耶穌使拿因一位寡婦的兒子從死裡復活（路加福音7:11-17）。在中東文
化中，寡婦如果沒有男性親戚照顧，處境是很可悲的。當送殯隊伍從拿因城出來
時，耶穌看到少數幾位抬棺材的人，一個單身女人跟在後面走。祂意識到這個女
人沒有其他的男性親戚照顧。耶穌對這位可憐的寡婦生出同情，伸出手觸摸了這
個年輕人，使他復活。

在路加福音中還有更加有力的例子，我們看到耶穌反對有組織的宗教對婦女的偏
見和濫用權柄。在世界的那個地方，祂的舉動可能很危險。路加福音二十章中耶
穌為寡婦辯護，以防止法利賽人的貪婪。但也許最偉大，最美好的例子出現在路
加福音十三章中，耶穌在安息日來到迦百農的會堂醫治了一個女人。

迦百農的猶太會堂寬約二十米，長四十米，猶太會堂和清真寺一樣，是男人聚集
之處。安息日那天會堂裡擠滿了男人，因為偉大的教師耶穌在那裡教訓人（路加
福音13:10-17）。



祂打算詳細解釋上帝的話，每個人都希望從這位傑出的新律法權威那裡聽到偉大、
有革命性的話。然而，當耶穌拿起律法書卷開始教導時，突然看見房間後面有一位
彎著腰的女人。多年以來，她成為邪靈的囚犯，邪靈綑綁她，使她成為殘廢。

耶穌隨後做了五件令人震驚的事，因為祂的所作所為突破了當時的文化模式。首
先，他叫這個女人到前面來，從那個女人所在的位置（房間的後面）到男人所在
的位置（房間的前面）。祂停下來不教導上帝的話──這是猶太人生命中最神聖
的時刻──去服事一個女人。

其次，耶穌打破文化常規對她說話。猶
太作家阿爾弗雷德·埃德斯海姆（Alfred 
Eidersheim）寫道，每天都有拉比如此祈
禱：「我感謝上帝，我生來不是外邦人，
不是狗或女人」。這豈不是一個很棒的祈
禱嗎？(你注意到單詞順序了嗎？) 難怪
耶穌對這女人講話時，每個人都感到不可

我們尊榮所有的

女性，對她們表

達愛和尊重，如

同耶穌對待女性

的方式。

耶穌以第三種方式破壞了文化：祂按手在
她身上。艾德斯海姆解釋說，在耶穌時
代，有些法利賽人被稱為「黑與藍法利賽
人」。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非常嚴格遵守
法律，甚至不看女人。如果他們感到有個
女人走過來，他們會緊閉雙眼往前直行，
因此有時候會撞到牆或是翻跌在牛車裡，
以致鼻青眼腫。在這裏，耶穌違反了「黑
與藍法利賽人」的作為，祂按手在一個女
人身上。

第四，耶穌肯定了她在社會中的價值。猶太會堂中的這些男人可能在想，她在這
裡做什麼？祂在做什麼？祂在摸她。看啊，祂竟然在上帝的聖所裡做這種事。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對他們說：「難道你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
驢，牽去飲水嗎？」(路加福音13:15)

他們全都知道他們犯了在安息日給動物飲水。

耶穌繼續說：「這個女人比你的任何動物更有價值。這個女人不是動物；她
是『亞伯拉罕的女兒』」（路加福音6:16）。耶穌說這些話，使她恢復到她
當有的地位。

這一段對話非常重要，因為耶穌甘冒生命危險為了保護一個女人。祂使對手
在他們自己的猶太會堂裡受到了羞辱，而以敏感、友善和憐憫服事一個女
人。正是因著這種慈愛的舉動和神聖的愛，以及許多其它這類的善行，那些
人將祂送上了十字架。

耶穌肯定女性

耶穌讓女性知道她們很聰慧，天生就值得上帝的愛和關心。在所有四福音書
中，祂一次都沒有貶低過女性。真希望我能說我從來沒有講過一句嘲笑女人
的玩笑話，從未以不適當的方式看女人，或者從來沒有對女人說：「這是男
人的事；管好你自己的事。」大多數男人在生活中的某些時候都貶低過女
性。但是耶穌從來沒有做過。從祂人生的早期直到祂升天，耶穌都高舉女
性、肯定女性。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路加記錄了耶穌的出生和出生後的頭幾天。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文化裡（以及中東），若是生下男孩，男人會聚集在父
親身邊，猛拍父親的後背說：「感謝真主(Mashallah)。你做到了。我的獅
子(Aslanim)。」雖然是做母親的經歷了所有的辛苦事。

但是，如果是生下女孩會怎樣？婦女們圍在母親身邊，說：「你這可憐的東
西。願你下次好運。」



耶穌對婦女在社

會和宗教方面所

遇到的障礙很敏

感，祂解除了這

些重擔。

在世界許多地方，傳統上都說兒子是父親力量的自然產
物，而女孩子是母親的錯。然而，在耶穌的誕生和祂的童
年故事中，馬利亞獲得與約瑟同等的認可甚至還超過他，
約瑟幾乎消失在背景中。在這美好的劇情裡，馬利亞居於
舞台的中央。耶穌在聖殿的奉獻禮上，女先知亞拿居於舞
台中心（路加福音2:36-38）。聖經說明她過著屬上帝的
生活，並且禁食禱告。

耶穌十二歲生日時，約瑟和馬利亞帶祂到耶路
撒冷的聖殿去(路加福音2:41-52)。這是耶穌
的戒禮(成年禮，bar mitzvah)－－成為立約
的兒子，在猶太法律的眼中被視為男人。在祂
的餘生裡不必聽從任何女人說的話。但是當約
瑟和馬利亞回到家，發現耶穌沒有與其他家人
在一起，他們衝回耶路撒冷，在聖殿裡找到耶
穌，發現祂正和律法師們以當時常見的方式互
相答辯。馬利亞對耶穌說：「你去了哪裡？我
們找不到你時，好害怕」(第48節)。

耶穌（現在是聖約之子，是一個男人了）只需要轉向母親
說：「女人，別管我」。但祂沒有，反而懷著極大的愛與敬
意說：「您不知道我必須以我父家的事為重嗎？」 (第49節)
。

耶穌經常刻意稱讚婦女說她們是信心的榜樣。耶穌去了法利賽人西門的家（路加福音7:36-
50）。屋子中間有多張桌子，桌子周圍有靠椅。鎮上的重要人物──西門的特別來賓──斜
倚在這些靠椅上，從桌上取食。但是桌子邊只有一個人沒有吃飯，就是這位偉大的教師，尊
貴的客人。因祂還沒有洗乾淨，祂的手腳仍然很髒，如果祂碰了桌子，會讓其他人也不潔
淨。



餐會繼續進行著。突然，一個後街的女人來到了這個宴會上。
她跪下來，在耶穌的腳前哭泣，然後放下她的頭髮，用頭髮擦
乾祂的腳。最後，把香膏倒在耶穌的腳上。那個場面真令人震
驚。在那張桌子旁的每個男人都知道她是什麼樣的女人。每個
人都看到了這令人作嘔的畫面，等著看耶穌如何對這罪污的女
人表示祂是何等聖潔的人。西門心想，看這個女人在這許多好
男人面前如何摸耶穌。我們請這位夫子來，要親自看看祂是否
是從上帝那兒來的真夫子，如今我們知道祂是個冒牌貨。若祂
的確來自於上帝，必知道這女人是什麼樣的女人，祂剛才必不
允許她做那些事（39節）。

從中東人的角度來看，這絕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

有兩件事是錯誤的。首先是主人西門故意侮辱他的客人。他刻意冷落這位
尊貴的客人耶穌，讓祂處於未清洗的狀態，藉此羞辱祂，表示西門和他朋
友們心中感到自己多麼優越。中東的主人從不侮辱客人，他們拿出最好的
東西招待客人──就算他們只有麵包和水，即使慷慨待客會讓他們一文不
名。

我和妻子曾經拜訪過黎巴嫩貝魯特的一家人。我們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
女主人給我妻子露絲看一兩件為桌巾鉤編的漂亮花邊。我說：「哦，好漂
亮啊。它們真可愛。」這些話我一說出口，就知道我說錯了。那天晚上我
們離開那家人時，女主人站在那兒，手裡拿著一小包東西要送給露絲，裡
面有我讚揚過的那些美麗的蕾絲作品。我是客人，她想尊榮我。每當我看
到這些東西時，我都會感到尷尬和羞愧，因為我做了中東客人決不會做的
事。

西門做了中東主人絕不會做的事。但是耶穌在這段經文裡做了中東客人從未做過的
事：祂批評主人。耶穌站起來看著那個女人，對西門說話。耶穌當著宴會上所有賓客
的面，背對著主人，滿懷同情心地望著那個女人，祂斥責西門，說：「自我進了你的
家，你就一直鄙視我，你沒有派僕人洗我的手和脚。你甚至沒有給我水，讓我自己可
以洗手洗腳。但這女人進來以後，不停地用眼淚洗我的脚，她做了本來是你該做的
事，她──而不是你──將會被稱為是義的。(路加福音7:44-50)



路加福音以及耶

穌基督的好榜樣

教導我們耶穌和

婦女的關係，總

結一句話就是接

納、敏感和肯定

她們。

路加福音十章說耶穌來到馬利亞及馬大的家休息。馬大忙碌著，展示出典型中東婦
女的作為。她想要為耶穌擺上一桌最好的食物。工作忙錄使她感到疲累，她轉而對
坐在耶穌腳旁聽祂說話的妹妹馬利亞發怒。耶穌對馬大說出的訊息是「到我這邊來
坐一會兒，妳生命裡最重要的事不是在廚房裡，上帝創造妳不是只要妳侍候桌上飲
食。不是只有文士和法利賽人才有權知道上帝的話。妳，馬大，還有每一位像妳一
樣的婦女，都同樣有權知道。」(第41, 42節)

耶穌多次在說寓言時提及婦女，祂總是提高她們的地位。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則寓
言說到一位丟失硬幣的女人。她是什麼樣的女人？是個愚蠢的女人，無法管理自己
的金錢嗎？ 不，她是個聰明而資源豐富的女人，經常點燈。

在耶穌的時代，中東人家裡的窗戶靠近天花板，以保持內部陰暗涼爽。她點亮一盞
燈，四處尋找硬幣，直至找到為止，因為這是嫁妝的一部分。

路加十八章裡有位寡婦，一次又一
次地回到一名不公正的法官面前。
她是什麼樣的女人？一個不知道什
麼時候該放棄的愚蠢女人？不，她
是堅持不懈的女人。她知道她在法
律之下享有什麼權利，她堅持一次
又一次地來，直到獲得她的判決。



在路加福音廿一章中，耶穌和門徒們在聖殿裡，門徒們
看著有錢人把一袋又一袋的金幣倒入金庫。耶穌突然
說：「你們看到了嗎？」

他們問：「什麼？有人投入了一大袋錢幣，我們沒看到嗎？」

耶穌說？「不是的，你們看到那個瘦小的老婆婆嗎？」

門徒回答：「有啊，我們看見她，她只投入兩個小錢到錢庫裡。」

耶穌說：「你們不明白。你們真的不明白嗎？其他的人是把自己養生有餘的錢投
入，但她卻付出了所有。」

一個無名的寡婦成為一個慷慨的好例子，達到上帝期望我們所有人都做到的那
樣。

與我們今天的態度相反，耶穌從不剝削利用婦女。約翰福音四章描述祂是一個敢
與井旁女人公開交談的男人，祂這樣做違反了當代全部的文化標準。而這名女子
──雖然她的一切都被揭露出來── 一個有多次婚姻和污穢生活的婦人，也從未
受到威脅。耶穌從未羞辱她，只是把她從污穢中解脫出來，溫柔地為她披上天父
公義的外衣。

耶穌的門徒回到井邊，發現他們尊貴的老師正在與這位女人交談。約翰記錄道：
「沒有人敢問祂『你為什麼和她說話？』」。他們為什麼不問呢？因為在耶穌身
上有如此完美的男子氣概，從祂特有的男子氣概生出如此完美的安全感，以至於
祂走出了必須以打壓女人來證明自己是男人的牢籠。

這就是為什麼男人和女人都同樣被耶穌吸引。耶穌高舉並肯定了所
有來到祂面前的女人。女人在祂裡面找到了她們希望每個男人所能
成為的樣子。男人們在祂裡面看到了他們應該成為的男人。



這就是為什麼男人和女人都同樣被耶穌吸引。耶穌高舉並肯定了所有來到祂面前的女
人。女人在祂裡面找到了她們希望每個男人所能成為的樣子。男人們在祂裡面看到了他
們應該成為的男人。

結論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普遍將母親和女性情緒化的世界。母親節來臨，我們會寄卡
片，送禮物，還可能帶我們的妻子或母親去餐廳。但是母親節過後又如何呢？我們把女
人當作是次等動物，只適合做飯，打掃房子和生孩子。

美國是暴力侵害婦女和虐待年輕女孩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是世界上色情罪惡的淵
藪。在許多方面，我們幾乎沒有資格批評或譴責穆斯林世界。

另一方面，耶穌以最深切的敬意對待祂的母親和所有婦女。我們尊榮所有的女性，對她
們表達愛和尊重，效法耶穌對待女性的方式。

女性遭到男人的虐待和壓制──有時非常粗暴和殘酷。但是耶穌是完美的男人，祂是上
帝要求每個男人都效法的那種男人；祂是上帝希望每個女性在生活中都去認識的那種男
人。

作者：克拉克（D.F.Clark）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sentimentalizes mothers and women in general. On Mother’s Day we
send cards, give gifts, and maybe take our wives or our mothers out to a restaurant. But
what do we do the day after that? We treat women as if they are inferior creatures who are
only good for cooking, cleaning house, and having bab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on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abuse of
young girls. We are one of the world’s deepest cesspools of pornography. In many ways, we
have little room to criticize or condemn the Muslim world. 

Jesus, on the other hand, treated His mother and all women with the deepest respect. We
honor all women by showing them the same love and respect that Jesus showed to
women.

Women have been abused and put down by men–sometimes very crudely and cruelly. But
Jesus is the perfect man, the man God wants every man to emulate. This is the kind of
man God wants every woman to know in her life.

That’s why both men and women are equally attracted to Jesus. Jesus lifted and affirmed
every woman who came to Him. Women find in Him the man they wish every man could
be. And men see in Him the man they know they ought to be.

Conclusion

1. Some Scriptures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paraphrases by the author.
2. Kenneth E. Bailey, Poet and Peasant Through Peasant Eyes (Grand Rapids:William B.
Eerdman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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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 Clark, author
Former AGWM Area Director, 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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