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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封信可以說是美國上一代最有名的情書，它是

在一百多年前寫的。這封信在伯恩斯（Ken Burns）所導演

的歷史電視連續劇《南北戰爭》（The Civil War）中第一次

被公開讀出來，但他沒想到觀眾的回應會那麼地熱烈：千

萬封索取台詞的信件蜂擁而至，幾十家報紙複印出其內

容，手工藝品店中擺滿了刻著信中詞句的掛飾，結婚禮物

上也引用這信中的話，很多家庭甚至想追溯看看自己和那

對戀人有沒有血緣關係。

這封引起巨大回響的信是巴盧少校（Sullivan Ballou）

寫給他妻子莎拉的，那是他在內戰的第一場布爾河（Bull 

Run）戰役前一星期所寫的：

「我最親愛的莎拉：

從現在的情勢看來，我們很可能在幾天之內就要移

師他處，說不定就是明天了。我怕將來可能無法再

寫信給妳，所以現在急切地想寫下幾句話，萬一將

來我不復存在，妳也能看到我心底的這些話……

對於這場戰役的崇高目標，我沒有疑懼，也不缺乏

信心，並且我的勇氣也沒有停滯或降低，因為我知

道……我們欠了太多前人的債，就是那些在我們之

前為獨立戰爭而流血受苦的人，現在我願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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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願意……盡力支持這個政府，來還前人的債……

親愛的莎拉，我對妳的愛是不死的，這愛如同粗壯的

繩索，除了無所不能的神以外，沒有人能將它打斷。

然而，我對國家的愛卻像一陣猛烈吹襲我的強風，使

我無法抗拒地帶著一切的鎖鏈來到這個戰地。

那些和妳在一起的快樂時光的記憶，逐漸地充滿我

心，而我最感激神和感激妳的，是我能夠享受它們

那麼久！若要我放棄它們或把對未來的盼望燒成灰

燼，實在很難；只要神願意，我們就能繼續相愛地

生活在一起，看著兒子們在我們身邊長大成人。我

對神的天命所知不多，但彷彿有人對我說─可能是

小兒子的禱告飄到我耳中─我將完好地回到所愛的

人身邊。但假如結果不是這樣，親愛的莎拉，絕不

要忘記我是多麼地愛妳，當我在戰場上嚥下最後一

口氣的時候，我口中一定是在呼喚妳的名字。請妳

原諒我的許多過錯，以及我對你所造成的許多痛

苦，我是多麼經常地不體貼和愚昧啊！我多麼願意

用我的眼淚來擦掉那些讓妳不快樂的汙點啊……

但是，哦，莎拉，如果死去的人能夠回到地上，隱

形地環繞在他所愛的人身邊，那麼我一定會一直在

妳身邊，不論是快樂的白天還是漆黑的夜晚……一

直、一直在妳身邊。當妳感到有微風吹拂妳的臉頰

上時，那一定是我的氣息；當妳感到有涼風輕掃妳

的太陽穴時，那一定是我的靈魂剛剛經過。親愛的

莎拉，不要為我的死而悲傷，就當作是我先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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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因為我們還會再見面……」（註1）

結果巴盧少校在布爾河戰役中身亡。

為什麼這位美國內戰勇士所說的話，能夠比他的生命

存留地更久呢？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祕訣，乃是因為他的話

同時傳達出了偉大的勇氣和無比的溫柔，即使那些話在神

學上可能並不那麼準確。這位作者願意為國家犧牲生命的

勇氣是無可置疑的，但同時他又表達出那麼親密的感情，

使我們都會感到為他臉紅。這樣的人是會被任何一個時代

的人所寶貴的。他是如此地堅強勇敢，以至於他也能如此

地溫柔；並且他用他的堅強勇敢來表達對妻子的感情，使

得這感情成為他妻子最大的寶藏，因為她能肯定地知道自

己在丈夫的心中有多麼珍貴。

巴盧少校的決心─以他的勇氣和愛來堅定妻子的力

量和價值─反映出神對丈夫「作頭」的心意。神賜給丈

夫們一個僕人式領導的責任，而它是有救贖目的的；正如

耶穌的犧牲使得祂的百姓能知道他們在神眼中的價值，丈

夫們也要在運用權柄時反映出基督的「作頭」，幫助妻子

認識到她們在神眼中的寶貴。

帶給妻子榮美

如果丈夫的「作頭」能夠尊崇基督，就能帶給妻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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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使得妻子知道，雖然她個人不完美、沒自信或有環境

上的困難，神仍然很關愛她。這個救贖的目的在保羅說到

丈夫要愛妻子如同基督愛祂的新婦（教會）時，就顯出來

了：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

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

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

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丈夫也當照

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

了。」（弗5: 25-28）

我們的主捨命來榮耀祂的新婦，用自己的血來買贖她

的美麗，幫助她了解自己的永恆價值；祂的犧牲讓她肯定

了自己在神眼中的寶貴。

接下來讓我們聽聽一位基督徒妻子是怎麼說她丈夫

的，以此比較前面所說的救贖目的：

「我恨他！

我恨他是因為他讓我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很笨，像

是一個不需要存在的人，一個奴隸。我做的事沒有

一件能讓他高興，我總是達不到他的標準，所以我

總是在拼命努力地想要得到他的讚美。我恨他讓我

覺得自己很爛，我想我永遠也沒有辦法克服他對我

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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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丈夫的「作頭」讓他的妻子感到自己沒有價

值，而不是讓她感到自己很寶貴。雖然我們不能說這位

妻子的苦毒是對的，但我們也不能說這位丈夫的領導是

對的，因為他忽視聖經所啟示的目的，而只選用某些經

文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基督的愛絕不會讓我們覺得自己

「很爛」、「沒價值」、「像是一個不需要存在的人」，

但是在這對夫妻中，丈夫錯用了權柄，因為他沒有用它

來肯定神定意要賜給祂百姓的神聖價值。他的這種不合

聖經教導的「作頭」反而成了一種剝奪，使得他的妻子

無法認識到神原本要賜給她的恩典。

雖然說剝奪別人的價值聽起來很可怕，但這卻是極

常見的事。不論這種剝奪是不是有意的，但它的根源總

是出於一種不安全感，使得丈夫想要藉著控制妻子來建

立自己的價值。在人的心裏似乎存在著一種邪惡的推

理，以為我們若降低別人的價值，就會增加自己的價值。

我的妻子凱希是我所認識的能力最強、最會辦事的

人之一，她在校的成績遠比我好，而且多次被她的大學

選為傑出音樂家，還得到過許多學術性和專業性的獎

項。不過在我們結婚不久後我就發現，我剝奪了她的自

我價值感。

我的發現是起因於我們家的洗衣機壞了。因為我在

上班，所以我請她打電話給修理洗衣機的人。她答應去

打電話但卻沒打，第二天她又答應去打電話，但當我下

班回家的時候她還是沒打。

那天傍晚她哭著對我說她沒有能力打這個電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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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爾現在還會津津樂道我

們家另一次修理洗衣機的事（不

是舊的那個洗衣機）。這一次是

由我來診斷問題，開車到專賣店

去買新的零件，並且回來裝在洗

衣機上。我很難解釋，甚至很難

對自己解釋，為什麼我在結婚之

初對於小事情會那麼地沒有自信

和安全感。那個時候我能毫不遲

疑地上台吹長笛或分析一段音樂

作品，但對於要處理會影響到我

倆生活的事，我的自信心就開始

搖動了。我會這樣想：如果我作

了一個不好的決定怎麼辦？如果

我搞砸了怎麼辦？那時的我應該

知道這些都不會影響他或影響我

們，我應該相信他對我的愛和尊

重都是無條件的。當然，現在我

覺得自己完全不用擔心會搞砸事

情，因為我知道他一定還是會很

親愛地對待我！

們至今都還很清晰地記得那一天的談話；她記得是因為

現在她對自己說過的話感到很糗，而我記得是因為我被

嚇到了。

那時我的想法是：「凱希，我們的婚姻出了什麼問

題？為什麼妳這個能力強又聰明的人，嫁給我一年以後

會變得這麼沒有自信，連打一個電話都不會了？我是怎

麼讓你變成這樣的？我做錯了什麼事嗎？」

我不能說當時我立刻就有了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

那時我的思想和行為都還不夠成

熟；但是我記得對我幫助最大的

是一幅圖畫，它在這個「洗衣機

事件」過後的幾個月中一直浮現

在我心裏。在我心眼裏所看到的

那幅圖畫曾經掛在我祖母的家

中，畫的是一位年輕人在狂風暴

雨中掌握著一艘大船的舵，狂風

已經將船帆打成碎片，飄盪在年

輕人的身旁，但是他卻無懼於這

風浪，臉上仍然流露出鎮定和自

信。而其中的原因是很明顯的，

因為救主耶穌就站在這位年輕舵

手的身後，祂的手就放在他的肩

膀上。這幅圖畫的下方這樣寫

著：「耶穌與我一同掌舵」，這

幅圖畫和這句話共同表達出一個

凱希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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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那就是只要有救主同在，我們的信心就會增加。

然而在我和凱希的關係中，情況卻正好相反，我的出

現常讓她失去自信心。從前她覺得自己是一個能幹的汽車

駕駛，但我一上車她就不這樣覺得了；從前在社交場合裏

她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能力，但我一加入談話她就退縮

了。在千百種的情況下（我只發現到幾種），我都讓她懷

疑自己的能力。我剝奪了她的自我價值感，因此我必須從

基督對教會的愛中來重新省察我自己。我身為家裏的 

「頭」，應該是要建立妻子，讓她能感受到，她對於我和

對於救主都是那麼地寶貴；但如果神為她所預備的丈夫都

輕看她，那麼她就很難知道或反映出她在神眼中的價值，

如果她的丈夫都剝奪了她的榮美，那麼她就不能用神原要

賜給她的光彩來榮耀神。

保羅說基督愛祂的新婦（教會）。他的話為基督徒丈

夫們提供了很重要的指引：他們要敬重妻子。他又說基督

是「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雖然他指的是基督洗淨我

們的罪，但這也隱含著對丈夫們很重要的教訓：基督赦免

的福音應該主導著我們的家庭──這表示聖經中的信息應

該天天出現在家中。家庭崇拜、教會活動、個人性的勸勉

等等，都是神賜給丈夫們的媒介，用以傳達福音的喜樂。

我做過許多次的婚前輔導，一直令我驚訝的是，那些年輕

的姊妹們總是要求我對她們未來的丈夫強調家庭崇拜的重

要性，似乎她們在直覺中就知道，婚姻的合一、個人的價

值以及完成神旨意的喜樂，都和她們的丈夫是否委身於神

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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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人在算誰得的分

數多……事實上我們最喜歡說的

那年掉進窪洞裏的故事，是有一

天我們都坐在車上，培爾開車，

走在一條鄉間路上，因為那裏地

勢比較高，所以雨水就向下流，

造成很多窪洞。那一天很冷，路

面上是一層冰，我們剛開過一段

彎路，接著又是彎路，結果就掉

進窪洞了。幸運的是我們離房東

家不到五百公尺，所以我們就走

到他家，敲了們，很抱歉地解釋

我們的狀況，並且請他幫忙。他

對我們很好，開著他的卡車來幫

我們把車子拖出了窪洞，在我們

再三道謝之後，他就開著大卡車

走了，而我們也就坐進我們的小

車，綁上安全帶，發動了引擎，

但很快地我們又掉進路的另一邊

的窪洞！我想，那一年我們學到

的功課就是互相謙卑。

1.  饒恕過錯

當然，如果一個人只是口頭上相信神的饒恕真理，卻

不能行出來，那他就是一個可怕的騙子。當一個丈夫─

家中的頭─反映出饒恕之恩典的真實性時，他便對他所

愛的人再次肯定了神的良善以及家人的重要。

我和凱希剛結婚的時候住在鄉間一個小小的、租來的

房子，從我們家到工作地方的那條路，在冬天就變得非常

危險，因為路上的雪清理得不

好。那時我們兩個人共用一部小

車，因為我們只負擔得起一輛車

的開銷。在一次冰雹中，凱希開

車從路上滑出去，其結果是拿到

了一張修理汽車的帳單、拖車

費，和去上班的困難。我對她很

不客氣，仔細地告訴她以後開車

要更小心，在冰上打滑的時候該

怎麼控制車子，並且又提醒她說

我們的經濟狀況受不了再有意外

了。但在兩天之後，我就把車子

開進了窪洞裏。而「幸好」冰還

沒溶化，凱希也和我一樣把車開

進了窪洞裏；但「不幸」的是，

我又掉進去一次。

我們這些在冰上開車的經驗，

很重要地提醒著我，每個人都需

凱希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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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饒恕。我想主耶穌讓我掉進窪洞裏，是因為當作丈夫

的人了解到他需要憐憫時，最能有效地把它表達出來。

在我們和我們所看到的婚姻中，與心靈得到醫治最息

息相關的，就是饒恕。一個丈夫願意饒恕，是因為他知道

自己也需要被饒恕；這樣的丈夫能向他的妻子顯明，他之

所以能站在神面前，乃是因為恩典。因此，饒恕表達了配

偶彼此的寶貴，肯定了雙方屬靈的需要，並且有力地把二

人結合在一起，知道他們的弱點並不能損害或減少他們的

愛，或神的愛。

2.  肯定美麗

保羅說基督使祂的新婦（教會）滿有光彩地獻給自己

（見弗5: 27），亦即祂增進了她的美麗。我並不是說我們

應該要把個人的價值和外表的美麗看作同等的重要，但從

事心理輔導的人告訴我們，那些會讓妻子懷疑自己外表或

鼓勵妻子邋遢的丈夫，他們的作法其實是為了控制妻子。

有些男人會把妻子隔離起來，讓她們只能依賴丈夫的讚

賞，因而使得她們懷疑自己在別人眼中是否討人喜歡。還

有些男人會公開地讚美擦身而過的短裙女人，或沉迷在幻

想那些廣告中或網路上修整過的形體，以致他們的妻子深

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這種藉著貶低別人或讓別人懷疑自己價值來達到控制

目的的作法，是神所憎惡的。神讓祂的兒子為我們死在十

字架上，就是要顯明我們是「蒙慈愛的」（弗5: 1），並且

祂命令我們只能說或只能做那些會建立彼此、增加對神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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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更多了解的事（見弗4: 29-32）。

神的心意是要丈夫和妻子互相吸引，使得他們在身體

上的結合能夠加強他們心裏的契合，而其中一個能夠加強

這種契合的方法，就是肯定那些

我們所珍愛的外表和個性特質。

我們作丈夫的人可以藉著充滿愛

意的話語和表明我們喜悅妻子的

肢體語言─親密的擁抱和聖經

所認可的性愛（見創2: 20-24；林

前7: 4-5；弗5: 31；來13: 4）─

來表達妻子的美麗，這樣，我們

藉著讓妻子覺得自己是討人喜歡

的，便激勵出她外表和靈魂的美

麗，以至於雙方都感到滿足。我

們愈常提到她的美麗，就會愈多

看到她的美麗。

聖經說耶穌使教會滿有光彩地獻給自己，丈夫們也應

該對他們的妻子這樣做。我很喜歡陪凱希去買衣服（至少

會想要去），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好的品味，而是我很喜

歡看到她覺得自己很美麗，而我又能即時地告訴她這一

點。

我知道很多丈夫都很害怕陪妻子去逛街，一方面是 

因為這樣會讓他們置身於女裝世界而感到不自在，另一方

面也是害怕這樣會鼓勵妻子花費，使得家庭的帳單高漲。

但一個對自己的美麗有自信的女人（因為她的丈夫肯定

我盼望所有的丈夫們都能了

解到，妻子在她丈夫眼中被看為

是可愛的，這對一個女人是何等

的重要。這不是一件關乎虛榮的

事，而是關乎價值的事。我們渴

望知道自己所愛的丈夫認為我們

從裏到外都是美麗的，並且非常

珍愛我們。知道我的丈夫認為我

很美麗，使我更有自信；他對我

在觀念和能力上的讚賞，使我更

能自由地去發展和使用它們。我

將他對我的肯定，視為他所能給

我的最寶貴的禮物之一。

凱希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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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較不會覺得需要買新衣服或飾品來讓自己感到更

美麗，正如一個有安全感的男人，比較不會覺得需要買拉

風的跑車或買展現肌肉的襯衫來長現男子氣概。

如果夫妻之間缺乏表達我們在配偶身上所看到的美

麗，雙方和婚姻都會受到貶抑；但當我們享受神所賜給配

偶的美麗時，我們就是在讚美神。

3.  優先關係

丈夫進一步肯定妻子價值的方法，是遵從聖經的命

令，將他與妻子的關係放在與其他家人的關係之上，甚至

包括他與父母的關係（見弗5: 31）。這個教訓並沒有抹煞

我們終生都要孝敬父母的責任，但它確實是要我們把婚姻

關係放在優先的地位。

如果所有的男人都遵守聖經所定出的關係次序，那麼

報章雜誌上的專欄作家和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主持人，就都

會沒有討論的題材了。聖經上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

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 24）傳統教會的婚禮誓

詞很能抓住「離開」和「連合」的本質：新郎向新娘承諾

將「放棄所有其他人，惟獨和妳結合」。這不僅對親家是

一個警告，要他們離遠一點，也是彼此約定，要把婚姻關

係提高到超過其他關係的地位。能夠信守這個承諾的丈

夫，不但敬重了妻子，也祝福了婚姻。

當其他關係的地位高過婚姻關係時，痛苦就會隨之而

來。我們都曾認識一些家庭，其丈夫或妻子容讓父母來操

縱（或毀滅）他們的婚姻。雖然當一個妻子不拒絕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