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亦偉亦危 
Mothers! Great and Vulnerable 

1 Samuel 撒上 1:26-28 

  



26 婦人說：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從
前在你這裡站著祈求耶和華的那婦人，就
是我。27 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
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28 所以，我將這孩

子歸與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   
撒上 1:26 -28 


26 And she said, “Oh, my lord! As you live, my lord, I am the 

woman who was standing here in your presence, praying to 

the LORD. 27 For this child I prayed, and the LORD has granted me 

my petition that I made to him. 28 Therefore I have lent him to 

the LORD. As long as he lives, he is lent to the LORD.”      1 Samuel 1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
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               赛 49:15  

 Can a woman forget her nursing child, that she should have 

no compassion on the son of her womb? Even these may 

forget, yet I will not forget you.                            Isaiah 49:15 

 



總覽聖經所記載的與母親有關的人物和
事件，我們很難找到“稱職”的母親 

這包括耶穌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 

連神作之合的利百加也不稱職 

也許摩西的母親稍微好一點，可惜記載得
不多 



而“壞” 母親倒是能夠找到幾位 

亞哈謝的母親耶洗別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效法他的父母，
又行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
的事。王上1 Kings 22:52  

希羅底叫女兒借希律的手殺施洗約翰 

他就出去對他母親說：我可以求甚麼呢？他母
親說：施洗約翰的頭。可Mark 6:24  

 
 

 

 



事實上， 

每位母親所遇到的情況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位母親所面對的挑戰各不相同 

每位母親所擁有的技能和才幹各具特色 

每位母親所養育的孩子性格及天分各有特色 

所以，要當個“稱職”的母親難度是非常大的
，可是幾乎每位母親都努力要稱職。 



當我們提到母親時，你會想到什麼？ 

亦偉亦危 
很偉大、也很危險 

偉大是對兒女而言，她很偉大 

危險是對母親而言，她時常處於危險中 

她的處境危險， 

她也會給孩子帶來危險 
 



一． 密室尋蹤、喜憂參半 

 成為母親之前，先要冒極大的風險 

 婚前恐懼症 

 與公公、婆婆的關係 

 生活起居:吃喝拉撒睡的習慣 

 以掃四十歲的時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兒猶滴，與
赫人以倫的女兒巴實抹為妻。35 他們常使以撒
和利百加心裡愁煩。创Genesis 26:34-35  



一． 密室尋蹤、喜憂參半 

 如果丈夫不上心，那麻煩就更大了 

 萬一丈夫有什麼不幸 

 成為路得，還算好的 

 萬一成為他瑪怎麼辦 

 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 



一． 密室尋蹤、喜憂參半 

 一位女人在成為母親之前，就要
為愛冒險進入一個未知的“密室
”去尋找幸福，然後才有機會成
為兒女的母親，這是一個偉大的
冒險之旅 



二． 傳宗接代、聽天由命 

 哈拿他瑪之苦 

 十月懷胎之難 

 招娣喚弟之愁 

 拉結生產之危 

 即使一切順利，還要經歷生產之痛，
這一切都伴隨著重重危險，亦是偉大 

 



三． 職業家庭、兩難兼顧 

 一歲的吉米看見母親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上班，就開始哭鬧不休 

 十歲的瑪麗則抱怨放學回家屋裡空無一
人。也痛恨整個暑假只有褓姆作陪。 

 十二歲的湯姆上禮拜五曠課 

 

 

 



三． 職業家庭、兩難兼顧 

 十五歲的威廉有一批朋友下週得上少年
法庭，因為吸食迷幻藥。 

 丈夫成天加班，誰來照顧這群生龍活虎
的小傢伙？ 

當然是母親！ 
這是瑪莎·拉爾森在“兼差的母親”里所描述的 

 

 

 



三． 職業家庭、兩難兼顧 

職業婦女與家庭婦女，左右為難 

 雖然古人說，養不教父之過，可是現代
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都由母親承擔主要任
務。 

 孩子品學兼優、身量與愛主的心一起增
長離不開母親的指教 

不可離棄母親的指教（箴Proverbs6:20b） 

 



三． 職業家庭、兩難兼顧 

 孩子教養好了，光宗耀祖、榮神益人 

 孩子教養差了，光宗耀祖、靈魂失散 

 孩子教養壞了，辱沒門風、神怒人厭 

 孩子的好壞，並不能完全依賴母親，但
母親的責任卻是非常重要及艱巨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 （箴Proverbs  29:15

） 



三． 職業家庭、兩難兼顧 

 在家庭方面、特別是養育孩子方面，母
親也是要冒很大的風險，孩子教養好了
，榮神益人，孩子走差了、憂心他們的
屬靈生命，孩子危害社會，更是會內疚
、蒙羞。 

 現代的母親，在職業、能力及所受教育
上並不比別人差，甚至更優秀，可是許
多母親為了孩子，寧願選擇犧牲自己 



三． 職業家庭、兩難兼顧 

母親在家庭與職業方面是犧牲很大
、付出很多，亦是偉大。 



四． 身份角色、親疏難辯 

 母親是家裡少有的外姓人 

西方要改姓，事實上也一樣 

結婚初始，與家裡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
陌生的，除了自己的丈夫。 

從聖經的教導，原本是丈夫最親近的人
，可現實生活卻不然 



四． 身份角色、親疏難辯 

 這種尷尬要等到能夠獨立持家為止 

可是，等到孩子長大之後，又有別人來
與自己爭奪孩子 

而事實上，無論孩子將來如何，母親確
實是最關心、愛護自己兒女的那一位 

絕大多數植物人的護理是他們的母親，而不是
配偶或子女 



母親！你的名字叫偉大，而你的位置卻
一直伴隨著危險 

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最能夠為我們付出
的往往是我們的母親 

最全身心為我們設想的往往是母親 

也許，母親為我們所作的不是最好，甚
至不正確，可是往往卻是她認為最好的 

 



在我們慶祝母親節的時候，我藉此呼
籲所有弟兄姐妹、朋友們，我們應當
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他們，特別是
母親。 

我們千萬不要成為那種只在母親節陪
母親吃飯的人 



也對所有的母親說，人都很有限，我
們再怎樣按著我們自己認為好的方式
去教導、愛護、規劃你們孩子的生活
、未來，都不如效法哈拿，將孩子引
領到神面前歸與神，讓神來教導、規
劃他們的人生來的穩妥。 



我也對在座所有作兒女的說，人都很
有限，我們永遠都不會有一位十全十
美“稱職”的母親，她們時常是心有
餘力不足，甚至好心辦壞事。 

但她們都是盡自己所能的愛兒女、呵
護兒女，用她們認為最好的方式來愛
、來呵護 



正如賽Isaiah49:15所說。“婦人焉能忘記
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 

她們愛得不夠、不完全，呵護得不好、不
正確都是因為她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都
不完美，但我們還有一位時刻愛我們、呵
護我們全能、全愛完美的神，並且祂說，
即或我們的母親有忘記的，也就是不完美
，祂卻不忘記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