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課 天堂地獄一線間

箴言

論家庭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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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
少有財寶
敬畏耶和華
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
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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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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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家道豐富不見得為家庭關係帶來平安和諧 ─
有些家財萬貫的有錢人 家庭關係支離破碎
有些家財萬貫的有錢人，家庭關係支離破碎，
 關係失和、互動疏離，甚至為家產對簿公堂
 有的人還因妻妾無數，導致家庭糾紛
有
還 妻妾無數 導 家庭糾
以經商致富的猶太人曾有格言指出 ─
使人擁有自信的不是家道豐富，
是擁有好家庭和好妻子
而是擁有好家庭和好妻子。
道盡了家庭倫理是人際關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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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的和諧、幸福，
會帶給一個人在人際關係上的平和與自信。
會帶給
個人在人際關係上的平和與自信
 美滿的婚姻生活，帶給人猶如置身天堂的喜樂、滿足
 婚姻充滿不幸、衝突，讓人彷彿活在人間煉獄的痛苦
婚姻充滿不幸 衝突 讓人彷彿活在人間煉獄的痛苦

箴言針對婚姻家庭的教導，主要集中在妻子…
猶太人非常看重妻子的角色，舊約中，
禁止娶外邦女子，以免導致下一代拜偶像
像
 猶太人傳統的分法，
 母親與外邦人通婚，生下的子女仍被視為猶太人
 父親娶外邦女子為妻，生下的子女不被視為猶太人


妻子的角色，不僅影響丈夫，也影響家庭與子女，
因按傳統，妻子在家的時間比丈夫來得長。

箴言把得賢妻跟蒙上帝的恩惠，是聯在
把得賢妻跟蒙上帝的恩惠，是聯在一起的
起的 ─
一個人得賢妻，是蒙上帝所賜福

1. 得著賢妻，得著祝福
好的。指擁有才智聰慧，性格仁慈美好
十八22
十

得著賢妻的，是得著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
得著賢妻
是得著 處
是蒙了耶 華 恩惠

追求、找到

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
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十九14

聰明、有洞察力

賢妻背後有一重要的屬靈意義 ─
因著敬畏耶和華而得的美德。
 就是箴言智慧婦人的形象，沒有描述她的長相，
貴
卻透過開口有智慧的言語，比一切珍寶更可貴，
是值得君子所追求的賢慧淑女
 因著敬畏上帝，支取智慧、力量，不僅懂得理家，
因著敬畏上帝 支取智慧 力量 不僅懂得 家
也懂得如何教管兒女、扶持丈夫無後顧之憂

年輕人擇偶，千萬不要把美貌放在第一位…
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卅一30





容貌美麗的女子比較容易倚靠外表，
來吸引男人對她們獻殷勤，
不容易謙卑的信靠上帝，貪戀別人的吹捧當中

外在美麗只是短短數十年，
外在美麗只是短短數十年
但敬畏上帝的婦人因生命更加成熟、有智慧，
隨年齡增長顯得更加榮光煥發
隨年齡增長顯得
榮
發

在論及婚嫁前，就當為自己將來的配偶來禱告 ─
預備最合適、討主喜悅、蒙你所喜歡
預備最合適
討主喜悅 蒙你所喜歡…

箴言花較多篇幅著墨妻子的角色，
可能因為男人在擇偶的事上，往往偏重眼目的情欲，
特別警戒男人面對淫婦的試探、教導追求賢妻的好處。

路得去世時，葛里翰牧師說：
「路得是我的終身伴侶，神呼召
「路得是我的終身伴侶
神呼召
我倆成為同工，她所背負的無人能擔。
在我們的事工中，她至為重要不可或缺，
沒有她的鼓勵和支持，我多年的服事是不可能的。
感謝主賜我路得，特別過去幾年我們常結伴爬山，
重燃年青時的愛火，我對她的愛，日見加深。
我將會十分想念她 期待那天在天堂與她重逢 」
我將會十分想念她，期待那天在天堂與她重逢。」

路得的兒子葛福臨牧師說∶
「假若沒有這位媽媽，爸爸斷不會成為今日這個人。
媽媽行事為人堅守聖經的立場，又幫助爸爸預備講章，
還有一對聆聽的耳朵，聆聽丈夫、兒女對她的傾訴，
還有一對
當她看到或聽到不對勁的時候，就會開口表達想法。
當她看到
每人都需要這樣寶貴的提醒，
她在這方面確實幫助了我們。」

幾年前，令人景仰的路得女士去世，丈夫是葛里翰牧師。
路得的父母曾是長老會醫療宣教士 早年在中國宣教
路得的父母曾是長老會醫療宣教士，早年在中國宣教，
路得在江蘇出生，後來回美國接受教育，
進入伊利諾州惠頓學院，結識葛里翰牧師，
諾 惠 學
識葛里翰牧師
生養了五個孩子。
在丈夫長期需要出外佈道服事中，
 一方面將信仰傳承給子女，
也幫丈夫整理資料，鼓勵丈夫…
 在家中出入的房間擺放聖經，把握機會默想神的話
常陪同丈夫出席總統的宴會，聽到總統對丈夫請益，
路得總是非常得體 應對合宜
路得總是非常得體、應對合宜，
然後找機會私下給丈夫適當建議，
引導丈夫不要涉入政治，而是忠於傳道，
作上帝的好僕人，幫助總統靈性上的提昇。

得著賢妻，就得著好處 ─
不只是對丈夫有益處 對教導兒女更是有益處
不只是對丈夫有益處，對教導兒女更是有益處。
十四1

智慧婦人建立家室；愚妄婦人親手拆毀。

聖經多次強調 ─ 得著賢妻是上帝的恩典與祝福！
聖經經文發現，賢妻的條件包括靈性、才智與性格。
聖經經文發現
賢妻的條件包括靈性 才智與性格
這種渴望，在今天的社會很少被提起及重視 ─
從媒體物化女性身體、
用麻辣言詞聚焦女性的性特徵後，
 對婚姻、尋求人生伴侶的事上，愈來愈不看重
 對正妹、身材火辣女性抬舉、稱頌，愈來愈吹捧
這種擇偶觀 一向符合人性看重情欲的期待，
但絕不是聖經所強調尋求佳偶的價值觀。
但絕不是聖經所強調尋求佳偶的價值觀

2. 貽羞的婦人，羞辱丈夫
十一22

才德的婦人是丈夫的冠冕；
貽羞的婦人如同朽爛在她丈夫的骨中。

十四4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骨頭」形容一個人的身體與心理的狀態 ─
 原本，妻子應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愚昧的婦人
可能成為丈夫生命中可怕的疾病，
讓丈夫的生命一點一滴被吞噬消磨…
違反創世記 ─ 上帝創造女人
成為丈夫幫助者的意義

讓人感覺非常不搭
 一個美貌的女子
沒有見識、判斷能力、不用頭腦，
 就像一個花瓶，沒有實質的用處
 如果仗侍美貌而頤指氣使，
如果仗侍美貌而頤指氣使
更是讓人不敢討教


箴言有五處經文提到「爭吵的婦人」，
就是指這類的女人…
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
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廿一19 寧可住在曠野，不與爭吵使氣的婦人同住。
廿一9、廿五24

林肯是在美國歷史上非常優秀卓越的總統，
但出現的場合卻有幾次鬧了笑話 ─
因為妻子瑪莉托德…
林肯奇醜無比，他的夫人卻貌美如仙，
以致瞧不起林肯、冷嘲熱諷。
某次用餐場合，因聽不順林肯講的一句話，
當場就拿咖啡往他身上潑，使丈夫在眾人面前蒙羞。
由於她聲音高亢，罵聲不斷，
如同下雨連連滴漏的水滴 停不了；
如同下雨連連滴漏的水滴...停不了；
有時林肯受不了，
到無人知道的小旅店去過夜，
到無人知道的小旅店去過夜
廿一19 寧可住在曠野，
不與爭吵使氣的婦人同住。
與爭 使氣

有美德的婦人猶如丈夫頭上的冠冕，
看了人人羨慕 不住的誇讚…
看了人人羨慕、不住的誇讚
 但妻子喜歡嚷嚷藏不住話、將家醜外揚、四處喧鬧，
表面上是命令丈夫這個頭轉來轉去的脖子，威風八面，
實際上卻成為丈夫骨中的朽爛


有位吃夠了總統夫人苦頭的商人找林肯訴苦，
林肯苦笑著聽完商人的訴說 講了 句話：
林肯苦笑著聽完商人的訴說，講了一句話：
「先生，我非常的無可奈何 ─
我已經被她折磨了十五年，
我已經被她折磨了十五年
請你稍稍忍耐我妻子十五分鐘就好！」
雖然林肯很懂得幽自己 默
雖然林肯很懂得幽自己一默，
但也道盡他在這場婚姻中吃了不少的苦，
彷彿 常置身在地 當中
彷彿經常置身在地獄當中的人一樣。
樣
林肯與他的妻子 共生養四名兒女
林肯與他的妻子一共生養四名兒女，
林肯被暗殺身亡後數天，
其中一個兒子死在班疹傷寒，
其中
個兒 死在班疹傷寒
瑪莉托德精神大受打擊，
後來她的晚年在精神病院渡過…

3. 對丈夫教導 ─ 情欲部份 五15-20
由於生理構造與本性反應，
男人更容易陷入眼目情欲的試探、誘惑當中。
荷蘭堤堡大學研究 ─ 愈擁有金錢跟權力的人，
對自己更加充滿自信，權力會影響道德感，
對自己更加充滿自信
權力會影響道德感
使人更容易做出冒險而危害婚姻的事。
男人結了婚，並不代表他在性試探會減少，
男人結了婚
並不代表他在性試探會減少
可能事業更加有成就、更加成熟有魅力…
否則社會中就不會充斥著婚外情 小三的問題
否則社會中就不會充斥著婚外情、小三的問題。
風靡台灣社會的戲劇「犀利人妻」，
劇中的小三，乍看並無威脅原配的力量，
沒想到這清純女生
竟然成為夫妻之間的第三者…

婚姻是上帝所設立的，
上帝看到亞當獨居不好 為他造配偶來幫助他
上帝看到亞當獨居不好，為他造配偶來幫助他。
奧古斯丁說：
「神早就設計男女地位平等，在他的心意中，
沒有叫女人高於男人，否則可用亞當的頭骨造夏娃；
沒有叫男人壓制女人，否則可用亞當的腳骨造夏娃。」
上帝用肋骨造女人，因那是最貼近男人心臟的地方。
很可惜，魔鬼對人類進行第一個破壞，
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 ─
讓男女之間的信任、婚姻出了問題…
從箴言的教導，
再次反省上帝設立婚姻的目的，使我們成為
好妻子、好丈夫、好配偶的事上，
尋求明白上帝的心意、得蒙上帝的恩典與祝福。

不管是還沒結婚、結了婚的男人，
在面對性方面的試探，都要特別的留意，
性方 的試探
特
意
 有時是在不知不覺中、不小心掉入陷阱
 夫妻之間應更懂得珍惜、經營彼此的關係 ─
 妻子願意成為丈夫的心靈捕手
 丈夫願意多花時間，
聆聽、了解妻子的需要

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
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
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
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
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

瑪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