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課 才德婦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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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

拉比傳統，猶太人把利慕伊勒王解釋成所羅門的化名
 到底他真實的身份為何、
教導他真言的母親又是誰，
導
我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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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兒啊，我腹中生的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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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卅一章

我許願得的兒啊！
我當怎樣教訓你呢？
利慕伊勒王的媽媽是在禱告許願中求得兒子
 當把兒子生下來之後，就把兒子獻給上帝，
期盼身為君王的兒子，一生所做所為都是 為了神」
期盼身為君王的兒子，一生所做所為都是「為了神」
「利慕伊勒」名字的意思 ─ 為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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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慕伊勒王的母親教導她兒子的箴言，可分兩大部份 ─
1 1-9 母親對身為君王的兒子的教導，包括：
1.
母親對身為君王的兒子的教導 包括
不要縱慾、不要酗酒、要秉公行義
2 10-31 針對才德婦女的形象作勾勒、介紹。
2.
針對才德婦女的形象作勾勒 介紹
不少學者認為這是箴言的總結 ─
再次以完美婦女的形象，
次 完美婦女
象
闡釋敬畏上帝、得著擁有智慧美德的生命
3

不要將你的精力給婦女；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

當時世代 君王都擁有無數妃嬪 並不是上帝所喜悅 ─
當時世代，君王都擁有無數妃嬪，並不是上帝所喜悅
不可為自己多立妃嬪，
恐怕君王的心偏邪。

申十七17

所羅門王墮落的關鍵 ─ 為自己多立妃嬪，
以致於他的心離棄耶和華上帝。

君王因著迷戀女人而敗壞朝政，歷史上可以看到例子…


所羅門的父親大衛也是有好幾個妻妾
所羅門的父親大衛也是有好幾個妻妾，
其中拔示巴還是大衛通姦得逞而來的有夫之婦。
怕淫行曝光，借刀殺了拔示巴的丈夫烏利雅，
再故作沒事的娶了拔示巴，
這事招徠了上帝對大衛的審判



大衛的兒子暗嫩，強暴了同父異母的妹妹，
犯了亂倫通姦的罪，後來演變成大衛兒子間的兄弟鬩牆。
所以利慕伊勒王的母親勸誡他的兒子 ─
 不要把精力給女人
 不要做出有損君王威嚴的事
對身為君王的利慕伊勒，都是很好的提醒。
也很適合用在基督徒的母親，對於擔任管理者、
治理者兒子的身上，進行這樣的教導。

利慕伊勒王的母親對他的第二則勸誡是小心美酒。
酒常象徵筵宴的歡樂，更是皇宮宴客準備的飲料之一，
常象徵筵宴的歡樂 更是皇宮宴客準備的飲料之
 箴言中，智慧女士曾以調和好的旨酒，
邀請人品嚐她智慧的筵席 酒並不是不好的東西
邀請人品嚐她智慧的筵席，
並 是 好的東西


箴言中，特別提醒人要小心酒的負面作用，
廿1 酒能使人褻慢，濃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錯誤的，就無智慧。
警戒人不要喝濃酒 ─ 烈酒，酒後人容易亂性

對任何一位身居高位的人來說，
女色與宴樂 是最容易導致 個人
女色與宴樂，是最容易導致一個人
判斷力失常、精力消磨、心志渙散的誘惑。
曾經身為君王的王妃，利慕伊勒國王的母親
可能以她在宮廷觀察的現象，來告誡兒子，
 這個兒子是她向上帝求來、獻給上帝的
 她渴望他的兒子 ─ 凡事都為了神，
治理國家也是為了上帝榮耀的緣故

6-7 可
可以把濃酒給將亡的人喝，把清酒給苦心的人喝，
把濃酒給將亡的 喝 把清酒給苦 的 喝

利慕伊勒母親的真言，
如同一篇禱告陳列在上帝面前，
像是麥克阿瑟將軍為子禱告文：
「求你塑造我的兒子，心地清潔，目標遠大；
使他在指揮別人之前，先懂得駕馭自己，
永不忘記過去的教訓，又能邁向未來。」

讓他喝了，就忘記他的貧窮，不再記念他的苦楚。
對遭逢苦難、冤屈、在死亡邊緣掙扎的痛苦人來說，
無能為力當中，只能藉酒麻醉自己，暫時忘卻煩惱、痛苦
 利慕伊勒身為
利慕伊勒身為一國之君，最大的責任就是保持清醒的心，
國之君，最大的責任就是保持清醒的心，
來治理國家，才是身為君王所應該做的事


箴言卅一章的第二大部份，
是箴言最有名的「才德婦人篇
才德婦 篇」─
在文體上自成一格，
用離合體詩來描繪才德婦人的形象。

之所以被稱作「才德婦人篇」，
跟經文有兩次出現「才德 二字有關 ─
跟經文有兩次出現「才德」二字有關

卅一10-31

1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29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離合體詩就是字母詩，希伯來文字母共有廿二個，
 箴言卅一章 10-31 節剛好 22 節，
每一節按著希伯來文字母排列的次序，
作為那句第一個字母，稱為字母詩
 聖經中，另一處出現字母詩的地方，
就是耶利米哀歌
 字母詩除了是一種文學技巧外，
也是一種幫助聽道的人 能夠
很快記誦、朗朗上口的詩歌體裁

才德 ─
希伯來文，原意指力量、財富、軍隊
希伯來文
原意指力量、財富、軍隊
 聖經，除了形容婦女具備 相夫教子的傳統美德外，
更包含婦女是 家庭中不可輕忽的力量、珍貴的資產
家庭中不可輕忽的力量 珍貴的資產


舊約中首次用才德形容一個女人 ─
得三11 記載波阿斯對摩押女子路得的肯定...

才德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
這句話對女人來說，是相當崇高的讚美。

得知，才德婦人是內外兼備的女人 ─
既可處理生意上的事，又能夠管理家務...
既可處理生意上的事，又能夠管理家務

卅一10-31



是丈夫最好的生命夥伴、關係良好 ─

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丈夫
裡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描述她的個人特質，包括工作能力、個性美德...
描述她的個人特質 包括工作能力 個性美德
11-12

1. 勤奮能幹，善於經營 13-19
她尋找羊羢和麻，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未到黎明她就起來，
把食物分給家中的
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做的工分派婢女。
將當做的 分派婢女
她想得田地就買來；用手所得之利栽種葡萄園。
她以能力束腰 使膀臂有力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終夜不滅。
她手拿撚線竿，手把紡線車。

懂得經營管理之道...帶著甘心喜悅做這些事，而且經營有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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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她。
作在城
榮

這位才德婦女是誰，我們並不知道，
這位才德婦女是誰
我們並不知道
但可確認的是，她是敬畏上帝的婦人。
箴言卅一章10-31

才德婦人篇就像是箴言的完結篇，

箴言中的金玉良言，
常以智慧婦人的發聲來呈現
 箴言的核心主題就是敬畏上帝


從卅一篇才德婦人身上，看到這個完美的結合 ─
言語有仁慈的法則 口出智慧，
言語有仁慈的法則、口出智慧，
但又是一個敬畏耶和華上帝的人。

2.

20-31 賙濟窮人，敬畏上帝

對窮人、家人，
無微不至的照顧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
她不因下雪為家裡的人擔心，因為全家都穿著朱紅衣服。
她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
象徵財富與尊貴

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
認識。
讓丈夫抬得起頭、活得體面、受到重視
讓丈夫抬得起頭
活得體面 受到重視

她做細麻布衣裳出賣，又將腰帶賣與商家。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她觀察家務，並不吃閒飯。
充滿能力、威儀，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
讓丈夫敬重、兒女尊敬
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這不是遙不可及的高談闊論，而是生活中可以見證到的事蹟...
葛里翰牧師的妻子路得，一生按聖經教導
來扶持她的丈夫 教養他們的子女
來扶持她的丈夫，教養他們的子女。
當路得病重、無法參與葛里翰圖書館開幕禮時，
她的丈夫充滿眷戀之情的告訴記者：
「今天我很掛心我的妻子路得，
我要在眾人面前誇獎她，
讓你們知道我多麼愛她，她是不可多得的奇女子。
她比我更配得出席今天這樣榮耀的場合。」
當路得去世，當時美國總統布希發表弔唁文：
路得
美國 統布希 表弔 文
「路得跟葛里翰的婚姻真是愛情結合。
作為世界上最為人愛的佈道家的妻子，
她以幽默、聰明、優雅、恩慈感召世人。」

台灣也有一位才德女子，就是兩位台灣首富
王永慶與王雪紅幕後的重要推手 ─ 楊嬌女士。
楊嬌女士
王永慶的父親王長庚是基督徒，把福音傳給媳婦，
使楊嬌後來在 對丈夫繼續 妾的狀
使楊嬌後來在面對丈夫繼續納妾的狀況下，
學習堅心倚靠主來教養她的兒女。
她獨自帶兒女到美國受教育，51 歲學英文、61 歲學開車，
對於14 個孫子，經常親自下廚、接送他們上下課，
有時也煮飯款待到美留學的台灣學生。
楊嬌讓出摯愛的先生，
楊嬌讓出摯愛的先生
將愛轉到信仰主耶穌、教育孩子…
 兒子王文祥罹患癌症時，每天為他六小時禱告
兒子王文祥罹患癌症時 每 為
小時禱告
 王雪紅就形容 ─
「媽媽這種堅忍不拔的性格，
媽媽這種堅忍不拔的性格
是我克服困難的榜樣」

身為女人，特別是基督徒的婦女，
跟隨的不是時下流行的婦女主義，
而是敬畏上帝的生命。

一位敬畏上帝的女人，
 上帝自然會賦予她尊榮、
上帝自然會賦予她尊榮
他人對她的景仰
 這不是自己求來的，
這不是自己求來的
而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

願我們都成為上帝眼中才德的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