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智慧书 第十四课
第十四课…
…
箴言--最佳女主角
箴言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暂停

请按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箴言三十一章 10-31
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22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作的
23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
24 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25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26 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27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28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29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
30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美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31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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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三十一章 10-31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11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12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13 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14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15 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未到黎明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
16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
她想得 地就 来 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
17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18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
19 她手拿捻线竿，手把纺线车。
20 她张手赒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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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结束，竟然是用一个女生，原因呢？
三一30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之所以能在箴言中成为最好的榜样…
在箴 中成 最
榜样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她敬畏上帝，因此 ─
所有的人际关系、处理经济、
家庭的关系、丈夫 都以她为骄傲。

箴言用这个最佳女主角来说明 ─ 任何人，
包括像她 个普通的妇女，不需要任何旧约知
包括像她一个普通的妇女，不需要任何旧约知识
知识，
知
，
都因为敬畏上帝、仰望三一神在基督里面救恩的人，
就可以成为最佳女主角！
敬畏、垂直、神本，决定一个人的人本。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1. 有智慧经营婚姻跟家庭
她跟丈夫关系很好 ─ 丈夫
丈夫以她为乐，
为乐，
11 完全倚靠她
23 可以跟本地的长老同坐，在社会上有地位
28-29 她的丈夫会称赞，说 ─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 切。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一切。
她有智慧经营夫妻的关系，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关系。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有福 ─
她确实帮儿女张罗所有的事…
21 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28a

因为她敬畏上帝，就会反应在夫妻、儿女关系当中。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3. 有智慧经营自己的生命
自 的生命
一个才德女子，充份发挥才干，使得生命结实累累…
女 ，充份发挥 干，使得
结实累累
 把握时间 ─
18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
 充满自信 ─
25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想到日后景况就会
就会喜
喜笑
 自己善待自己 ─
22 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个性很成熟 ─
不说消极 埋怨的话，知足 感恩
不说消极、埋怨的话，知足、感恩
这个妇女对于自己的经营下工夫的 ─
活得很满意 很骄傲 很自尊 很有自信
活得很满意、很骄傲、很自尊、很有自信，
同时经营她的婚姻、家庭、工作。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2. 有智慧经营工作
作跟事业
事
13

找到原料；
；16 找到田地；
；18 经营有利；
；25 想到未来

 有殷勤的计划 ─
14-15a
14
15a 半夜商船来了，

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有投资的眼光 ─
16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
24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有管理的智慧 ─ 家事、事业、人力，都能治理、管理
27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观察家务 并不吃闲饭
15b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
懂得授权 分工 使家里每个人都活动起来；
懂得授权、分工，使家里每个人都活动起来；
因为敬畏上帝，不要让人有闲着、要各尽其职
其职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4. 有智慧经营人际关系
人 关系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
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四2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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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邪恶、她不说乖谬的话；
跟人在 起的时候，她善 别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善待别人…
三一20

她张手赒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她顾念穷人的需要，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4. 有智慧经营人际关系
人 关系
她控制舌头、不说长道短…
她控制舌头、不说长道短
三一26

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所以丈夫听她的、儿女称赞她、
所以丈夫听她的
儿女称赞她
仆人喜欢尊敬她、周遭人喜欢靠近她。
这样的人 她能够 ─
这样的人，她能够
经营婚姻、家庭、工作、事业，
又能够经营自己的生命 复杂的人际关系
又能够经营自己的生命、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种妇人哪里去找？

箴言 ─ 才德的女子是上帝赐的，
贤慧的妻子不是你追来的，是上帝给你的。

最佳女主角，恐怕不是真有其人。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 ‧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1. 妇人都出
妇人都出现在
在城门口
一21 她在城门口说话、在热闹街头喊叫
三一才德女子的先生，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才德女 的先
在城门 与本地的 老 坐
都在城门口、公开的场所，
生活当中因为敬畏上帝而得到的智慧
活
上帝
慧
2. 都期待着寻求他的人
别人需要他、在找他、在找智慧，
对男人来说，等于鼓励 ─
用追漂亮女生的态度来追上帝，
期待最佳女主角成为你的配偶、
智慧成为一生与主同行的伙伴
3 智慧前后都说出智慧的话
3.
她说的话别人都爱听，丈夫因为她就不缺乏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这个人基本上是不睡觉的 ─
半夜在纺织，
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有学者说：她不过是理想的妻子。
是智慧在说话 ─
 如果听从上帝的智慧，就变成智慧才德的女子
 是上帝的属性，是智慧用拟人化自己说话
整本书所描绘不是真正一个人，
描绘智慧的妇人，三一章 前后呼应 ─
描绘智慧的妇人
 在说明上帝的智慧
 最后附上才德的女子，现身说法
德
身

一到九章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 ‧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4. 所说的话比珍珠更宝贵
八11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金银财宝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智慧
 娶了才德的女子，就好像娶得上帝给你的智慧，
成为一生的伙伴，吃的、穿的还是次要
5. 都值得人来信任她
她的儿女、先生、仆人、别人都喜欢信靠她
6. 信靠智慧，得到平安、保护、尊荣、财富
一33 惟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听从智慧就有安全感、满足感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 ‧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7. 得到更丰盛 ─ 听上帝的智慧，就像娶到才德的女子…
九11
九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

多听上帝的话，顺服、看重他，你更得的丰盛。
8. 都照亮旁人的路径 ─ 因为上帝给的智慧，
 让周遭的人 找到
找到一个愈走愈明、直到日午的道路
个愈走愈明、直到 午 道路
 让愚顽人有智慧、让人生欢喜
 丈夫很喜欢工作完马上回家 ─
不会去找外遇 ─ 因为他在家里很满足
 要让丈夫满足，就要敬畏上帝，
要让丈夫满足 就要敬畏上帝
照上帝的方式倚靠他，温柔有智慧托住丈夫
让丈夫 以你为满足、以你为倚靠，
以你为满足 以你为倚靠
好让妳的丈夫 以家庭为依归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 ‧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9. 都有使女、都有手下
手 ，
别人都称赞她、邻居都喜欢靠近她
10. 都以敬畏上帝为装饰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九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三一30
三
30

这个女主角之所以成为最佳女主角，是因为神来的！

箴言 三一章10-31 总共二十二节，
好用希 来
子音，每 个字轮流 场 ─
正好用希伯来文的子音，每一个字轮流出场
 二十二个字、二十二节，离合诗
 让犹太人读它的时候，是背得起来的
非常十全十美，成为 三一章 最后的结晶。

‧女主角吸引人的地方 ‧箴言头尾共同特征‧才德女子与淫妇对比

淫妇

才德的女子

最佳女主角
 一到九章 ─ 一7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把序框起来 ─ 敬畏上帝就成为有智慧的人
人
九10

 丈夫终日不在家

 丈夫时时倚靠她

不喜欢回家
 说出诱惑的话
会诱惑、迷惑人

喜欢回家
 说出真理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敬畏神为装扮

 用外面的装饰

吸引、迷惑人
注重外表
 使人只剩下一块饼，
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注重内涵
 她的丈夫有益无损

 十到十五章 ─

反义平行

敬畏耶和华
 十六到二二章 ─ 二二4 敬畏耶和华
十五33

 二五到二九章 ─
二八14

所罗门王的箴言

常存敬畏的心，便为有福

最佳女主角，之所以能够让丈夫、周遭人，
欣赏她、称赞她，因为
欣赏她
称赞她 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
个简单的理由 ─
 她靠上帝，她不是因为丈夫
 因为有上帝、因为上帝给妳的智慧
因为有上帝 因为上帝给妳的智慧
求主帮助天下的中国女性，因为靠上帝，家庭、儿女蒙福。

主，帮助我们 ─

祷告

成为让先生羡慕的妻子，
成为让儿女所尊敬的母亲
成为让儿女所尊敬的母亲，
主啊，让她们的公公婆婆以她们为骄傲；
让所有中国女性，
成为中国家庭复兴的一个平台。

帮助所有姐妹的婚姻蒙福，
上帝喜欢 周遭人都喜欢 邻里都喜欢
上帝喜欢、周遭人都喜欢、邻里都喜欢。
你的名就在我们每一个姐妹 ─

最佳女主角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
身上 得着当得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