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

第十七课 天堂地狱一线间
论家庭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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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
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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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地狱一线间

人的家道丰富不见得为家庭关系带来平安和谐 ─
有些家财 贯的有钱人 家庭关系支离破碎
有些家财万贯的有钱人，家庭关系支离破碎，
 关系失和、互动疏离，甚至为家产对簿公堂
 有的人还因妻妾无数，导致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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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商致富的犹太人曾有格言指出 ─
使人拥有自信的不是家道丰富，
而是拥有好家庭和好妻子。
道尽了家庭伦理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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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的和谐、幸福，
会带给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平和与自信。
会带给
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平和与自信
 美满的婚姻生活，带给人犹如置身天堂的喜乐、满足
 婚姻充满不幸、冲突，让人彷佛活在人间炼狱的痛苦
婚姻充满不幸 冲突 让人彷佛活在人间炼狱的痛苦

箴言针对婚姻家庭的教导，主要集中在妻子…
犹太人非常看重妻子的角色，旧约中，
禁止娶外邦女子，以免导致下一代拜偶像
像
 犹太人传统的分法，
 母亲与外邦人通婚，生下的子女仍被视为犹太人
外邦人通婚，
子
 父亲娶外邦女子为妻，生下的子女不被视为犹太人


妻子的角色，不仅影响丈夫，也影响家庭与子女，
妻子的角色
不仅影响丈夫 也影响家庭与子女
因按传统，妻子在家的时间比丈夫来得长。

箴言把得贤妻跟蒙上帝的恩惠，是联在一起的
把得贤妻跟蒙上帝的恩惠 是联在一起的 ─
一个人得贤妻，是蒙上帝所赐福

1. 得着贤妻，得着祝福
好的。指拥有才智聪慧，性格仁慈美好
慈
十八22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追求、找到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惟有贤慧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十九14

聪明、有洞察力

贤妻背后有一重要的属灵意义 ─
因着敬畏耶和华而得的美德。
着
 就是箴言智慧妇人的形象，没有描述她的长相，
却透 开 有智慧 言 ，
却透过开口有智慧的言语，比一切珍宝更可贵，
珍 更可贵，
是值得君子所追求的贤慧淑女
 因着敬畏上帝，支取智慧、力量，不仅懂得理家，
也懂得如何教管儿女、扶持丈夫无后顾之忧

年轻人择偶，千万不要把美貌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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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卅一30





容貌美丽的女子比较容易倚靠外表，
来吸引男人对她们献殷勤，
不容易谦卑的信靠上帝，贪恋别人的吹捧当中

外在美丽只是短短数十年，
但敬畏上帝的妇人因生命更加成熟、有智慧，
随年龄增长显得更加荣光焕发

在论及婚嫁前，就当为自己将来的配偶来祷告 ─
预备最合适 讨主喜悦 蒙你所喜欢
预备最合适、讨主喜悦、蒙你所喜欢…

箴言花较多篇幅着墨妻子的角色，
可能因为男人在择偶的事上，往往偏重眼目的情欲，
可能因为男人在择偶的事上
往往偏重眼目的情欲
特别警戒男人面对淫妇的试探、教导追求贤妻的好处。

路得去世时，葛里翰牧师说：
「路得是我的终身伴侣，神呼召
「路得是我的终身伴侣
神呼召
我俩成为同工，她所背负的无人能担。
在我们的事工中 她至为重要不可或缺
在我们的事工中，她至为重要不可或缺，
没有她的鼓励和支持，我多年的服事是不可能的。
感谢主赐我路得 特别过去几年我们常结伴爬山
感谢主赐我路得，特别过去几年我们常结伴爬山，
重燃年青时的爱火，我对她的爱，日见加深。
我将会十分想念她，期待那天在天堂与她重逢。」

路得的儿子葛福临牧师说∶
「假若没有这位妈妈，爸爸断不会成为今日这个人。
「假若没有这位妈妈
爸爸断不会成为今日这个人
妈妈行事为人坚守圣经的立场，又帮助爸爸预备讲章，
还有一对聆听的耳朵
还有一对
还有
对
对聆听的耳朵，聆听丈夫、儿女对她的倾诉，
聆听丈夫 儿女对她的倾诉
当她看到或听到不对劲的时候，就会开口表达想法。
当她看到
每人都需要这样宝贵的提醒，
她在这方面确实帮助了我们。」

几年前，令人景仰的路得女士去世，丈夫是葛里翰牧师。
路得的父母曾是长老会医疗宣教士
路得的父母曾是长老会医疗宣教士，早年在中国宣教，
年在中 宣教
路得在江苏出生，后来回美国接受教育，
进入伊利诺州惠顿学院，结识葛里翰牧师，
生养了五个孩子。
在丈夫长期需要出外布道服事中，
 一方面将信仰传承给子女，
也帮丈夫整理资料，鼓励丈夫…
 在家中出入的房间摆放圣经，把握机会默想神的话
常陪同丈夫出席总统的宴会，听到总统对丈夫请益，
路得总是非常得体、应对合宜，
然后找机会私下给丈夫适当建议，
引导丈夫不要涉入政治 而是忠于传道
引导丈夫不要涉入政治，而是忠于传道，
作上帝的好仆人，帮助总统灵性上的提升。

得着贤妻，就得着好处 ─
不只是对丈夫有益处 对教导儿女更是有益处
不只是对丈夫有益处，对教导儿女更是有益处。
十四1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圣经多次强调 ─ 得着贤妻是上帝的恩典与祝福！
圣经经文发现，贤妻的条件包括灵性、才智与性格。
圣经经文发现
贤妻的条件包括灵性 才智与性格
这种渴望，在今天的社会很少被提起及重视 ─
从媒体物化女性身体、
身
用麻辣言词聚焦女性的性特征后，
 对婚姻、寻求人生伴侣的事上，愈来愈不看重
 对正妹、身材火辣女性抬举、称颂，愈来愈吹捧
这种择偶观 一向符合人性看重情欲的期待，
但绝不是圣经所强调寻求佳偶的价值观。
但绝不是圣经所强调寻求佳偶的价值观

2. 贻羞的妇人，羞辱丈夫
十一22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贻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
贻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

十四4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骨头」形容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理的状态 ─
 原本，妻子应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愚昧的妇人
可能成为丈夫生命中可怕的疾病，
命
让丈夫的生命一点一滴被吞噬消磨…
违反创世记 ─上帝创造女人
成为丈夫帮助者的意义

让人感觉非常不搭
 一个美貌的女子
没有见识 判断能力 不用头脑
没有见识、判断能力、不用头脑，
 就像一个花瓶，没有实质的用处
 如果仗侍美貌而颐指气使，
如果仗侍美貌而颐指气使
更是让人不敢讨教


箴言有五处经文提到「争吵的妇人」，
就是指这类的女人
就是指这类的女人…
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廿一19 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廿一9、廿五24

林肯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优秀卓越的总统，
但出现的场合却有几次闹了笑话 ─
因为妻子玛莉托德…
林肯奇丑无比，他的夫人却貌美如仙，
以致瞧不起林肯、冷嘲热讽。
某次用餐场合，因听不顺林肯讲的一句话，
当场就拿咖啡往他身上泼，使丈夫在众人面前蒙羞。
由于她声音高亢，骂声不断，
如同下雨连连滴漏的水滴 停不了
如同下雨连连滴漏的水滴...停不了；
有时林肯受不了，
到无人知道的小旅店去过夜，
到无人知道的小旅店去过夜
廿一19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有美德的妇人犹如丈夫头上的冠冕，
看了人人羡慕 不住的夸赞
看了人人羡慕、不住的夸赞…
 但妻子喜欢嚷嚷藏不住话、将家丑外扬、四处喧闹，
表面上是命令丈夫这个头转来转去的脖子 威风八面
表面上是命令丈夫这个头转来转去的脖子，威风八面，
实际上却成为丈夫骨中的朽烂


有位吃够了总统夫人苦头的商人找林肯诉苦，
林肯苦笑着听完商人的诉说 讲了 句话
林肯苦笑着听完商人的诉说，讲了一句话：
「先生，我非常的无可奈何 ─
我已经被她折磨了十五年，
我已经被她折磨了十五年
请你稍稍忍耐我妻子十五分钟就好！」
虽然林肯很懂得幽自己 默
虽然林肯很懂得幽自己一默，
但也道尽他在这场婚姻中吃了不少的苦，
彷佛经常置身在地狱当中的人一样。
佛 常 身
林肯与他的妻子 共生养四名儿女
林肯与他的妻子一共生养四名儿女，
林肯被暗杀身亡后数天，
其中一个儿子死在班疹伤寒，
其中
个儿子死在班疹伤寒
玛莉托德精神大受打击，
后来她的晚年在精神病院渡过…
来
年在精

3. 对丈夫教导 ─ 情欲部份五15-20
由于生理构造与本性反应，
男人更容易陷入眼目情欲的试探、诱惑当中。
荷兰堤堡大学研究 ─ 愈拥有金钱跟权力的人，
对自己更加充满自信，权力会影响道德感，
使人更容易做出冒险而危害婚姻的事。
男人结了婚，并不代表他在性试探会减少，
男人结了婚
并不代表他在性试探会减少
可能事业更加有成就、更加成熟有魅力…
否则社会中就不会充斥着婚外情 小 的问题
否则社会中就不会充斥着婚外情、小三的问题。
风靡台湾社会的戏剧「犀利人妻」，
剧中的小三，乍看并无威胁原配的力量，
没想到这清纯女生
想到 清 女生
竟然成为夫妻之间的第三者…

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上帝看到亚当独居不好 为他造配偶来帮助他
上帝看到亚当独居不好，为他造配偶来帮助他。
奥古斯丁说：
「神早就设计男女地位平等，在他的心意中，
没有叫女人高于男人，否则可用亚当的头骨造夏娃；
没有叫男人压制女人，否则可用亚当的脚骨造夏娃。」
上帝用肋骨造女人，因那是最贴近男人心脏的地方。
很可惜，魔鬼对人类进行第一个破坏，
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
让男女之间的信任、婚姻出了问题…
从箴言的教导
从箴言的教导，
再次反省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使我们成为
好妻子 好丈夫 好配偶的事上
好妻子、好丈夫、好配偶的事上，
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得蒙上帝的恩典与祝福。

不管是还没结婚、结了婚的男人，
在面对性方面的试探，都要特别的留意，
 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不小心掉入陷阱
 夫妻之间应更懂得珍惜、经营彼此的关系 ─
 妻子愿意成为丈夫的心灵捕手
 丈夫愿意多花时间，
聆听、了解妻子的需要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
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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