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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妻是丈夫的冠冕 
 

引題：打開報紙，每天我們都可以看到「金童玉女、佳偶天成」、「天作之合」、「男才（財）

女貌」等結婚啟示或新聞。一般人在擇偶時會考慮些什麼條件？ 

前言：婚姻制度是神為人所設立的，他是神在創造萬物時，為人所做最後一個安排，也是最

美好的安排，因為在這個安排之後，神就安息了。神使男女結合為夫妻，不僅是為了

人的幸福，並且還有重要的目的，就是將永世中，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啟示出來。“因

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

教會說的。”（弗 5:31-32）因此“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一. 理想的配偶到底是怎樣的？誰才可給我們？箴言有下列意見： 

箴 19:14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箴 3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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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19:14賢慧的, 就是審慎，三思而後行，有智慧，有分寸，賢淑 

      31:30她是敬畏耶和華的，她的長處不會如美容與艷麗般容易消逝。 

【問題】你是否同意聖經的看法？為什麼？ 

【思想】你是否曾為你的婚姻禱告？你是否開始為你兒女的婚姻禱告？你如何禱告？ 

 

二. 賢妻的價值 

箴 31:10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註釋：「才德」即能幹的、好的、賢淑、有智慧的妻子遠勝過珍珠，比一切財寶都珍貴。 

 

三. 賢妻之重要 

箴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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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 31:11-12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箴 31:23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 

註釋：12:4她是丈夫的冠冕：能幫助丈夫成功，得成就，得榮耀。 

31:11-12「倚靠」原文為「完全的信任」，就是說，丈夫可將一切交託給她，毫無後

顧之憂。 

31:23「城門口」乃是古時商業、法律、社交之交匯點，國家之中心。在如此重要的地

方能與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必是有名望、被人尊重者。賢妻能使丈夫保持良好

聲望。 

【問題】以上經文告訴你，賢妻如何對丈夫有無比影響力與積極作用？ 

【問題】創 2:18 耶和華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作為一個現代女性，

你如何看待你幫助者的角色？如果你是獨身，你如何成為別人的幫助者？ 

【思想】我有成為丈夫的幫助者的異象與意願嗎？ 

 

四. 賢妻的美德 

箴 31:14-16 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做

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買來；用手所得之利栽種葡萄園。 

箴 31:27她觀察家務，並不吃閒飯。 

箴 31:18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終夜不滅。 

箴 31:19她手拿撚線竿，手把紡線車。 

箴 31:21她不因下雪為家裡的人擔心，因為全家都穿著朱紅衣服。 

註釋：31:14商船從遠方運糧來表示她是家中的及時雨，隨時提供家中的需要。 

      31:27她觀察入微，勤勞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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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8 她的燈終夜不滅有三種可能： 

 （i）不間斷地繼續努力（誇張句法，意指十分忠心勤勞的意思），使工作更有果效。 

 （ii） 她有強健體魄：常保持平衡生活，以致身心靈都健康。 

     （iii）她很有見證，靈性活潑，能照亮別人。 

      31:19 她多才多藝，有多種有益之興趣。她的針織技藝也十分了得。 

      31:21她是未雨綢繆的人，所以縱使下雪，家人亦有朱紅衣服穿。 

 

【問題】從以上經文，請列出賢妻的美德。 

【思想】上述特質有哪些是你認為擇偶時（或選兒媳婦時）應該考慮到的？ 

 

五. 賢妻的品格 

箴 3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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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 11:16恩德的婦女得尊榮；強暴的男子得資財。 

箴 31:20她張手周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 

箴 31:26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箴 31:28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箴 31:31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她。 

註釋：11:16恩德：Gracious，以恩惠對人，別人不配得的也會施與。 

      31:26她有從神來的智慧，說話中充滿仁慈。 

      31:28她在家裡有美好見證。 

31:31 她會享受手所作的果子，她的果效、才德、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在城門口：最

顯眼之處，是商業，法律，社會中心點），她將得到榮耀。 

 

【問題】試從以上經文，列出賢妻的品格 

【思想】我們怎樣才可以成為賢妻或才德的婦人？ 

【思想】綜合以上（五）賢妻的美德和（六）賢妻的品格，你認為最不容易做到的是哪些？ 

 

六. 愚昧的婦人 

聖經不獨在積極方面說出賢妻是怎樣的，它也說到愚昧的婦人，從消極指出其特質，加以警

戒我們切勿陷於其中。 

 

請指出下列經文中愚昧婦人的表現： 

箴 9:13-18 愚昧的婦人喧嚷；她是愚蒙，一無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門口，坐在城中高處的

座位上，呼叫過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說：誰是愚蒙人，可以轉到這裡來！又對那無

知的人說：偷來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餅是好的。人卻不知有陰魂在她那裡；她的客在陰間

的深處。 

箴 11:22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箴 19:13愚昧的兒子是父親的禍患；妻子的爭吵如雨連連滴漏。 

箴 21:9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箴 25:24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箴 27:15-16 大雨之日連連滴漏，和爭吵的婦人一樣；想攔阻她的，便是攔阻風，也是右手

抓油。 

註釋: 9:13-18 坐在自己的家門口表達她的懶散；又到引人注目的地方賣弄風騷放蕩不羈，      

偷來的水，暗吃的餅指偷偷摸摸不正當的愛情。 

      27:15“如雨連連滴漏”雖然威力不大，卻令人心神不寧，坐立難安。 

【思想】當你想跟配偶爭吵時，想到上述幾節經文，會有什麼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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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婚姻的貞潔 

聖經十分重視婚姻之貞潔，下列經文充分表達神如何重視及為何重視婚姻貞潔： 

箴 2:16-17 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就是那油嘴舌的外女。她離棄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約

。 

箴 6:23-29 因為誡命是燈，法則是光，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能保你遠離惡婦，遠離外女

諂媚的舌頭。你心中不要戀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

塊餅；淫婦獵取人寶貴的生命。人若懷裡搋火，衣服豈能不燒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腳豈

能不燙呢？親近鄰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她的，不免受罰。 

經 文 如 何 重 視 為 何 重 視 

(a)2:16-17 

(1) 智慧（神的道，箴 8:22-31更預表到主基督）要

救人脫離淫婦，他不喜悅人對配偶不忠。 

(2) 離棄幼年的配偶就等於離棄了神的盟約，也等

於背逆神。（聖經視拜偶像為信仰上的姦淫，所

以有人認為這段經文乃指以色列拜偶像而言。） 

因為這是神設立婚姻制度時已定下

的約─參創 2:24-25，「二人成為一

體」，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b)6:23-29 

(1) 神的法則、誡命均要我們在婚姻上保持忠心、

貞潔。 

(2) 神的話重要，也能保守我們遠離色誘陷阱。 

(3) 神勸我們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戀慕─常常思

想外女（非自己配偶的異性），又要保守自己的

眼─不要被她的眼皮（以目送秋波傳情）吸引，

多看一眼便會陷入罪中。（參撒下 11:2-5） 

(4) 凡親近別人妻子（發生感情）及挨近她（touches 

her：建立情侶關係甚至發生性關係）的必會受

罰。 

因為： 

(1) 妓女能使人傾家蕩產。 

(2) 淫婦能取人性命：現時常聽到

的包括性病、愛滋病及三角戀

悲劇、與黑社會掛勾弄出人命

等，通常與「淫婦」有關。 

(3) 妓女，淫亂就如玩火，一定自

焚。 

(4) 神一定處罰不貞潔者。 

 

【思想】你是否贊同神對婚姻貞潔之看法與做法？請分享你的感受。 

 

八. 不忠的婚姻的後果 

箴 2:18-20 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陰間。凡到她那裡去的，不得轉回，也得不著生命

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義人的路。 

箴 5:3-6 因為淫婦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終卻苦似茵陳，快如兩刃的刀。她的

腳下入死地；她腳步踏住陰間，以致她找不著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變遷不定，自己還不

知道。 

箴 6:26-29 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淫婦獵取人寶貴的生命。人若懷裡搋火，衣服豈

能不燒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腳豈能不燙呢？親近鄰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她的，

不免受罰。 

箴 29:3愛慕智慧的，使父親喜樂；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錢財。 

箴 6:30-35 賊因飢餓偷竊充飢，人不藐視他，若被找著，他必賠還七倍，必將家中所有的盡

都償還。與婦人行淫的，便是無知；行這事的，必喪掉生命。他必受傷損，必被凌辱；他

的羞恥不得塗抹。因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報仇的時候決不留情，什麼贖價，他都不顧；

你雖送許多禮物，他也不肯干休。 

箴 22:14淫婦的口為深坑；耶和華所憎惡的，必陷在其中。 

箴 23:26-28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

阱。她埋伏好像強盜；她使人中多有奸詐的。 

 

【問題】以上經文告訴我們不忠的婚姻會帶來什麼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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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現代人的婚外情是因何而起？怎樣可以避免？請分享。 

 

結語：當我們讀完以上經文，我們要問，箴言對婦女的角色看法如何？ 

從箴言的主體來看起：1:2-7 是引論，告訴讀者此書的目的是要使人有智慧，知道訓誨，能

分辨，懂得如何處事，要使人靈明，有知識和謀略，使智慧人聽見而增長學問，得智謀…。

而 1:8-9:18 的教導結論是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最後以

31:10-31才德的婦人為總結，31:30唯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這句話是箴言「婦女觀」

神學的主要基礎。 

 

箴言對婦女角色的看法分成下列三方面： 

一. 箴言書的婦女很有生命素質的內涵：她因得著智慧而有的德行，表現在與丈夫，兒女，

家庭，社會群體的互動中，是以能力和威儀來懷抱生命，以微笑來迎接明天（31:25）。 

二. 箴言的婦女觀給我們建立一個「夫婦共為領袖夥伴」的神學基礎：她一方面一生使丈夫

有益無損（31:12）成為丈夫的倚靠（31:11），這益處延展到「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

長老同座，為眾人所認識」（31:23），引到結論 31 節，她在城門口被眾人所稱頌，得著

榮耀。 

三. 箴言的婦女觀向教會群體發出呼喚「當給婦女應有的肯定與榮耀」：全書結論 31:31是以

一個命令式的語調，呼喚當代的社群，在一個公開又重要的場合（城門口）給予這才德

的婦人應有的賞賜與榮耀。   

 

每 日 箴 言 （金 句） 
 

第一日 箴 19:14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第二日 箴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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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 箴 31:10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第四日 箴 3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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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日 箴 21:9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第六日 箴 21:19寧可住在曠野，不與爭吵使氣的婦人同住。 

 

附錄（一）： 

基督徒的婚姻是找一個我與主都看為好的人，“得著賢妻的是得著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

恩惠”，綜合箴言中的夫妻之道，可以節錄如下：  

 

一. 婚姻觀 

1）婚姻是一個神聖的盟約：她離棄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約（2:7）。婚約不僅包括夫妻雙

方，也將神包括在內了，既是盟約，夫妻雙方就有守約的義務，不可忘記，不可毀棄。 

2）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裡的活水，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外？

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惟獨歸你一人，不可與外人同用（5:15-17）。歸你一人顯明聖

經反對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夫妻二人結合的愛是合一、純潔的愛。 

3）婚姻美滿在於神，“唯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理想的配偶應當是神所配合的。 

 

二. 丈夫須知：對一個家庭而言，丈夫的影響力最大。他的為人如何，是妻子和兒女幸福與

否的最大因素。所以箴言中的全部教訓，做丈夫的都當勤加研習。 

1）殷勤治理，智慧人家中積蓄寶物膏油；愚昧人隨得來隨吞下（20:20）。丈夫是家庭的保

護者，又是供應者，因此他必須不斷的進取和忠心的負責。姐妹都希望有英雄式的丈夫，

但不是指外表的魁梧英俊，而是指生命的成熟，知識的豐富，智慧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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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愛情專一，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愛的麀鹿，可喜的母鹿；

願她的胸懷使你時時知足，她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5:18-19）。以弗所書，說丈夫是妻

子的頭，丈夫當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 

 

三. 妻子須知：智慧婦人建立家室，才德的婦人是丈夫的冠冕，她也是家庭幸福的決定人。 

1）溫柔與順服：寧可住在房頂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箴言形容妻子的爭吵

如雨連連滴漏，雖然威力不大，卻令人心神不寧，坐立難安。妻子當學習把與丈夫爭吵的

話，變為為丈夫禱告的話，丈夫是頭，在與真理無關的事上順服丈夫，對丈夫的要求是作

頭做的好，對妻子的要求是順服。 

2）屬靈的恩德：恩德的婦女得尊榮（11:16）外表的美容是膚淺的，短暫的，唯有生命的美

才是深厚的，長久的。箴言 31章用 22節來描述一個模範妻子的形象，每一節的字頭是按

希伯來文的 22個字母，順序排列寫成的。 

1. 丈夫的良助：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11-12） 

2. 家庭的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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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做的工分派婢女。（13-15） 

3. 事業的推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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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終夜不滅。（16-18） 

4. 苦難的排解人：她手拿撚線竿，手把紡線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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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5. 榮美的締造者：她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

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她做細麻布衣裳出賣，又將腰帶賣與商

家。（22-24） 

6. 真理的見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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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 

7. 榮耀的承受者：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

惟獨你超過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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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 

 

附錄（二）：獨身問題 

婚姻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婚姻並不是人生的目的，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經過的

人生歷程。 聖經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裡復活的人，也

不娶也不嫁。」（路 20:35） 保羅也說「時候減少了，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

的…，因為這世界的樣子要過去了。」（林前 7:29-31）所以婚姻是「這世界」的事，是會過

去的事。那世界，亦即在永世裡是沒有嫁沒有娶。因此一個人若在這世界沒有嫁娶，對他們

並非損失，卻可以更專心地為那永存的世界而預備。尚未結婚的人，應當對婚姻問題，慎重

的考慮，切不可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影響，而草率從事，寧可持「結錯婚，

不如不結婚」的原則。       

以上附錄節錄自「智慧的開端」焦源濂著 

 

詩歌：兩個環 

 

小小兩個環，圈住我和你，就從今天起，主裡相合一。 

小小兩個環，圈住我和你，就在基督裡，讓主愛顯明。 

愛情不是口裡的甜蜜，愛情不求自己的歡喜，愛是接納全部的你，愛是忘記受傷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