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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學效的母親 ---

「神人共喜的賢婦」

簡朱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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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10-31

31:1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31:11 她丈夫心裡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31:12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31:13 她尋找羊羢和麻、

甘心用手作工．
31:14 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
31:15 未到黎明他就起來、

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
將當作的工分派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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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10-31

31:16 她想得田地、就買來．
用手所得之利、栽種葡萄園．

31:17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31:18 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

終夜不滅。
31:19 她手拿撚線竿．手把紡線車．
31:20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

伸手幫補窮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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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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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 她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

31:23 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
為眾人所認識。

31:24 她作細麻布衣裳出賣．
又將腰帶賣與商家。

31:25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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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10-31

31:26 她開口就發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31:27 她觀察家務、並不喫閒飯。
31:28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31:29 說、才德的女子很多、

惟獨你超過一切。
31:30 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31:31 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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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
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婦人同住。」

（箴言21:9）

「寧可住在曠野、
不與爭吵使氣的婦人同住。」

（箴言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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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座已婚的弟兄們，你們是

家有賢婦，還是家有惡妻？

2.你有沒有試過被人 /家人再三地稱讚呢？
是否覺得被人稱讚後特別有精神、有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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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是要介紹一個蒙福的賢婦給
大家認識，她就是被人再三地稱讚
和肯定的一位婦人。不但是人，連
上帝都讚賞她，真是名符其實「神
人共喜的賢婦」。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從經文來探討這位
值得學效的母親---「神人共喜的賢婦」

得著讚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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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10-31

我們從第10-12節經文看到以下的敘述：

31:1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31:11 她丈夫心裡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31:12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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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神人共喜的賢婦

我們可以從今天選讀的經文裡，看到

這位賢婦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她是一個非常勤勞的人。
（箴言 V.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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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她是一個非常勤勞的人。
（箴言 V.13-19）

31:13 她尋找羊羢和麻、甘心用手作
工．
31:14 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
31:15 未到黎明他就起來、把食物分
給家中的人． 將當作的工分派婢女。

31:16 她想得田地、就買來．用手所
得之利、栽種葡萄園．
31:17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31:18 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

終夜不滅。
31:19 她手拿撚線竿．手把紡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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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她是一個非常勤勞的人。
（箴言 V.13-19）

這位賢婦（值得學效的母親）很清楚
自己作為妻子/母親的本份，所以將其時
間、注意，努力奉獻給丈夫和家庭。她努
力滿足家人在身體上、情感上、靈性上的
各種需要。為此，她將自己最好的才智、
聰明、精力和產業完全擺上，義無反顧。
在經文我們看到賢婦最偉大的地方在於她
的「完全奉獻委身」（totalcommitment 
而且甘心樂意，無論是對家庭或上帝的態
度都是如此。是的，這位母親很值得我們
學效，學效她盡己所能，甘心樂意，完全
委身的精神和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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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她是一個有愛心的婦人。（v.20）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
人。」箴言31：20

⚫約翰一書3:17：『凡有世上財物的、
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
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 』

⚫希伯來書 13: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
、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悅的。』



⚫哥林多前書13:1『我若能說萬人的
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
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 讓我們一起用愛心來服事和施予，生
命是會影響生命，感染身邊的人去發
揮愛心。所以我們在服事時要常存愛
心，讓我們服事的對象（包括我們的
家人）。感覺到被愛和被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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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她是一個有智慧的婦人。（v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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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細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門
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她作
細麻布裳出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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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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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兒女起來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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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三十一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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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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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 她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她的
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
31:23 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
同坐、為眾人所認識。
31:24 她作細麻布衣裳出賣．

又將腰帶賣與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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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箴言31：25-29

31:25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
服．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31:26 她開口就發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31:27 她觀察家務、並不喫閒飯。
31:28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31:29 說、才德的女子很多、

惟獨你超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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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節經文我們看到講述了3種情況：
這也是賢婦的特點。

第 1 是未雨綢繆不用家人憂慮。
（V.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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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 她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

31:23 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
同坐、為眾人所認識。
31:24 她作細麻布衣裳出賣，

又將腰帶賣與商家。

她是個有計畫和未雨綢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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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節經文我們看到講述了3種情況：
這也是賢婦的特點。

第 2 是她具有智慧和仁慈

（V.25-26）
31:25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
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31:26 她開口就發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

「衣著」（能力和威儀 、是他的衣服）是指生
命的見證，其實包含三方面：分別是

能力、威儀和她的自信。



箴言12：18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
的良藥。」

箴言15：2

「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
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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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是講述丈夫及兒女對她的稱讚
（V.28-29）

31:28  他的兒女起來稱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稱讚他、

31:29  說、才德的女子很多、惟

獨你超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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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是講述丈夫及兒女對她的稱贊
（V.28-29）

若要得到家人都稱讚，
就必須有真實的美德，
因為在家中最易顯露自
己的敗壞。



怎樣才算是智慧的表現？

雅各書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
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
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
、沒有假冒。」



智慧何處尋 ？

詩篇111：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
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
遠當讚美的。」

雅各書1：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
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提摩太後書3：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
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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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她是敬畏神的婦人。（V. 30）

箴言31： 30

「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
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
女必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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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三3-5節也提到婦女應注重內在裝飾為主：

「3:3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
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

3:4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
的心為妝飾．
這在 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3:5  因為古時仰賴 神的聖潔婦人、
正是以此為妝飾、
順服自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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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婦備受讚賞的原因，乃是她「敬畏神」。

聖經多處提到我們應敬畏神及敬畏神的好處：

詩篇115:13 凡敬畏耶和華的，

無論大小，主必賜福給他。

箴言22：4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

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http://cb.fhl.net/read.php?id=15844&VERSION=nstrunv&TABFLAG=1


三. 總結：

⚫「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願她的工作，在
城門口榮耀她。」

這位賢婦享受她一生工作的成果和貢獻
社會。她操作的成果是甚麼？我相信是金
錢不能買的東西，她因遵行神的旨意所帶
來的平安，讓她建立了一個幸福溫馨的家
庭，是她的成果；家人和社會對她的感激
，是她的成果。聖經教導我們要結果子，
生命要有成果。賢婦一生所結的果子不是
為己，乃為別人，所以得人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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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

一個合神心意的賢婦應是一個主動追求卓越

，知識，智慧，飢渴慕義的人及敬畏神和愛

人的人，也是一個建立家庭，教會，榮耀神

的人。賢婦在神眼中，是一位敬畏耶和華的

婦女。

敬畏神的人不但愛慕神的話語並樂意遵

行，且得以活在神的旨意中，這樣的人是蒙

福的，生命豐盛而璀璨，而且發揮生命的影

響力，影響你周遭的人，至少影響你的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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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

賢婦最偉大的成果是甚麼？不是勤勞紡
織、不是葡萄園，也不是有智慧的投資，
而是家庭。她教養的兒女敬虔愛神而且品
格高尚，敬重及幫助配偶，這是她最大的
成就。

今天，我們最大的需要是更多像這位賢慧
的妻子一樣，教養子女成為社會未來的棟
樑。我們需要反思這位賢婦給我們的教導
，好讓我們也爲家庭為建立下一代的生命
和品格作出真正的付出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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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向這位 神人共喜的賢婦 ---

聖經中典範的媽媽學習成為：

我們要向賢婦學習 成為

一個肯勤勞的婦女。（V.13-19）

一個有愛心的婦女。 ( v.20）

一個有智慧的婦女。（v21- 27）

一個（聖潔）敬畏神的婦女。（V.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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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

你願意幫助你的妻子成為
賢婦嗎？與她一起敬畏神、
扶持她、肯定她。

國家有難，匹夫有責

家有賢妻，丈夫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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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姊妹，

你們願意好好反思

今天經文對你所說的話嗎？

智慧婦人，建立家室



箴言14:1說：

「智慧婦人，建立家室﹔愚妄
婦人，親手拆毀。」
你是建立家室還是拆毀家室？

你是為家人著想的智慧婦人，

還是自私自利的愚妄婦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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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立志做一個盡
心愛神、盡忠愛家敬畏神
的人。

來締造一個神人共喜的和
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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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禱告，

向神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