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的母親 
Wise Mothers 

箴言 Proverbs 

9:10, 14:26, 29:15, 31:3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
是聰明。（箴 9:10 ）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Proverbs 9:10)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
避難所。（箴 14:26 ） 
Whoever fears the Lord has a secure fortress, and for 

their children it will be a refuge.           (Proverbs 9:10)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
生命為賞賜。  （箴 22:4 ） 
Humility is the fear of the Lord; its wages are riches 
and honor and life.                            (Proverbs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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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 31:30 ） 
Charm is deceptive, and beauty is fleeting; but a 
woman who fears the Lord is to be praised. 

                                                               (Proverbs 31:30) 

 

 



一．懂得敬畏神 

1. 明白敬畏神的重要性 

• 有知識 ≠ 有智慧 

• 豐富知識 ＋ 無智慧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 ） 

= 大惡人 



一．懂得敬畏神 

1. 明白敬畏神的重要性 

   智慧人大有能力； 

   有知識的人力上加力。（箴 24:5 ） 

– 豐富知識 ＋ 智慧 = 蒙福的人  



一．懂得敬畏神  

2.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 亞洲美女三大神器 

– 日本的化妝術 

– 韓國的整容術 

– 中國的美顏相機 

 

 



一．懂得敬畏神 

2.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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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 31:30 ） 

智慧的母親分得清楚何為真正的美 

 

 

 



一．懂得敬畏神 

2.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
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
衣裳為妝飾；只要有善行，這纔與自稱
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提前 2:9-10)  

–“likewise  also”意思是“同樣的也”盼

望女人„„ 

 

 

 



一．懂得敬畏神 

2.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 第8節是“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
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 同樣的也愿女人隨處禱告，不要去追求
那些“虛浮的”、“虛假的” 

– 為國家、教會、家人、孩子禱告，在順
境、逆境中依靠神，樹立敬畏神的榜樣 



一．懂得敬畏神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 

 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箴 14:26 ） 

 敬畏神的母親，定會帶領兒女，認識神、
敬畏神 

 敬畏神、有智慧的母親，同樣也„„ 



二．懂得順服主 

1. 順服主的就順服人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
的神 （約一 4:20b） 

同樣的道理，不順服看得見的人，就不能
順服沒有看見的神 

 

 

 

 



二．懂得順服主 

1. 順服主就會順服人 

– 神提醒妻子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 並且說，“如同順服主” 

–難道丈夫不需要順服妻子嗎？ 

–丈夫當然也應該順服妻子，因21節說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二．懂得順服主 

1. 順服主就會順服人 

因此，女人為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
服權柄的記號。（林前 11:10 ） 

作母親、妻子或姐妹特別要小心注意的 

– 不順服人其實是不順服主表現，因為對
主沒有信心，不願意交託給主 

 

 

 



二．懂得順服主 

2. 順服主就交託給主 

• 摩西的母親約基別 

– 能做的都做了，然後交託給主 

• 馬利亞順服主的揀選 

– 就懷著孕嫁給約瑟 

 

 

 

 



二．懂得順服主 

2. 順服主就交託給主 

• 不順服、不愿交託的體現有許多，最
典型的就是“嘮叨”、“喋喋不休” 

• 為什麼“嘮叨”、 “喋喋不休”？ 

– 因為別人不聽、不改、不合我意 

– 豈不知,這是 

 



二．懂得順服主 

2. 順服主就交託給主 

• 不順服主、沒有交託的表現 

• 嘮叨是殺死丈夫、氣死兒女的“刀” 

• 嘮叨傷害彼此的關係 

• 嘮叨更使自己失去尊嚴 



二．懂得順服主 

2. 順服主就交託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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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寧可住在曠野，不與爭吵使氣的婦人
同住。(箴 21:19)  

 

 



二．懂得順服主 

2. 順服主就交託給主 

• 智慧的母親通情達理、順服主 

• 凡事通過合理的溝通、管教，做自己
應盡的工，將結果交託給主 



二．懂得順服主 

2. 順服主就交託給主 

• 相信只要敬畏神、凡事交託，主必祝福 

•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
生命為賞賜 （箴言22:4 ） 

• 這就要求母親要„„ 



三．懂得養育兒女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
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 6:4)  

–教養孩子的內容很多，本節經文涉及兩
大方面：不惹兒女的氣，照著主的教導 



三．懂得養育兒女 

1.不惹兒女的氣 

•  莫將兒女當成出氣筒 

– 管教也不是為了解氣 

• 管教時需考慮兒女的情緒 



三．懂得養育兒女 

2. 照著主的教導 

聖經里養育兒女的教導很多，特別是箴言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 

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 13:24 ） 

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箴 29:15） 



三．懂得養育兒女 

2. 照著主的教導 

– 這是否違反法律？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於死。（箴 23:13） 

“杖”在聖經里代表“權柄” 



三．懂得養育兒女 

2. 照著主的教導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 

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 13:24 ） 

•以權柄管教，就不亂發脾氣 

•以權柄管教，就按著主的教導管教 

•以權柄管教，是疼愛兒女 

 



三．懂得養育兒女 

3.管教兒女要及時 

• 及時發現、及時解決 

–不要等到養成習慣了 

• 及時建造信仰的根據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 19:18 ） 



• 養育兒女、管教孩子，確實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甚至吃力不討好，落下許多不是 

• 正如，希伯來書12:11a所說，“凡管教的事，
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 相信絕大多數的母親是出於愛兒女的心，
盡心的養育兒女，但效果各異 

• 有智慧的母親，曉得敬畏神給兒女帶領的
祝福遠勝於其它 

 

 

 

 



• 有智慧的母親，會給兒女樹立敬畏神、在
主里順服神、順服人的榜樣 

• 會照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兒女，雖然在養
育的過程中會經歷辛苦、愁苦等等許多的
辛勞和挑戰，甚至被埋怨 

• 但一定會有結出平安的果子，正如，希伯
來書 12:11b所說，“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
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