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釋經學

第卅六課…

智慧書：過去和未來

舊約聖經中的智慧文學 ─
約伯記 詩篇中的智慧詩 箴言 傳道書 雅歌
約伯記、詩篇中的智慧詩、箴言、傳道書、雅歌，
是過去以色列人的智慧，要如何應用在現在呢？
智慧文學的信仰背景是從摩西五經、上帝先前的啟示，
有一個整體的背景、大的上下文的信息
 如果只讀片段的信息，會不小心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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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傳道書的作者要指示我們 ─
生命現象當中 生有時、死有時，不是無奈的，
有時
有時 不是無奈的
 乃是逼著我們要去尋索到底誰來掌管時間呢？
 而掌管時間的上帝是否也是受時間的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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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不只是得著智慧，而是因為探索面對的是上帝，
產生敬畏之情 在敬畏中我們成為了智慧人 ─
產生敬畏之情，在敬畏中我們成為了智慧人
不是僅僅的得著智慧的某些知識而已。
給智慧做一個定義 ─ 在生命中做敬畏神選擇的能力，
 是一種能力，所以需要操練、培養
 在生命中不同的片段、領域、挑戰，要做選擇、做決定，
或許生命是由不停的選擇跟決定所造成的結果
在每一個選擇、決定的十字路口，都能夠做出
敬畏神的選擇 這種能力就是智慧
敬畏神的選擇，這種能力就是智慧
 不是所謂的 IQ、不是紙筆測驗所考試考出來的
 而是在乎面對造物主
而是在乎面對造物主、造我們的上帝，心存敬畏，
造我們的上帝 心存敬畏
是內在的態度，以至於產生選擇的能力
在智慧文學中，用文字、文以載道的表達出
在智慧文學中
用文字 文以載道的表達出
這種在生命中做敬畏神選擇的能力。

智慧文學帶領我們去思考這樣的現象、探索現象背後的智慧。

智慧透過智慧文學的表達，不是只有純粹形而上的思考，
 中國古典文學，莊子、惠子談論魚快不快樂，
中 古典 學 莊子 惠子
魚快不快樂
說︰你又不是魚，你怎麼知道他快不快樂？
是一種純粹形而上的論述
而
 聖經當中的智慧文學是非常的具體而實際的…
箴言是非常實用的智慧，
 舉凡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每個領域怎樣以上帝賜我們的智慧來面對
 都是根源於摩西五經、上帝所啟示的律法，
都是根
摩
經
帝所啟示的律法
所謂實用的智慧，用精煉的格言表達出來
傳道書、約伯記、智慧詩，都是沉思的智慧，
用獨白或訓言，來探討人生的基本問題
 所探討的往往是具體的、經驗的，
不是只有在形而上抽象式的論述


聖經的智慧文學是以上帝為本的，
 上帝先前的啟示，形成他們某一些傳統的信念
上帝先前的啟示 形成他們某 些傳統的信念
 在面對經驗世界，一些衝突、不協調的當下，
會去 考 ─ 上帝是不是只在傳統經驗當中？
會去思考
信仰
 特別跟自己的生活經驗做對照
他們非常勇敢、又誠實的去面對
信仰、傳統、經驗事實之間，
會有差異
傳統

聖經當中會出現智慧教師、智慧人的角色，
像歷 書 撒上 大衛的一些朋友、
像歷史書
衛
傳道書出現傳道者的角色，
是跟先知、祭司，平行出現在經文裡面。
耶十八18 來吧！我們可以設計謀害耶利米；

因為我們有祭司講律法，智慧人設謀略，
先知說預言 都不能斷絕
先知說預言，都不能斷絕。
經驗

在這個張力當中，就是這些智慧人去探討 ─
他們去尋找上帝，
尋找的過程，以智慧文學寫下來，
這個是跟純粹的哲學論述不一樣的。

智慧文學似乎是個人的思辨，可是卻是非常實用，
是個人的經驗
是個人的經驗，可是卻具普世性的意義。
是 具普世性的意義
因為大家都有這樣的問題、都渴望去尋找，
 一般人尋找就會尋找一個答案
尋
會尋
案
 智慧文學引導我們的尋找到的，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引導尋找到上帝 ─ 祂是智慧的本身、智慧的本源
受造的宇宙是有次序、有規則的，本源都在創世記 ─
 上帝把光和暗分開，把空氣以上、以下的水分開
 從上帝的創造當中，會發現這個世界是井然有序的…
羅一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智慧文學讓我們去發現，在上帝創造的世界中祂的永能和神性，
這樣的信念，讓智慧文學呈現在我們眼前。

這是在平行句體裁當中，
 把智慧人跟先知、祭司同列，
這是在傳統中，智慧人、智慧教師的地位
 在箴言當中常常會有智慧人來教導，
而稱受教的對象，往往稱做我兒、我兒，
大概知道有這樣的傳統存在

華人的世界觀，比較多是宿命論 ─
 遇見世事難料的一些現象，認為這都是命
遇見世事難料的 些現象 認為這都是命
 之後就停下來，不再去思索，就是只好認命
在上帝所啟示希伯來人的社會中，
在上帝所啟示希伯來人的社會中
 這個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
 祂創造的原則、治理的智慧，是他們所要去探索的
祂創造的原則 治 的智慧 是他們所要去探索的
不是空無的、空泛的所謂宿命，
而是有位格的上帝在治
而是有位格的上帝在治理，是非常不一樣的世界觀。
是非常
樣的世 觀
聖經所呈現出來的信念，這一位上帝創造之後，
繼續以全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不斷介入人世間大小事情。
智慧文學就從人的角度出發去尋找神，
在聖靈的靈感和默示之下開了一條路，
 引導我們走到創造主
引導我們走到創造主、這位治理世界主的面前
這位治理世界主的面前
 認識祂治理的法則、智慧，如何在人世間彰顯…

在整個探索上帝治理的過程中，或許人的結論…
羅十一33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華人的世界觀，因為難測、不可測，就不要去測
 聖經的智慧文學卻顯露出 ─ 仍然要去揣摩、去思想，
 也許最後的結論是「深哉…」我們不能全知
 可是探索的過程，
對上帝產生的敬畏之情，成為智慧的開端！


有時會受某些實用主義的影響 ─
 反正問也問不出答案、探索也探索不到，甘脆不要問
問 問不
案 探索 探索不到 甘脆不要問
 智慧文學啟示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 ─
 去探索、去尋思，探索的不是只是一個標準答案
去探索 去尋思 探索的不是只是 個標準答案
 探索到的是一個關心你、跟人生有緊密關聯的上帝

先知書也是以律法為基礎的信息，所關心的對象
也是整個世界、神所治理的社會，強調群體性的。
是整
界
會
群體
詩歌智慧書的對象就是這些被律法所引導的個人，
他們的內在世界 ─ 上帝以屬天啟示引導他們屬地的生活，
 絕對不是機器人、機械化的行禮如儀
 是有情感、有眼淚、有困惑，在上帝跟前是有靈的活人，
按照上帝的智慧、上帝先前啟示的律法來生活的時候，
所呈現出內心世界的真實情境
所以往往智慧文學會觸動我們
所以往往智慧文學會觸動我們…
 很多事情不大敢想、去感受裡面的感受，
因為是困惑 無奈的 是超越能夠承擔的
因為是困惑、無奈的、是超越能夠承擔的
 透過詩歌平行句的修辭，幫助我們去探索內在世界當中，
我到底感受了什麼？
而勇敢的去尋找這位愛我們、造我們、又招我們的上帝！

他用一些特別修辭的方式，來呈現探索的路徑跟結論 ─
 不只是純理性的答案，包含他裡面的敬畏之情，
不只是純理性的答案 包含他裡面的敬畏之情
用的是一種敬拜的詞句表達出來
 包含理性的陳述，也包含感性中內在的感受，
包含理性的陳述 也包含感性中內在的感受
更深層的意志裡，降伏在所敬畏的上帝跟前
律法書的對象是整個立約的群體，
整個的以色列人按照律法書來生活的時候，
內在、內心世界又如何呢？就呈現在詩歌智慧書當中，
 獻贖罪祭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在悔罪詩中
 敬拜上帝的時候，頌讚神為大、上帝的治理、神的公義，
可是明明看見在世界當中有一些惡人惡事…
他們內在又如何去尋找上帝呢？
上帝的選民 在律法中行事為人時 他們內心世界 ─
上帝的選民，在律法中行事為人時，他們內心世界
或思想性的獨白、或禱文，呈現在詩歌智慧書。

聖經所啟示的智慧文學，
 最高理念是竭力尋求上帝、以及祂真理的本質
最高理念是竭力尋求上帝 以及祂真理的本質
 不是只是祂治理世界的法則、規定、原則而已
這是聖經中所啟示 曉諭信仰的實體
這是聖經中所啟示、曉諭信仰的實體。
上帝的啟示有不同的命題 ─
 上帝對人說、耶和華如此說、這是上帝口中所說的話
 聖經的啟示還包含了人對神的回應 ─
 上帝邀請每一個所受造的人有回應神的能力、
甚至有回應神的責任
 在面對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耶和華透過先知所曉諭的話，
然後人開始行在神話語的亮光當中
上帝要求人、邀請人有回應，
這些回應就記錄在聖經的詩歌智慧書當中。

這一切自然、道德的現象、人生的經歷，
都在詩 智慧書這 智慧文學中
都在詩歌智慧書這些智慧文學中展現出來，
出
 不是教科書上去背誦記憶、
來應付考試所謂教條而已
 而是上帝所啟示生命的原則、所治理的原則，
都是經歷過人親自經驗過、思考過、體會過，
甚至是細細品味過的
這些智慧文學的作品，
 是教訓跟指導性的文學
 更是每一個聖徒、聖經文學的作者，
聖靈的靈感和默示，
聖靈的靈感和默示
他們他們寫下自己思考過、
經歷過 感受過的信仰經歷
經歷過、感受過的信仰經歷

在讀約伯記的時候，不能斷章取義、必須看上下文…
伯十五20 以利法的話︰惡人一生之日劬勞痛苦；

強暴人一生的年數也是如此。
是一種同義平行句的模式，乍看之下沒錯，
是人生經驗觀察歸納所得，有沒有例外？
 有的，約伯就是一個例外
 以利法這樣的話語其實是要套約伯 ─
認為約伯正在痛苦、一定就是惡人
這是以果推因，思考跟邏輯其實是有問題的。
如果單看這一節，是很典型的歸納人生所得的箴言，
 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在乎用在什麼樣的處境
 當以利法套用在約伯身上時，就出現問題了
要看大的上下文，斷章取義就會把自己搞迷路了。

讀智慧文學，有時不小心會因修辭而誤用，
特別在讀箴言 有時只是按照字面來看
特別在讀箴言，有時只是按照字面來看…
箴十四1 智慧婦人建立家室；愚妄婦人親手拆毀。

是觀察所得歸納性的結論，在反義平行句中，
 目的是邀請你要做一個智慧人，不是把人分類
邀請
慧人 不
 在修辭當中、一種對比的語句，
邀請人做 個智慧的選擇 不是給人貼標籤
邀請人做一個智慧的選擇、不是給人貼標籤…
就是請你要注意、要警醒
像新約中的彼得，首先認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當耶穌說要釘十字架時，他立刻就說這事萬不可臨到你，
不是彼得得了啟示他所做的每 件事都是對的…
不是彼得得了啟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對的
讀智慧文學的當下，我們會不小心誤用 ─
 給人貼標籤，或者以為人生已經進入了智慧的階段
 不，我們隨時隨刻都會不小心落入某些愚妄的陷阱當中

以研讀幾卷智慧文學，足以平衡斷章取義的問題…

箴言是以審慎的智慧、
是 審慎的智慧
以上帝先前啟示在律法書中的智慧，來驗證人生
 用許多平行句的格言，論述人生平常的現象跟狀況
許多平行句的格言 論述人生平常的現象 狀況 ─
只要你能夠殷勤、你就能夠有所得；
如果你懶惰、你的田地就會…
人生 80% 都是這個現象，人生中的平常


有沒有例外？有的，20%，
就是人生中反常的現象，就是約伯記，
探討好人一定有好報、惡人一定有惡報嗎
 80% 是的，可是有 20% 的例外
 約伯記用思辨、沉思對話的智慧，
來論述所遇見人生當中反常的現象
「怎知道所遇見的是平常還是反常呢？」答案在傳道書的無常。

傳道書又是另外一種思辨譏諷性的文學，來襯托出智慧，
人生是有很多無常的，也就是不能掌握、不能夠明白
生是有很多無常的 也就是 能掌握
能夠明白
 並不表示上帝不知道、上帝不能掌握
傳道書用譏諷的智慧來辯論 讓我們思索
傳道書用譏諷的智慧來辯論，讓我們思索：
對，人生是無常的！
反而讓我們更思想 ─ 上帝如何看我們的世界？
如果人生的世界日光之上沒有上帝的話呢？
傳道書近乎用嘆息的方式，來描述他所探索到的智慧。


聖經智慧文學佔的篇幅不多 卻讓我們知道 ─
聖經智慧文學佔的篇幅不多，卻讓我們知道
當人生有遇見反常、無常的時刻，怎樣去面對？
讓我們居安思危 體會 掌握上帝所創造世界中
讓我們居安思危，體會、掌握上帝所創造世界中，
平常的、正常的，所運作的原則
 更有太多例外的時候，
上帝也給我們智慧、勇氣去面對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禱告

你自己就是智慧的本源，
你也引導我們 讓每 位屬你的兒女
你也引導我們，讓每一位屬你的兒女，
 所在乎的不是只有外在現象世界的平順
 更渴望在內在世界，信仰是有根有基、
更渴望在內在世界 信仰是有根有基
是禁得起外在環境當中的雨沖水淋，
生命的根基立穩在你話語的磐石上
求主幫助我們研讀智慧文學的時刻，
我們的生命被你開廣，
 不是要照我們的意思來生活
 而是可以按照你的方式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