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是聖經一種很特別的文體，用一種格言式的教導，

實用釋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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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達智慧的立論基礎，都出現在摩西五經
 是一種審慎的智慧 ─ 觀察人生百態，
以所羅門為主要作者而言，包含了
 觀察大自然、人類世事
 從他的思考所得、下了某些結論，
幫助當代年輕人，在生命中做負責、成功的選擇，
如何從神的話語當中，帶來這種實用的智慧？


前後換片、暫停

箴言把主前十四世紀摩西五經當中上帝說：
箴言把主前十四世紀摩西五經當中上帝說
申十一19 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到主前第十世紀所羅門的年代，
把他具體的成為 種父母親、或者是智慧人
把他具體的成為一種父母親、或者是智慧人
做教導的時候，一種文學體裁。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箴言一共有卅一章，整體結構
智慧的勸勉，
勸勉人要敬畏神、要聽從神的訓誨，
都是智慧的根源
 衍生 十到卅一章 生活的箴言，
 生活中怎樣應對得宜、進退有據呢？
 根據 一到九章，人懂得敬畏神、有了智慧的開端，
以至生活中能夠有公義的行為
 一到九章

整個智慧人生，根源是在人跟神的關係，
整個智慧人生
根源是在人跟神的關係
 不是只是要求人外在的行為
 沒有跟神之間準確的聯結，
沒有跟神之間準確的聯結
只是要求外在的三綱五倫四維八德，
仍然有問題 ─ 知道可是做不到！
知道可是做不到

一至九章，大片的論述。

之後，較多是單節的格言，
之後
較多是單節的格言
可以做主題式的查經，不見得有連結緊密的上下文，
是一節一節的獨立的。
 十十到十五章 多為反義平行句
 十六到廿一章 多為同義平行句
 廿二到廿四章 多為四行的格言，兩節兩節一組

第十章

對於單節獨立的經文，
文意脈絡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箴言有一種文學特徵 ─ 擬人法，
智慧是一個陰性名詞，代名詞是「她」，
智慧是
個陰性名詞
詞是「她
擬人化的描述方式 ─ 智慧婦人
 對比的角色就是淫婦


箴言的解釋中要注意的…
一、箴言常用比喻，常常表達的東西，超越它本身的事物。
十五17 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不是要你去看著點菜單，點素菜、還是點肥牛？
 對比當中，你需要做一個智慧的判斷跟選擇 ─
可以選擇一個簡僕的生活、不方便的環境，
可是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彼此的關係


二、箴言非常實際，不是理論性的神學，不要有錯誤的期待。
二十14 買物的說：不好，不好；及至買去，他便自誇。

物件是客觀的存在，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
物件是客觀的存在
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
只因為屬於你了，所以感受不一樣了。
 是洞察人生皆智慧的情境，不見得要給高深的神學理論
 而是探討人性，留意人性是如何

四、箴言的目的不是要支持自私的行為。
例如 「作保 的事情
例如︰「作保」的事情…
六1-2 我兒，你若為朋友作保，替外人擊掌，

你就被口中的話語纏住，被嘴裡的言語捉住。
十一15 為外人作保的，必受虧損；恨惡擊掌的，卻得安穩。
根據這個箴言，是禁止我們作保？
在教會裡有年輕人 就業當中某些時候是需要保人的
在教會裡有年輕人，就業當中某些時候是需要保人的，
有些人會誤用箴言：「不行不行，我不能為你作保，
因為箴言說不可以 請你去找不信主的人作保 」
因為箴言說不可以，請你去找不信主的人作保。」
這可能是箴言的意思嗎？顯然不可能是的！
以色列在上帝所建構的社會制度中，
 作保是一種商業的契約行為
 每個人都有一個至近的親屬，當經濟上有缺乏，
有責任要把你所典當的物件、人、土地贖回來

三、箴言的措詞是為了使人容易記憶，
如果只按表面意義去解釋 往往會產生誤用的現象
如果只按表面意義去解釋，往往會產生誤用的現象。
三5-8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這便醫治你的肚臍，滋潤你的百骨。
一定就無往不利嗎？
這個經文被靈恩界行神醫、求上帝醫治人的時候…
這個經文被靈恩界行神醫
求上帝醫治人的時候
 箴言並不是像律法書一樣，給你一個保證
 乃是強調 ─ 生活的現象能夠遠離疾病、健康的
生活的現象能夠遠離疾病 健康的
有點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方式來生活…
有點像以色列人出埃及
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方式來 活
不見得是神蹟性的保守，而是按上帝所建構的次序來生活，
 類似工作六天、一日安息，能夠休養生息
類似 作六天
日安息 能夠休養生息
 並不適合是一個帶著應許的誡命

不要為外人作保 ─ 那對自己人呢？
外人是你跟他不是同一個價值觀，
他不是在選民的會中、不敬畏上帝、
也不按照上帝律法來生活，
你為他作保，一定就是困住自己了！
相對的如果是對自己人，對比於外人 ─ 至近的親屬，
 彼此的關係，不是只是在商業契約的行為中
彼此的關係 不是只是在商業契約的行為中
 當說不要為人作保的時候，那要如何呢？
 要幫補你的弟兄、幫助他回到神的話語當中
要幫補你的弟兄 幫助他回到神的話語當中
 回到敬畏神的準則，重新建構應有的生活次序
千萬不要只看字面 ─ 不要做保、不可做保，
上帝絕對不允許我們跟教會的弟兄姊妹
只有這種很疏離的、近乎自私的關係。

五、箴言具有濃厚的古代文化特色，
解釋的時候需要轉化 才不會失去意義
解釋的時候需要轉化，才不會失去意義。
卅一10 以下的經文，才德的婦人為主題的，
如果只按字面解釋應用 真是不得了
如果只按字面解釋應用，真是不得了…
她未到黎明就起來、她的燈終夜不滅，
肯定非常短命 因為這麼操勞！
肯定非常短命，因為這麼操勞！
所以要轉化…
才德的婦人 卅一10-31，22 節經文是一首字母詩，
按照希伯來文字母的順序排列下來
按照希伯來文字母的順序排列下來，
 不是要指向歷史當中某一位女子
 呼應前面 一到九章
到九章，用大量擬人化修辭
用大量擬人化修辭 ─
 對比智慧化身成一個人、愚昧化身成淫婦
 結論的時候，似乎看見智慧化身成
結論的時候，似乎看見智慧化身成一個人，
個人，
是女性角色，因為智慧這個字眼是陰性的名詞

六、箴言不是神給的保證，
是用詩的形式來寫成，
教導人要有好的行為準則。
十五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語暴戾 觸動怒氣
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用詩的平行句的形式來表達，請你做一個選擇…
請聰明的讀者做一個有智慧的、敬畏神的選擇，
不是每一次回答柔和，人家就一定好言相向
柔
 所要表達的是說 ─
 應該要做的就是在言語當中
應該要做的 是在言語當中
 而不是保證這樣做，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要注意箴言的修辭中 目的是什麼？
要注意箴言的修辭中，目的是什麼？

智慧如果化身成為一個女性的角色，
在主前第十世紀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
一個農漁背景的情境，
一個農漁背景的情境
她的丈夫、她的工作、美德、家庭、她自己，
再再描述主前十世紀 個已婚的婦女
再再描述主前十世紀一個已婚的婦女，
種種的行為品格…
現在主後廿一世紀的智慧達人，在辦公室，
他的工作、人際關係、美德，又是如何呢？
箴言研讀的時候需要轉換，
要穿越文化的、不一樣的背景。

七、箴言可能用十分特殊的措詞、誇張的描述、
文學的技巧，來表達他的重點，
所以要穿越修辭的叢林，比較可以去瞭解整個的文脈。
廿六4-5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要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妄
這兩節經文並列排比在一起，非常的誇張 ─
 一下要我這樣、一下要我那樣，而且完全相反
下要我這樣
下要我那樣 而且完全相反
 意思是說，當面對某些人，請三思而後回應 ─
 如果照他的方式來回答他，
如果照他的方式來回答他
沒多久你就會變得跟他一樣
 在應對當中，要常常去思考、反省
在應對當中 要常常去思考 反省
這是用一些很特殊的修辭，
不是完全只有按照字面去解釋。

八、箴言提供有益的勸告，教人如何明智的處理人生某方面，
但涵蓋的範圍不 定廣泛
但涵蓋的範圍不一定廣泛。
十四4 家裡無牛，槽頭乾淨；土產加多乃憑牛力。

典型的農業社會、畜牧社會，
 如果要家裡清潔
如果要家裡清潔，不要養牛、就乾乾淨淨
不要養牛 就乾乾淨淨
 相對沒有牛，就不可能耕地、那來的土產
變成一個循環
變成
個循環 ─ 要選擇
要選擇、每件事情都要付代價
每件事情都要付代價
 現在很多的年輕家庭不敢生孩子，
 生孩子之後養不起
生孩子之後養不起，這是一個事實
這是 個事實
 如果沒有後代，要付的代價又是什麼？
用這樣的循環 了解自己處境 以至做智慧判斷
用這樣的循環，了解自己處境，以至做智慧判斷


九、運用得當，箴言會對每一天的生活提供實際的勸告，
因為特別的文體 解經到釋經當中可以多有 些思考
因為特別的文體、解經到釋經當中可以多有一些思考，
以屬天的智慧，支配引導所面對的處境、要做的決定。

親愛的耶穌，謝謝你，

禱告

你自己就是智慧。
當我們稱呼你為我們的主的時候，
當我們稱呼你為我們的主的時候
深信你要引導我們、幫助我們 ─
在每件事情上都去思想，
在每件事情上都去思想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我深信你不是用 套公式來回應我們
我深信你不是用一套公式來回應我們，
你讓屬你的兒女總是可以有屬天的智慧，
 不是機械化的順服你、聽你的話而已
機
 而是有創意、積極、幽默、主動來回應世界的挑戰，
活出主自己光明兒女的美好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