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課 箴言的神學與文學

箴言

第二課…
第二課
…

對一個教育不普及的時代，
箴言的產生是最能讓人牢記在心的教導 ─
 由精簡的短句、格言，蒐集、編撰而成
 富蘊著豐盛的人生智慧，
能自然而然的將一些深邃的道理，
平易近人的進入我們內心深處

箴言的神學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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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 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吃藥治愈肉體只是短暫
 心靈需要靠主，更多的喜樂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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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簡短的話 ─ 非常精彩、經典、相得益彰

廿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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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這希伯來文，可以解釋成 ─
 俗語、比喻、金玉良言、俗諺、諺語
俗語 比喻 金玉良言 俗諺 諺語
 聖經中的箴言，強調敬畏上帝而得的處世智慧
智力商數 IQ、情緒商數
情緒商數 EQ、靈性商數
靈性商數 SQ、逆境商數
逆境商數 AQ，
 箴言側重人的 SQ、EQ、AQ ─ 可靠後天培養與調整
 而不是 IQ
Q ─ 天生
生
maw-shawl‘

箴言可說是聖經中最「屬世」的一卷書卷 ─
 了解不是指它非常的「世俗」
了解不是指它非常的「世俗
 談的是我們在世界上會面對的一些問題 ─

言語、婚姻、處世交友、父母子女關係、
言語
婚姻 處世交友 父母子女關係
財富、貧窮、對金錢的態度…
 它明瞭我們會遇到多元的問題，提供教導、提醒
它明瞭我們會遇到多元的問題 提供教導 提醒


箴言讓我們知道，一個人再怎麼聰明，如果品格操守不好、
靈性破產、情緒失調，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反而更大。
有一些人擁有很高的 IQ、很會讀書，
 卻因缺乏處世智慧而被社會邊緣化，變得憤世嫉俗
 一個人可以是讀書的狀元，卻不一定是社會的狀元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所以如何在社會生存是很重要。
箴言，就是務實性的引導我們向神求取智慧 ─
得著 EQ、SQ、AQ，來面對社會當中的多元挑戰。

箴言平易近人 ─
沒有舊約的神學主題 ─ 上帝的約、選民、救贖…
 很多是談做人、待人處世
 還沒有信耶穌的人，也能夠很容易的讀箴言


從箴言被列為聖經正典來看，
 上帝不僅關心我們與祂的關係，也關心基督徒
基督徒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
 我們不僅要學習做上帝的子民，
也要學習在地上做人處世的道理

箴言教導我們 ─ 世上許多人情世故， 需要去了解、不要逃避

箴言沒有像舊約其他經卷，

不是幫我們變得世儈狡猾
 而是處世老練、得著智慧

擁有上帝的約、揀選、救贖…的神學主題，
擁有上帝的約
揀選 救贖 的神學主題
但它具備一般智慧文學重要的神學核心 ─ 敬畏神，
箴言教導做 處世 沒有 離敬畏神的核
箴言教導做人處世，沒有脫離敬畏神的核心。



路十六8 耶穌曾舉一個例子，
不義的管家做了不誠實的事，主人要把他辭掉，
管家趁還沒有離開工作之前，偷偷免掉一些人的債務，
好得著那些人的稱許、接納…
耶穌講這個比喻，不是誇獎不義管家的不忠不義，
而是指他在應付自己在地上的事，比光明之子更精明。

上帝 不是鼓勵我們像不義的管家耍弄心機…
而是點出在某方面 今世之子的頭腦轉得比基督徒還快
而是點出在某方面，今世之子的頭腦轉得比基督徒還快，
 懂得經營地上人生、為自己鋪好人脈
 光明之子 ─ 屬上帝的人，有時在世上的生活是遲鈍的，
不懂得處世為人的道理，做了很多的反見證

美國學者艾特坎提到 ─ 敬畏耶和華
 一方面指人以尊崇的心承認上帝的崇高與聖潔，
方面指人以尊崇的心承認上帝的崇高與聖潔
承認祂與人、世界萬物完全不同的「差異性」
 但這種差異性並不是拉開我們與神的距離，
但這種差異性並不是拉開我們與神的距離
而是 引導人能用正確的態度尊榮、敬拜上帝，
幫
幫助人對上帝的屬性正確的認識、建立健康的屬靈倫理
對 帝 屬
確
識 建 健康 屬靈
上帝是主，不是偶像、奴僕，
禱告的時候不是指揮上帝、利益交換…
 上帝有絕對的主權 ─
把心願、渴望告訴祂，成全在主，
主會透過禱告的過程 調整我們的道路、明白祂的心意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後裔必承受地土。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

詩廿五12-14

敬畏神的主題是箴言最重要的神學 ─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十五33a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
卅一30b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首尾 貫的核心
首尾一貫的核心，
強調敬畏上帝跟得智慧絕對性的關聯。
一7a、九10a

「敬畏神」在箴言出現 20 次，
字面意思 ─ 對上帝又敬又怕
對上帝又敬又怕，敬所當敬，怕所當怕。
所當
怕所當怕
詩卅三8 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敬畏不是指 怕上帝怕到一個地步…
怕上帝怕到 個地步
 是跟上帝建立正常、健康的屬靈倫理關係 ─
 知道祂是愛我們的父神，將所渴望的告訴祂
知道祂是愛我們的父神 將所渴望的告訴祂
 但是尊重祂在我們身上帶領的主權
上帝樂於跟敬畏祂的人親密 ─ 當親近祂、祂就親近我們
當親近祂 祂就親近我們

詩卅三18

在箴言中，敬畏上帝不是抽象的，
常把實踐神教導我們的話連在一起 ─
 一個敬畏神的人，會在待人處世上彰顯智慧
 這智慧就是 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愛人如己

智慧文學是古代近東文化彼此交流的智慧產物，
但是希伯來聖經中的箴言卻突顯出
敬畏耶和華與遵行上帝誡命 律法的平行教導，
敬畏耶和華與遵行上帝誡命、律法的平行教導，
這是希伯來智慧文學與近東智慧文學不同之處。

箴言強調敬畏神、實踐律法的精神，可以從申命記看到 ─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例
典章教訓你們
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
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
求聰明、智慧，跟讀、遵行上帝的話，是相連的
他們聽見這 切的律例 必說
他們聽見這一切的律例，必說，
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哪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
的神，
，
在我們求告祂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
又哪 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申
申四4-7

到廟裡拜拜，求的是個人私慾的滿足
到廟裡拜拜
求的是個人私慾的滿足
 上帝要賜給敬畏祂的國家、子民，
充滿能力的智慧，
讓其他國家的百姓看到，都羨慕我們


申命記跟箴言的關係 ─
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我兒
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
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
為
長
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

箴三1-2

箴言正好反應出申命記的教導
 箴言的作者以父母導師的身份，
頻頻用「我兒」呼喚年輕人聆聽智慧的訓誨


上帝要讓祂的子民從遵行祂的律法中得智慧
上帝要讓祂的子民從遵行祂的律法中得智慧，
讓列邦列國欣賞、讚嘆他們擁有這樣的智慧，
 讓他們在列邦中被羡慕，讓上帝的名被高舉
讓他們在列邦中被羡慕 讓 帝的名被高舉
 要求他們要把上帝的律法傳給下一代，
使他們的子女能繼續蒙恩得福
 遵行者會得著智慧財產權 ─ 比金銀珠寶更為珍貴

申四9-10 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

免得忘記你親見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
免得忘記你親見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
生這事離開你的心，
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在何烈山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華對我說：
「你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們聽見我的話，
他們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學習敬畏我，
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行。」
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行
申卅一12-13 要招聚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裡寄居的，
使他們聽，使他們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
謹守、遵行這律法的一切話，
也使他們未曾曉得這律法的兒女得 聽見
也使他們未曾曉得這律法的兒女得以聽見，
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申六1-2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
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謹守他的 切律例誡命
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

箴言另一個神學主題 ─ 創造，是上帝智慧的彰顯 ─
人在看到受造之物，感受到測不透的智慧、奧妙、崇高。
人在看到受造之物
感受到測不透的智慧 奧妙 崇高
箴言第八章 談到創造與智慧的關聯性，
 有別於近東智慧文學的最特殊與卓越之處
 上帝透過自然的啟示 ─ 創造，
特殊啟示 ─ 聖經、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成 身
基督
向我們介紹祂就是那位智慧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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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一5

不要心懷二意，也不要出於疑惑 ─
 放膽的跟上帝求，祂就是那位智慧的源頭
 這就是「敬畏上帝是智慧開端」的緣故
得智慧不完全從書本、從人生的歷練上，
很重要的出發點 ─ 敬畏上帝的態度

箴言總共三十一章，

是另一個大單元，包含四個段落 ─
所羅門的箴言 智慧人的言語
所羅門的箴言、智慧人的言語、
智慧人的箴言、希西家王的人謄錄的箴言
分別以單句格言 雙句格言 或多句格言的方式
分別以單句格言、雙句格言，或多句格言的方式
來闡釋豐富的主題，包括：
驕傲與謙卑 懶惰與勤奮
驕傲與謙卑、懶惰與勤奮、
美好的言語與傷人的言語、財富與貧窮…

第十章到廿九章

一個月一天讀一章，就把
個月 天讀 章 就把箴言給讀完
 透過禱告、祈求、感謝、讚美，
求 帝讓我們由祂的話中更得智慧
求上帝讓我們由祂的話中更得智慧


是結構很完整體的單元，
包含十段訓誨，主題包括 ─
 惡人與義人的道路、聰明與愚昧、
追求智慧或淫婦
 智慧以父母導師或是智慧女子的身份發聲

第一章到第九章

智慧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
她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她在道旁高處的頂上
在十字路 站立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
「眾人哪，我呼叫你們，我向世人發聲。」
聲

八1-4

智慧以擬人化的位格，向渴慕得智慧的人發出邀請。

運用巧妙的比喻，讓人讀了發出會心一笑 ─
十 22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十一22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 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廿七15 大雨之日連連滴漏，和爭吵的婦人一樣。
比較級 ─
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
十五17 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吃素菜 彼此相愛 強如吃肥牛 彼此相恨
十七10 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
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
十五16

反諷式的教導 ─
廿六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 樣。
廿六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因果關係的強調 ─
廿4 懶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種，
到收割的時候，他必討飯而無所得。
廿五5 除去王面前的惡人，國位就靠公義堅立。

內容有不少重覆的地方，
甚 同 句
甚至同一句經文，在別處又會出現一次，
在別處 會
讀來卻生動活潑 ─ 好多文學體裁混合其中…
 同義平行法 ─
十六18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反義平行法 ─
十五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箴言三十章、卅一章
是自成一格的另外兩個單元…



箴言卅一章
言卅
10-31 節
以希伯來文 22 個字母為首
所組合成的字母詩，
幫助我們容易背誦

箴言的概論介紹到此，
希望透過第三課，
更進到所羅門王所享受
更進到所羅門王所享受、
上帝所賞賜智慧寶藏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