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課 兩條路的抉擇

箴言

第四課…
第四課
…

 箴言一1-7 交待了箴言的寫作目的、全卷書的主旨，
一7
7

兩條路的抉擇

 一8 - 九18 是一個主架構
10 秒後自動播放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前後換片、暫停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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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篇教導，分別以父母導師、智慧女士的發言，
有十篇教導
分別以父母導師 智慧女士的發言
提出重要的金律格言
 共有 15 次重覆「我兒、我兒」這句話
次重覆「我兒 我兒 這句話
 每章起首、每一段論述的銜接，都以
「我兒
「我兒」作轉折，是另一段落的開始
轉
 結構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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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出現的語法：「我兒，要聽」、「我兒，要留心聽」。
申六4

聽啊 (示瑪)！以色列！ 希伯來文發音為「示瑪」
耶和華是我們的神，耶和華是獨一的。
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耶和華是獨 的

示瑪又可指猶太人每天誦讀的三段聖經經文，
申六4 9 十 13 21 民十五37 41，
申六4-9、十一13-21、民十五37-41

內容都是教導敬神、愛神，遵行上帝的誡命，
將神的話記在心上、繫在手上、戴在額上、
放在門框上，又要教訓兒女遵行。
每次若以父母身份發聲，
每次若以父母身份發聲
都是在教導兒女聆聽訓誨跟誡命。
為父的身份彷彿是上帝的化身，對年輕人提供指正
為父的身份彷彿是上帝的化身
對年輕人提供指正 ─
三11-12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 他必責備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
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卅一章 利慕伊勒王的母親教導他的箴言

也出現將智慧擬人為女性，邀人加入尋求智慧的行列。
一20-21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寬闊處發聲，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寬闊處發聲
在熱鬧街頭喊叫，在城門口，在城中發出言語。
。
智慧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
智慧
聲
他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門旁 在城門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
在城門洞 大聲說
「眾人哪，我呼叫你們，我向世人發聲。」

八1-4

也看到另一個對比 ─ 智慧女子與淫蕩婦人的差別。
 追求智慧女子需付上代價，接受上帝的指正…
得著的祝福卻比金銀珠寶都來得珍貴，
流淚撒種、歡呼收割、果實份外甜美
 追求淫婦的人，放蕩自己的邪情私慾，
雖享一時之快，卻會遺憾終身
看到兩條路的區別 ─ 追求智慧女子，才是人生最好的伴侶。

九1-5

這段經文一直重覆一個 Key Word ─ 道路，
 尋求智慧女子之路，稱為義人的道路
尋求智慧女子之路 稱為義人的道路
 追求淫蕩婦人之路，稱為惡人的道路

智慧搖身一變，成為大擺筵席，
請僕人 使女到外頭 廣邀路人前來參與的名門大戶
請僕人、使女到外頭，廣邀路人前來參與的名門大戶…
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
宰殺牲畜 調和旨酒 設擺筵席
宰殺牲畜，調和旨酒，設擺筵席；
打發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處呼叫，
說：「誰是愚蒙人 可以轉到這裡來！
說：「誰是愚蒙人，可以轉到這裡來！」

又對那無知的人說：「你們來，吃我的餅，喝我調和的酒。」
讓人想到新約主耶穌以天國的比喻來描述大筵席的邀請，
 象徵從上帝而來的恩典，不拘身份、地位，
凡願意的人都可以來享受筵席、得著救恩
 在智慧女子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能享受筵席的唯一條件 ─
謙卑地承認自己在很多方面有待學習，
有時行為愚蒙、說話無知，都需求神恩典

一10-33

惡人的道路與結局

惡人的路 ─ 這條路充滿了貪圖財利、奪財害命、
這條路充滿 貪圖財利 奪財害命
用不當方法取得不義之財、為自己的好處設計陷害別人，
極盡狡詐、圖謀自己、讓人落在苦楚當中
 一 20-33 選擇惡人之路，
 輕看智慧勸諫的結果，就是自食惡果
 智慧原樂於向固執、驕傲自大的人說話，
可惜他們拒絕
 一10-19

聖經中這一類人的代表
聖經中這
類人的代表 ─ 拿八，意思就是愚頑人，
意思就是愚頑人
當他羞辱大衛王，即將招徠殺身之禍的前夕，
 都不知道已經惹到大衛王
 多虧聰明又漂亮的妻子亞比該，
適時用智慧的話語 化解大衛 中的忿怒
適時用智慧的話語，化解大衛心中的忿怒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你項上的金鍊。

一8-9

華冠、金鍊都是最吸引人注目的焦點、珍貴的東西，
有
有些人把這些東西當傳家之寶，留給他們的兒女。
這 東 當傳家 寶 留
們的

箴言把父母教導的話比喻成珍貴的寶物，
要子女當成華冠 金鍊 視為生命至寶 世代傳承
要子女當成華冠、金鍊，視為生命至寶，世代傳承
 成為生命重要的位置、吸引人的焦點所在


接著，智慧以父母的身份提出了兩條路，
是肉眼看不到、卻真實存在我們生命當中，
生命每個階段都會遇到兩條路的選擇，
就是惡人之路與義人之路。

撒上廿五

拿八是非常有錢的大富翁，

他的手下看他 ─ 性情凶暴，無人敢與他說話。
性情凶暴 無人敢與他說話
顯示這人固執、驕傲自大
 拿八的妻子向大衛介紹自己丈夫、是很難為情的
拿八的妻子向大衛介紹自己丈夫 是很難為情的 ─
我主不要理這壞人拿八，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
他叫愚頑，他的個性果然愚頑。
叫愚頑
個 果然愚頑


拿八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以為擁有豐厚財產、別人要敬他三分，
以為擁有豐厚財產 別人要敬他三分
過程中因著愚妄、固執、驕傲自大，
差點為他的家族惹來殺身之禍
差點為他的家族惹來殺身之禍。
 雖然亞比該智慧的話適當阻止大衛王，
不去殺無辜的人 流他們的血
不去殺無辜的人、流他們的血
 後來拿八因著他的愚昧遭到了刑罰 ─
為自己擺設如同君王的筵席 喝得大醉
為自己擺設如同君王的筵席，喝得大醉，
結果中風、身體僵直，十天後去世

惡人的路也可以指不敬畏上帝的路，十27 反義平行法 ─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
惡人的路並不是指專指有明顯犯罪惡行的人，
 也包括觸犯上帝律法、不敬畏上帝的人
 這些人未必做出明顯觸犯地上法律的事，
但心思意念卻充滿許多的邪惡與污穢
聖經 罪」的原文，包括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聖經「
世人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指的是雖沒有明顯的惡行，但有惡性、罪性，
不知覺中，眼目、言語，傷害人、沒有達到完全的標準…
傳七29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

製造新東西，背叛上帝原先設置的法則，
製
新東
背
帝原
置
則
以自己的法則取代上帝的法則。

明哲 ─ 指領悟力、聰明、通達、悟性或是明白，
有幾次用在但以理的身上，看到異象，
有幾次用在但以理的身上
看到異象
想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求上帝給他領悟力。

聰明 ─ 洞察，一開始出現在出埃及記，

箴二1-22 義人的路與結局
二20

智慧 使你 善 的道 守義 的路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義人的路。

義人包括行善
 惡人的路跟義人的路最大的分野 ─ 領受智慧


二1-4 我兒，你若領受我的言語，存記我的命令，
我兒 你若領受我的言語 存記我的命令

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
尋找它，如尋找銀子，搜求它，如搜求隱藏的珍寶。
提醒人要謙卑的尋求智慧，
 像孜孜不倦拜師求藝、技能不斷提昇的人
 又像探險挖寶的人，願意付上代價…
「明哲」與「聰明」指的不是讀書的聰明，
而是指領悟力與洞察力，需要謙讓渴慕尋求的心。
惡人、義人之路最大的分野 ─ 謙卑尋求、從真神上帝得智慧。

謀略必護衛你； mezimmah 心中有定見跟主張
聰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脫離惡道，脫離說乖謬話的人。

二11-12

洞察力

一個胸有定見、有主張、又有洞察力的人，
個胸有定見、有主張、又有洞察力的人，
在人生許多的試探、考驗、做抉擇的時候，
是很有定見的 ─
知道該怎麼做、什麼時候該做什麼樣的決定

記載建造會幕的比撒列、亞何利亞伯，
被聖靈充滿、有洞察力、知道怎麼蓋會幕。

領悟力、洞察力算是同義詞
算是同義詞，

沒有人天生擁有這樣的天賦異秉，
 很多時候會從錯誤中學教訓
 從敬畏上帝的基礎中、求神的話得著引導
帝 基礎中 求
著 導

領悟力讓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
 洞察力讓我們知道到底該如何去做


詩篇 上帝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當路看不清楚、神的話可以做為引導。
明白神的心意讓我們知道怎麼去做
 因著實踐上帝的話，神就按著應許保守我們的道路
 當遇到試探或岔路，可以尋求主，引導我當如何去行

二16

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智慧的引導不止是在遠離惡事上，
也包括勝過致命的性試探。

箴言的成書與今天有很長的時空差距，還是很適用在今天…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不同的階段 ─
一條義路在前頭，同時間、一條惡路也在前頭，
條義路在前頭 同時間
條惡路也在前頭

每隔一陣子報章雜誌、上網看新聞報導，
每隔
陣子報章雜誌 上網看新聞報導
都可以發現原本在世上受人景仰的人物，
因個人道德問題而陷入黯淡的光景。
即使世界各國道德尺度不斷在開放，
一般老百姓對公眾人物形象的期待，還是渴望 ─
 道德美好、婚姻幸福、為人正直、行事公義
 為社會帶出清新的改變、注入清新的力量
非常可惜的是，這些公眾人物跟小老百姓沒什麼兩樣，
 人性的軟弱與罪性 ─
金錢 權力 性 驕傲，都 模 樣
金錢、權力、性、驕傲，都一模一樣
 我們不是帶著審判官的心來看這些人，
應該謙卑的捫心自問：如果我站在
他們這位子上，我的道德操守會比他們好嗎？

箴言告訴我們 ─ 無可避免，都是兩條路的抉擇，
義人的路 是順著上帝的心意撒種、收割永生
意
 惡人的路 是順著情慾撒種，收割敗壞


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箴十四12、十六25 有一條路，
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太七13-14

希望每個人都繼續走在生命義路中的智慧人，
更多從箴言當中，從上帝的話 ─
 學習領悟力
學習領悟力、判斷力、洞察力
判斷力 洞察力
 成為心中有定見、行事有洞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