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課 兩種呼召

箴言

第九課…
第九課
…

英國大文豪魯益師曾說：
宇宙中沒有中立之處，每一方寸，每一分秒，
「宇宙中沒有中立之處，每一方寸，每一分秒，
若不是屬於上帝，就是為撒但所佔據。」

兩種呼召
10 秒後自動播放

也許我們會認為自己可以站在上帝與魔鬼之間 ─
既不想順服上帝，也不認為自己在跟從魔鬼
 但是「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
但 「
也
種
無可避免落在選擇順服上帝，或繼續站在黑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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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指出兩條路 ─
 跟隨上帝、得著智慧的義路，愈走愈光明
 背棄上帝的誡命、隨從個人邪情私慾的惡路，
走向陰間，象徵與上帝隔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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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九

1. 智慧女士的呼召 九1-12

九3-4

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
宰殺牲畜，調和旨酒，設擺筵席。

九1-2

智慧女士用鞏固的根基來建造房子，
智慧女士用鞏固的根基來建造房子
屬靈根基是非常穩固的。
在基督耶穌裡建造的屬靈工程，
在基督耶穌裡建造的屬靈工程
 有人用金銀寶石，能存到永遠
 有人用草木禾稭，在試煉發生時被火燒盡
有人用草木禾稭 在試煉發生時被火燒盡




耶穌也曾以工程的比喻談到人的深思熟慮

學者比擬為新約時期，教會在基督救恩根基上建立，
成為邀請罪人前來赴宴 享受羔羊筵席的場景
成為邀請罪人前來赴宴，享受羔羊筵席的場景，
可以跟福音書 耶穌邀請人參加羔羊筵席 做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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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筵席常被拿來作為一種比喻或形容，
參與筵席常被拿來作為
種比喻或形容
象徵被邀請參與的人，
有份於主人為他們所分享的救恩。

柱子有鞏固的意思，七代表完全，

 林前

過去內容的總結，以擬人法談到兩種呼召…

新約耶穌以筵席談到救恩的邀請
新約耶穌以筵席談到救恩的邀請，
以吃餅 ─ 他的身體、喝杯 ─ 他的寶血，
象徵他所預備的救贖。

智慧邀請的對照…
你們來，吃我的餅，喝我調和的酒。
你們愚蒙人，要捨棄愚蒙，就得存活，
並要走光明的道。
道

九5-6

九3b 自己在城中至高處呼叫…

耶和華的聖殿就位在耶路撒冷的至高之處，
 近東地區，至高點是興建聖殿的所在，
認為是神明所居住的地方
 擬人法描
擬人法描述 ─ 智慧女士
慧女 就是
就是上帝，
帝
上帝在祂的居所對我們發出邀請，
使我們 同來得享智慧
使我們一同來得享智慧、救恩
恩
愚昧的婦人…坐在自己的家門口，
坐在城中高處的座位上。
坐在城中高處的座位上

九13-14

成一個對比
對 ─
拜偶像的人在城中至高處建造廟宇，
偶像是偶像、牠並不是上帝，
在我們生命當中是沒有主權的。

耶穌以一個國王邀請人參加喜筵作比喻 ─
 僕人到馬路上，無論善惡、都邀人來參加喜筵
僕人到馬路上 無論善惡 都邀人來參加喜筵
 卻有一個人沒有穿禮服，結果被丟了出去 ─
沒有回轉 悔改 預備接受上帝救恩的人
沒有回轉、悔改，預備接受上帝救恩的人

太廿二

羔羊的筵席歡迎任何人，但是先決條件 ─
存心願意悔改、回歸走在正路上。

智慧婦人的筵席雖是白白的恩典、大方的邀請，
受邀者需具備基本的態度，就是飢渴慕義！
筵席邀請的背後，期待的是 ─
 來參與筵席的人，有一顆飢渴慕義的心，
耶穌曾說：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耶穌曾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必得飽足。」
 一個人飢渴慕義來到上帝面前，
個人飢渴慕義來到上帝面前，
上帝不可能不滿足他飢渴慕義的心靈

箴言用了三個希伯來文提到
愚蒙人
蒙 ─ 無知或少不更事的人
愚妄人 ─ 驕傲自大
愚頑人 ─ 剛愎自用
每個人都會經歷年少無知、不懂江湖險惡的愚蒙階段，
每個人都會經歷年少無知
不懂江湖險惡的愚蒙階段，
一旦有良師益友願意啟蒙我們，
人生就會漸漸得著智慧 成熟度不斷拓展 提昇
人生就會漸漸得著智慧、成熟度不斷拓展、提昇。

智慧女子所邀請的正是愚蒙人，
受邀的愚蒙人 須要先做到 件事 ─ 悔改！
受邀的愚蒙人必須要先做到一件事
九4

說：誰是愚蒙人，可以轉到這裡來！

悔改，一個人原本朝某個方向前進，
發現走錯了，就轉過身來，回歸正路。

受邀的愚蒙人另一個要做的事，
九 你們愚蒙人，要捨棄愚蒙。
九6a
你們愚蒙人 要捨棄愚蒙
承認自己的有限，放下個人的主觀與自滿。
中國論語：「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孔圉不因他的身份崇高，
反而願意向地位比他低下的人虛心受教。
有時真正的愚蒙人
有時真正的愚蒙人，
正是那些社會地位崇高、學歷漂亮的一些人，
刻意保持個人崇高的形像 ─
 以致不願意不恥下問、謙卑受教
 久而久之固執不通、剛愎自用，
執 通 剛愎自
身旁的人也不敢向他們進諫
到
到頭來，這些人的生命沒有成長、智慧沒有提昇。
這
生命沒有成長 智慧沒有提昇

聖經最明顯的例子 ─ 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掃羅，
他原本享有無比尊榮，
他原本享有無比尊榮
不知不覺當中漸漸驕傲自大，
看重人的意思遠勝過上帝的意思，
導致上帝透過撒母耳，另立君王接替掃羅，
撒母耳就膏抹上帝揀選的大衛。
掃羅 剛愎自用
剛愎自用、固執己見，
固執己見
 無端下令，士兵發毒咒直等到打勝仗才能吃東西，
導致 兵飢餓過度 把搶來的牛羊生吃活吞
導致士兵飢餓過度，把搶來的牛羊生吃活吞，
還差點處死他的兒子
 他的個性愈來愈情緒化，上帝的靈離開了他
他的個性愈來愈情緒化 上帝的靈離開了他
掃羅因為失去謙卑、尋求上帝心意的心，
導致邪靈經常的攪擾他 最後處境非常的淒涼
導致邪靈經常的攪擾他，最後處境非常的淒涼。

不管是面對 剛愎自用的褻慢人、驕傲自大的褻慢人、
製造 爭 褻慢
製造紛爭的褻慢人，都要有一個心裡準備
都要有 個心裡準備 ─
 這類人 輕看上帝的訓誨、人善意的建議
 自滿自義，讓他的生命變得臃腫不堪、
行為難以改變、內心蒙上脂油，
什麼話都聽不進去
 拒絕參加智慧筵席，對基督的救恩毫無胃口
 對如何提昇待人處世的成熟度，都興趣缺缺
真正聰明又有智慧的人，不會拒絕
真正聰明又有智慧的人
會拒絕
智慧女士所邀請參與的筵席…
要責備智慧人，他必愛你；
教導智慧人，他就越發有智慧；
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學問。

九8-9



箴言稱這類人叫褻慢人，詩一1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把褻慢人跟惡人 罪人劃等號
把褻慢人跟惡人、罪人劃等號。



勸諫褻慢人的下場並不太好 ─
九7 8 指斥褻慢人的，必受辱罵；責備惡人的，必被玷污。
九7-8
不要責備褻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責備智慧人，他必愛你。



褻慢人也是指「驕傲的人」
也是指「驕傲的人
廿一24

心驕氣傲的人名叫褻慢；他行事狂妄，都出於驕傲。

這類的人自以為是，厭棄管教與責備，
 別人建議，褻慢人就驕傲自大、百般抵擋
 花時間要幫助他們，結果只是浪費時間


褻慢人帶來的另
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紛爭
個結果是紛爭 ─
廿二10

趕出褻慢人，爭論就消除；紛爭和羞辱也必止息。

一個吊詭的現象 ─
願意虛心受教的愚蒙人 在上帝面前都會被視為智慧人
願意虛心受教的愚蒙人，在上帝面前都會被視為智慧人，
並不代表他們什麼都懂，而是他們承認自己不足，
謙卑來參與智慧的筵席 反而能夠吃得飽足
謙卑來參與智慧的筵席，反而能夠吃得飽足。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一70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九10

面對義人、惡人之路的抉擇，
面對義人
惡人之路的抉擇
接受智慧、反智慧的呼召，
最關鍵的樞紐 ─ 學習敬畏耶和華。
一個敬畏上帝的人，
 自然而然神的靈引導他
自然而然神的靈引導他，讓他走在義路當中
讓他走在義路當中
 稍有偏離，上帝會透過諸般管教，引導他回歸正路
 成為上帝手中的海綿，不斷的從上帝的話
成為上帝手中的海綿，不斷的從上帝的話、真理中
真理中
吸取智慧，結果生命變得愈來愈有份量

2. 愚婦的呼召 九13-18
愚昧的婦人喧嚷；她是愚蒙，一無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門口，坐在城中高處的座位上，
呼叫過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說：
「誰是愚蒙人，可以轉到這裡來！」
又對那無知的人說：
「偷來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餅是好的。」
人卻不知有陰魂在她那裡；她的客在陰間的深處。
知有陰魂在
裡
的客在陰 的 處
跟七
七7-27 做對照 ─
無知的年輕人被淫婦引誘…
七27

她的家是在陰間之路 下到死亡之宮
她的家是在陰間之路，下到死亡之宮。

陰間象徵與上帝隔絕的地方
 義人之路愈走愈明，惡人之路愈走愈暗


智慧婦人邀請人參加她的筵席，
九
九5

你們來，吃我的餅，喝我調和的酒。
你們來
吃我的餅 喝我調和的酒
有益人身心健康的天然食材

愚昧婦人提供的卻是 ─
偷來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餅是好的。
摻雜塑化劑的東西，
草莓汁，明明裡面沒有草莓，透過化學物質…
以低成本卻愉悅人眼目的方式銷售，
滲入社會每個角落，毒害人心

九17

智慧婦人所提供的、與愚昧婦人所提供的，
廣受歡迎的往往是後者 ─
 已經變亂了我們的舌頭、味覺
 讓我們嚐低廉、卻有害身體的東西，卻不自知
讓
廉
有害身
東
自

愚頑也是以擬人法，描述與智慧女士相反的女人，
聖經提到她是「無知」，也就是愚昧，
用喧嚷的方式推銷產品。
讓人想到在市場叫賣的攤販，
 東西便宜、價格低廉，受人喜愛
 貨源可能來路不明，質感粗製濫造，甚至仿冒名牌

愚婦所做的，讓人聯想今天的社會透過媒體，
塑造一種失根的價值觀，
 跟智慧婦人用七根柱子建造完全不同
 推銷的文化，完全與 一1-7 箴言寫作目的 ─
要讓人得靈明、愚蒙人有知識和謀略，
也是完全不同
她推銷的是一種見不得人、偷雞摸狗的方法。

「塑化劑文化」已經滲入每個人自我形像、價值觀當中，
甚至主導基督徒對人生的鑑賞能力，
甚至主導基督徒對人生的鑑賞能力
 比如 女性事業線、黃金比例身材、
正妹、猛男…，擁有這些條件，
擁有這些條件
就可以建立自信、取得社會的青睞
 這些社會凝聚起來的價值觀，反應出偏差的物慾觀 ─
 把上帝創造各色各類的人，僵化成一套審美標準
 把上帝賜給人男女性特徵，用情色字眼放大、偷窺
 用低俗的語彙描述，又鼓勵人去強化這些特徵
 又濫用這些特徵，達到十足的娛樂效果
何等可悲！但今天社會追逐的不正是這些東西嗎？
對照愚昧婦人所擺設的筵席，
所給我們的價值觀誤導…
所給我們的價值觀誤導
正是這些內容！

十一22

婦女有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戴在豬鼻上。
男人有肌肉而無智慧，如同名錶拴在牛頭上。

我們每個人都在面對
我們每個人都在面對…
 智慧的呼召 ─
願意帶著謙卑受教的心 飢渴慕義的靈
願意帶著謙卑受教的心、飢渴慕義的靈，
來接受智慧筵席的邀請，
讓神的話不斷的餵飽我們？


愚婦的呼召 ─
還是繼續享用塑化劑，
以致變亂生命的判斷力、活在愚蒙、無知當中？
希望我們能夠反省 ─
 再次回到箴言的提醒，走在義路上為主所用
再次回到箴言的提醒 走在義路上為主所用
 被主分別為聖，得智慧、得飽足的智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