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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箴言中，驕傲不只是一種品格的態度，
也是 種靈性的反應 ─ 很多時候等同於褻慢人，
也是一種靈性的反應
很多時候等同於褻慢人
十六5 心裡驕傲﹑都為永恆主所厭惡；
我敢頓手擔保 他 難免於受罰
我敢頓手擔保﹐他必難免於受罰。
自以為義並自以為是，不聽諫言，
 破壞人與人的關係，因為自我抬舉、高高在上
破壞 與
關
為自我抬舉 高高在
 某方面對待上帝的態度也是這樣

箴言也責備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人 ─
卅13

論驕傲與謙卑

有一種人眼目多麼高傲阿！其眼皮睜得多高阿！
多 高傲
睜 多高

（呂振中譯本）

箴言用了不同的希伯來原文來描述「驕傲」，
用了不同的希伯來原文來描述「驕傲 ，
其中有兩個字，也用來形容河水暴漲 ─
 約旦河在黑門山融雪的時候，下游河水暴漲
 驕傲的人如同人性突然暴漲，自我膨脹、對人造成傷害

1. 驕傲導致墮落的發生
沒有人喜歡跟驕傲的人在一起，連上帝都不喜歡 ─
六16-19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
連他 所憎惡的共有七樣 就是
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
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
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
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

驕傲被列在首位，因為是人類最容易反應出來的表現
被列在首位 因為是人類最容易反應出來的表現 ─
自卑的人，透過假意驕傲自我保護
 自以為了不起的人，表現出驕傲、看不起別人
自以為了不起的人 表現出驕傲 看不起別人


天使長墮落成魔鬼撒但、亞當與夏娃失去伊甸園，
沒有搞清楚自己是被造的，
驕傲，想自取跟上帝同等的榮耀有關。
跟上帝之間應有正確的倫理關係 ─ 敬畏神…

驕傲也容易讓一個人 ─ 在戰場上輕敵而失敗；
在靈性上因驕傲而輕忽魔鬼的試探；
在投資上因驕傲而血本無歸；
在領導上因驕傲 做出錯誤決策
在領導上因驕傲而做出錯誤決策。
地位更高、權力更大的人，更當謹防驕傲的試探，
這些人，正是魔鬼最有興趣的人。
十一20 驕傲來，羞恥也來。
十六18 驕傲在敗壞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聖經中許多的例子，
聖經中許多的例子
都因驕傲而導致羞辱、地位喪失…
米利暗 亞倫 摩西的姊姊 哥哥
米利暗、亞倫，摩西的姊姊、哥哥，
發現摩西竟然成為上帝話語的代言人…
他們心高氣傲 認為比摩西更優秀傑出
他們心高氣傲，認為比摩西更優秀傑出，
因著驕傲，導致他們招徠審判。

2. 驕傲讓人輕看救恩
英國大文豪魯益師《夢幻巴士》描述一段故事…
一群來自地獄的人搭上一輛往天堂的巴士，
巴士有名男子，曾是大學教授，遇到他侄兒，
他問侄兒
他問侄兒：「天堂還挺不錯的，我考慮要留下來…
還 不
我考慮 留 來
「天堂有大學嗎？」侄兒：「當然有啦。」
大學教授又問
大學教授又問：「那我可以拿到終身聘書嗎？」
那我可 拿到終身聘書嗎 」
侄兒： 「在天堂，每個人都是拿終身聘書。」
叔叔大吃一驚：「難道天堂沒有能力高低之分嗎？」
叔叔大吃
驚： 難道天堂沒有能力高低之分嗎？」
侄兒：「每個人都從上帝領受了能力。」
叔叔： 我可以在這裡做領導者、系主任嗎？」
叔叔：「我可以在這裡做領導者、系主任嗎？」
侄兒：「這裡人人平等、各司其職…」
教授聽了勃然大怒： 這豈是天堂？
教授聽了勃然大怒：「這豈是天堂？
天堂如果才智與平庸都不分，我寧可回到地獄。」

烏西雅王本來是很好的王，
卻僭越祭司職份而妄自尊大，
卻僭越祭司職份而妄自尊大
闖到聖殿要獻祭，結果得大痲瘋。
中國歷史上，楚國將軍屈瑕攻打羅國，
因驕傲輕敵而趾高氣揚
高氣揚 ─
看起來得意非凡，反而失敗蒙羞。
行事驕傲的人，
的人
 容易導致人際關係破損，即便別人
在 前唯唯諾諾 實
在面前唯唯諾諾、實際上內心是輕看你的
內 是輕看
 會導致人輕看救恩，遠離上帝
《他勒目》金錢是自大的途徑，
而自大是罪惡的途徑。
而自大是罪惡的途徑

十六5

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

這個寓言故事點出一個事實 ─ 進入救恩之門，
不是靠個人才智、努力，而是上帝的恩典，
 在神的國，沒有地位之分、都是罪人
 在救恩當中、人人平等
救恩之門的鑰匙是賞賜給那些 接受耶穌基督救恩、
存謙卑 內 回轉的人
心存謙卑、內心回轉的人，
而不是那些自以為是、靠自己能力獲取救恩的人。
保羅闡釋基督的救恩 林前一24-27
林前 24 27
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
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
神卻揀選 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3. 驕傲讓人失去信靠的心
廿一4

惡人發達，眼高心傲，這乃是罪。

希伯來原文指「燈」，指光、散發出來的光，
希伯來原文指
燈」 指光 散發出來的光
比喻人生命的光景、內在的動機
六23
廿27

誡命是燈，法則是光，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心腹。

如果讓上帝來引導我們，祂的話就會進到我們生命裡，
如果讓上帝來引導我們
祂的話就會進到我們生命裡
 不斷更新變化，成為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生命的氣質就會流露出來，反應上帝的榮光
生命的氣質就會流露出來
應 帝的榮光
這是經年累月聖靈所帶出來的影響
反之，沒有上帝的生命所帶出來的狀況…
義人的光明亮；惡人的燈要熄滅
義人的光明亮；惡人的燈要熄滅。
廿四20 惡人終不得善報；惡人的燈也必熄滅。
十三90

我一個親戚，不到卅歲就成為一個傑出的法官，
就在十多年前 台中 場大火當中
就在十多年前，台中一場大火當中，
一個年輕優秀的生命，突然從人間蒸發…
很多的夢想 願望
很多的夢想、願望，一場大火燃燒殆盡，
場大火燃燒殆盡
也帶給他的家庭很大的破碎。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可以操之在我，
但必須回歸雅各書 ─
我們的生命像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就像蒸氣 樣 突然從人間就會蒸發
就像蒸氣一樣，突然從人間就會蒸發。
人是脆弱的，
脆 的
 正因人生有許多的意外、你不知道
 更要存著敬畏上帝的心，
求主來掌管、保守，我們一生所走的道路

廿一4

惡人發達，眼高心傲，這乃是罪。

驕傲的人眼睛往上看，彷彿對人睥睨，
 內心私慾無止境的擴張，彷彿可以掌控一切，
內心私慾無止境的擴張 彷彿可以掌控 切
認為一切都操之在我、成功也在我
 認為可以達到所有預定的計畫
認為可以達到所有預定的計畫、目的…
目的…
雅四13-16 嗐！你們有話說：

「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
「今
我 要 某城裡去
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其實明天如何 你們還不知道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申八17-18

摩西就曾警告上帝的百姓 ─

恐怕你心裡說：
「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
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
像今日一樣。
摩西的提醒要讓人知道 ─
 即使現在享有很好的地位、財富，
即使現在享有很好的地位 財富
心都不要因此自高自大，
以致於偏離定睛仰望造我們的主
致於偏離定睛仰望造我們的主
 一旦如此，
失去對上帝的信靠 就得不償失了
失去對上帝的信靠，就得不償失了

跟驕傲呈對比的是謙卑 ─
十六19 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往，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
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往 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
十八12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1. 心存謙卑的人是敬畏上帝的人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廿二40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
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十五33




愈是敬畏上帝的人，生命愈是謙卑
愈是謙卑的人，上帝愈會賜他尊榮

2. 心存謙卑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十一2

蘇格拉底跟弟子聊天，一位有錢的學生炫耀他在雅典的財富，
蘇格拉底跟弟子聊天，
位有錢的學生炫耀他在雅典的財富，
蘇格拉底拿出一張世界地圖，「麻煩你指出亞細亞。」
學生得意洋洋說： 這大片都是 」
學生得意洋洋說：「這大片都是。」
蘇格拉底又問：「那希臘在哪裡？」
蘇格拉底又問： 雅典在哪兒？」
蘇格拉底又問：「雅典在哪兒？」
蘇格拉底說：「你家在哪裡？」
學生滿頭大汗，因他根本找不到…
學生滿頭大汗，因他根本找不到

年輕的所羅門心存謙卑、敬畏上帝，
求智慧治理國家，上帝給他的，超過所求所想。
求智慧治理國家
上帝給他的 超過所求所想
當他擁有財富、得享尊榮、名聲，
 他的心就偏離主
他的心就偏離主、驕傲自大，被妃嬪引誘去祭拜偶像
驕傲自大，被妃嬪引誘去祭拜偶像
 得到的祝福反而失去了，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驕傲的人喜歡跟人比較 ─
炫耀自己擁有的，把人比下去，他就高興；
但有一天比不過別人時，反而招徠羞辱
 倒是謙卑的人，因為虛心受教，常保學習，
倒是謙卑的人 因為虛心受教 常保學習
反而不斷進步，成為被人稱許的智慧人

王上三11-13



3. 心存謙卑的人懂得順服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三大哲人之一，
畢生受到許多人的稱揚。
但他自始至終有句名言：
「我是不是雅典城最聰明的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自己是無知的。」
這話不是虛偽的自謙，而是自我認知良好 ─
 謙卑不是自卑
謙卑不是自卑，而是一種自知之明
而是 種自知之明
 謙卑的人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要持續的學習，而不是自吹自擂
過程中曉得 ─
繼續不斷在智慧上更加成熟與學習。

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十三10

驕傲只啟爭競；聽勸言的，卻有智慧。

被稱作明亮之星的天使長路西弗，
 想與神同等，墮落成魔鬼
 誘惑亞當
誘惑亞當、夏娃不順服上帝命令，被驅逐離開伊甸園
夏娃不順服上帝命令，被驅逐離開伊甸園
首先的亞當因著犯罪，使人都陷在罪中。
末後的亞當，因著一次成全，
使我們在上帝面前得稱為義人…
他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倒虛
取了
為
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腓二6b-9

耶穌的智慧是順服上帝旨意的智慧，



這樣的智慧 使祂捨己、謙卑、全然順服
使祂捨己 謙卑 全然順
真正的屬靈人是謙卑的人，
他效法基督，存心順服，是真正的智慧人
基
存
真
智慧人

聖經中，箴言是論述驕傲與謙卑最多的經卷。
在猶太傳統裡，智慧和謙虛是分不開的 ─
一個人如果認為自己是幸福的人，
個人如果認為自己是幸福的人，
那他必定是幸福的；
可是 如果他自以為是聰明人
可是，如果他自以為是聰明人，
那他一定是個愚笨的人。
 葡萄長得愈豐碩，就愈會低下頭來
葡萄長得愈豐碩 就愈會低下頭來
 愈有智慧的人，便愈來愈謙虛
願我們內心更謙卑，學習做一個智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