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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三十章第十九課第十九課 亞古珥的提問與禱告亞古珥的提問與禱告

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 ─ 愛上帝創造的萬物，
上帝賦予了牠們基本的思考能力及平靜的喜悅。

不要引起牠們的不安，不要虐待牠們，

不要剝奪牠們的喜悅，不要違背上帝的旨意。

近代很多人引用這段話來推廣素食主義

主要是要我們尊重、欣賞上帝所賜的萬物，跟牠們友好

聖經是上帝賜給人類的有字天書，而大自然是無字天書…
聖經打開特殊啟示 ─ 從耶穌基督救恩來明白救贖的意義聖經打開特殊啟示 從耶穌基督救恩來明白救贖的意義

大自然彰顯普通啟示 ─ 透過自然界認識普遍性的恩典

亞古珥箴言，透過自然界的觀察與社會界的現象，亞古珥箴言，透過自然界的觀察與社會界的現象，

對比上帝創造的奧妙、人類世界中的詭譎；

目的，幫助我們更多敬畏創造自然萬物的上帝，目的，幫助我們更多敬畏創造自然萬物的上帝，

讓我們心存謙卑的來尋求祂。

箴言三十、卅一章，提到兩位我們陌生的名字，

亞古珥 全本聖經中唯獨出現在箴言亞古珥 ─ 全本聖經中唯獨出現在箴言

利慕伊勒王 ─ 不是聯合王國君王、

也不是分裂王國時期的君王也不是分裂王國時期的君王

他們到底是誰呢？

猶太拉比傳統說法 ─ 都是所羅門王的化名…
亞古珥箴言中論到許多自然生物，亞古珥箴言中論到許多自然生物

讓人想到所羅門王，

王上四33 他講論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樹王上四33 他講論草木 自黎巴嫩的香柏樹

直到牆上長的牛膝草，又講論飛禽走獸、昆蟲水族。

利慕伊勒的母親教導利慕伊勒小心女色、利慕伊勒的母親教導利慕伊勒小心女色

避免飲酒亂性，讓人聯想 ─
王上十一3 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王上十一3 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

還有嬪三百。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

也有學者指出，並不是所羅門王的化名，實際上…
他們雖不是以色列人 卻都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們雖不是以色列人，卻都是敬畏上帝的人

也是來自上帝所賜的默示，教導與其他的經文一樣

三十1 雅基的兒子亞古珥的言語就是真言。
卅一1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

「真言」可能是一個專有名詞，希伯來文聖經 Tanakh
把它翻譯成「瑪撒」 massa‘把 翻譯成 瑪撒」

負擔，通俗的翻譯指「神諭」，

都出自敬畏上帝的人，從上帝而來的教導，都出自敬畏上帝的人 從上帝而來的教導

形成希伯來智慧文學的一部份

指一個民族或地區，創廿五14、代上一30 ─指一個民族或地區，創廿五14、代上一30 ─
亞伯拉罕跟夏甲的兒子 ─ 以實瑪利的後代

有一個名叫瑪撒，十二兒子中的第七子，有一個名叫瑪撒，十二兒子中的第七子，

形成一個民族稱「瑪撒人」，以擁有智慧著稱



亞古珥的箴言由許多不同的主題與格言融會而成，

主要的核心是主要的核心是

亞古珥承認自己是智慧有限的人

愈認識這點 就愈能謙卑的愈認識這點，就愈能謙卑的

在創造主面前尋求恩典與智慧的引導

1. 卅1-6 亞古珥的虛心與對創物主的敬畏

1b 這人對以鐵和烏甲說1b 這人對以鐵和烏甲說…
可能是他的學生或是求教者。

亞古珥一開始不是以一個智慧大師自居，亞古珥一開始不是以一個智慧大師自居，

2-3 我比眾人更蠢笨，也沒有人的聰明，

我沒有學好智慧 也不認識至聖者。我沒有學好智慧，也不認識至聖者。

可以翻譯為：
9a 耶和華是誰呢？

可以翻譯為：

我沒有把智慧學好，也不知道至聖者的知識。

亞古珥的謙虛不是沒有理由 ─
許多存在自然界的奧秘是不可解的許多存在自然界的奧秘是不可解的…
人只能分析那些現象，卻無法解釋現象的根源

自然現象的背後 有 難解之謎自然現象的背後，有一難解之謎 ─ 
安置在造物身上的自然律，也無法測度

三十4-6 誰昇天又降下來？誰聚風在掌握中？
誰包水在衣服裡？誰立定地的四極？

他名叫什麼？他兒子名叫什麼？你知道嗎？

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都曾出現過撒下廿二31、詩十八30都曾出現過

他的言語，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責備你 你就顯為說謊言的恐怕他責備你，你就顯為說謊言的。

上帝用祂的智慧創造，過程是透過上帝的話… 

二6 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亞古珥的箴言，一開始就引導以鐵和烏甲來尋求智慧的根源，

是上帝自己 以及祂的話是上帝自己，以及祂的話

亞古珥並沒有把求教者帶到他個人面前，

自謙自己是智慧仍 足的人而自謙自己是智慧仍不足的人、

還在尋求認識智慧當中

真正賜下智慧的源頭是上帝自己 我真正賜下智慧的源頭是上帝自己，我們只能

透過祂啟示給我們的話來認識祂，並且得著智慧。

亞古珥特別鼓勵他們 ─
投靠上帝的人，智慧會成為他的保護與盾牌。

這些教導，

跟先前箴言的教導是連貫 致的跟先前箴言的教導是連貫一致的…

四6 不可離棄智慧，智慧就護衛你；
要愛她，她就保守你。

2. 卅7-9 亞古珥對上帝的禱告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

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

恐怕我貧窮就偷竊 致褻瀆我神的名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這個禱告的祈求有兩個方面：求神保守這個禱告的祈求有兩個方面 求神保守

不要陷入虛假與謊言；不求富也不求貧。

有些人認為，比起雅比斯的禱告，有 人認為 起雅比斯的禱告

亞古珥的禱告太保守、不夠積極

但這點顯出亞古珥洞悉人性的智慧，因人性很容易但這點顯出亞古珥洞悉人性的智慧 因人性很容易

在待人處世當中，陷入、遇到虛假與謊言

在富貴或貧賤中，變得自大不信靠上帝，在富貴或貧賤中 變得自大不信靠上帝

或因生活經濟所逼而導致犯罪



仔細研究亞古珥禱告，發現跟主禱文有相似之處，
主禱文提到主禱文提到 ─

我們今日的飲食，賜給我們…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亞古珥的箴言，表彰出他個人深知人性的軟弱，

對他個人而言，不求大富大貴，

也不落入另一極端 ─
認為自己有偉大的品格可以安貧樂道

只求上帝保守他的生命，不要得罪神

對照一些成功神學似的祈禱，

認為只有大富大貴才是榮耀上帝、有神同在；認為只有大富大貴才是榮耀上帝 有神同在；

亞古珥的禱告，

更符合主禱文所教導的內涵、幫助我們 ─更符合主禱文所教導的內涵 幫助我們

人人尊主的名為聖，願主的國快快臨到。

3. 卅10-33 亞古珥論人生百態與萬物奧秘

以巧妙的層層疊疊文學模式，來談到人生百態，

用數字的方式 ─ 三樣與四樣

來形成七的數字，論述他看到的現象

拿動物生態來顯出上帝智慧的奧妙、豐富，

與人自作聰明所製造出來的亂象

11 有一宗人，咒詛父親，不給母親祝福。 對父母不孝有 宗 咒詛父親 不給母親祝福

12 有一宗人，自以為清潔，

卻沒有洗去自己的污穢。

對父母不孝

自以為義

13 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舉。

14 有一宗人，牙如劍，齒如刀，要吞滅

心高氣傲

言語刻薄
宗 牙

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間的窮乏人。

「一宗人」指的是「一個世代」，

言語刻薄

宗人」指的是 一個世代」，

語法類似傳道書 ─ 我見日光底下…虛空。

卅15-31 分別以一連續三加四的方式，闡釋不同的主題。

15-16 論貪婪 ─

螞蟥有兩個女兒，常說：給呀，給呀！
有三樣不知足的，連不說「夠的」共有四樣：

就是陰間和石胎 浸水不足的地 並火就是陰間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並火。

螞蟥指水蛭 會吸人的血 永遠不會滿足螞蟥指水蛭，會吸人的血，永遠不會滿足，

亞古珥以水蛭來暗喻貪婪；

再引述再引述 ─
吞噬人靈魂的陰間

渴望懷孕卻一直無法生養子女的子宮

浸水不足的地方

綿延焚燒的野火，來形容人性的貪慾

18-20 我所測不透的奇妙有三樣，連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樣：
就是鷹在空中飛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就是鷹在空中飛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男與女交合的道。

對存在於動物界與人身上自然律之不解對存在於動物界與人身上自然律之不解

淫婦的道也是這樣：

她吃了 把嘴 擦就說：我沒有行惡她吃了，把嘴一擦就說：我沒有行惡。

諷刺淫婦虛謊的淫道令人詫異難解

這段論述看到一個對比 ─
上帝放在動物身上的自然律雖然令人難解，

但惡人詭詐欺謊的作為同樣也令人難解…
創造令人難以理解，是因為上帝的崇高

邪惡令人難以理解，是因為人心的複雜

自然律帶出的是秩序，

在人複雜中帶出來的，往往是傷害、混亂。



21-22 描述顛倒正常社會現象的混亂…
就是僕人作王；愚頑人吃飽；就是僕人作王；愚頑人吃飽；

醜惡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續主母。

用 般常理來提到 會中會 反倫理 象用一般常理來提到，社會中會出現一些反倫理現象 ─
社會制度有無限發展的可能，往往造成顛倒是非的混亂，

恰好呼應淫婦虛謊的道恰好呼應淫婦虛謊的道。

23-28 從四樣生物學習…
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糧食。

沙番是軟弱之類，卻在磐石中造房。

蝗蟲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

守宮用爪抓牆，卻住在王宮。

最軟弱、卑微的生物，上帝卻賦予人看為希奇的天然能力，

上帝創造的，沒有一樣是浪費的 ─ 不要輕看上帝的創造。上帝創造的 沒有 樣是浪費的  不要輕看上帝的創造

《他勒目》蒼蠅比人類還先造出來，有什麼好狂妄自大的呢？

29-31 步行威武的有三樣，連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樣：
就是獅子 乃百獸中最為猛烈 無所躲避的就是獅子 ─ 乃百獸中最為猛烈、無所躲避的，

獵狗，公山羊，和無人能敵的君王。

對比前面卑微、軟弱的生物，

不是突顯造物的偉大

而是顯出造物主的智慧 ─
不管卑弱或雄壯，都有功用和目的

最後一組論述，跳脫三加四等於七的文學技巧…
10 不要向主人毀謗他的僕人，免得自取其辱。
17 羞辱的，必遭咒詛。

32-33 要人在人際關係上心存節制，不要自傲，

也不要不加思索，任意引起爭端。

比較零散的教導。

亞古珥的箴言中，把大自然比喻成 ─
本教化人認識上帝的教科書一本教化人認識上帝的教科書…

比照人類生存的社會，舉凡軟弱的

沙番或螞蟻、強壯的獅子或公山羊，

每個受造物背後都蘊藏上帝奧妙的智慧

牠們的特性、安置牠們身上生存本能的自然律

是人類無法測度、明白的，

亞古珥只能像約伯一樣，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無知。

人類社會 充斥失序 光怪陸離的現象人類社會，充斥失序、光怪陸離的現象 ─
愚頑人吃飽，醜惡的女人出嫁，

反應出人類社會的失調反應出人類社會的失調

正因如此，亞古珥只能在以鐵、烏甲面前承認 ─正因如此，亞古珥只能在以鐵、烏甲面前承認

我們在處世上需要智慧，好懂得如何自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