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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箴言的时候，常常有冲突、有矛盾，最好的例子…
廿六4
廿六5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你一定会冲突…
让一些犹太的学者怀疑
让
些犹太的学者怀疑 ─箴言是不是有正典地位
地位？
？
这种怀疑是不需要的，箴言有好多处被新约引用
新约引用 ─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希伯来书 十二章 引用
三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罗马书 十三章第七节 引用
三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雅各、彼得所引用
三12

─ 为父劝子的箴言
我儿啊，恶人的路你不要行
十到二二 ─ 所罗门的劝世箴言
箴
 十到十五 反义平行
 十六到二二 同义平行
二二到二四 ─ 两个智者的忠告
二五到二九 ─ 希西家所誊录所罗门王箴言第二集
三十 ─ 外邦智者亚古珥论隐藏之神的创造
三一 ─ 才德女子的字母诗，外邦一个母亲所写的
一到九
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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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抓住智慧这个方向盘面对将来，
智慧
将来
是诗歌智慧书、特别是箴言的重点。
箴言三十一篇简单分段的大纲 ─

箴言--首部曲
箴言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智慧 ─ 驶往无常未来的方向盘，

整个三十一章当中，有外邦人的文献，主体是所罗门王。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二六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二六4

关键就是 ─ 我是不是当中的愚昧人，
一边读一边反思，我怎么样来回答他？
 我需要有智慧，应当在复杂的人生情景当中，
当中，
要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情景、用正确的箴言来回答他
 因此用对比、用平行，
人生不是只有单行道，这世界很复杂的，
我如何回答他，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如何回答他，效果可能完全不
样
犹太的俗语说：一个愚昧人一小时所提的问题，
十个聪明人一年都回答不完
十个聪明人
年都回答不完。
我是不是愚昧人、说话没有智慧？
就在说话 对话过程中 开始想 ─
就在说话、对话过程中，开始想
怎么样有一个基础、一个高度，真正成为智慧的人？

人生很多暗礁，
一7a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帮助从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因为有神本、才有人本，
帮助从平常生活当中
学习因为有神本 才有人本
才有办法来面对各样错综复杂人际、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第七章 用淫妇的对比，吸引无知的少年人进入堕落，
用淫妇的对比 吸引无知的少年人进入堕落
来呈现 ─ 我不要成为淫妇、走淫妇的路，
就用智慧女子 卅一章
就用智慧女子，
卅 章 才德的女子就是这个对比…
才德的女子就是这个对比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九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卅一30b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智慧不是人自己脑筋可以找得到的，
也不是多读几本书 多拿几个学位 可以变聪明一点
也不是多读几本书、多拿几个学位，可以变聪明
点。

智慧来自上帝，跟约伯记、诗篇是相通的。

箴言第一章 1 - 9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2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分辨通达的言语
3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4 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愚人灵明 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5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1

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9 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炼。
8

帮助我们了解 ─ 旅途的原点跟上帝的关系，决定未来。
所罗门王的箴言…
所罗门王的箴言
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回应各样的挑战。

第一章

箴言第一章 10 – 18

箴言第一章 19 – 25

好多暗礁…
引诱 10 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
圈套 11 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
12 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
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
样
，
来 ，装 房 ；
有利 13 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
14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
15 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
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道，禁 你脚走他们的路。
16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17 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
18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

好多暗礁…贪恋财利、钱
19

20

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语
22 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呢？」
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24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
25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
反轻弃我 切的劝戒 不肯受我的责备
21

箴言第一章 26 – 33 会有危难、苦难、痛苦…
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
27 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灾难来到 如同暴风；
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28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
那时 你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
29 因为，你们恨恶知识，
因为 你们恨恶知识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30 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31 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
32 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33 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26

进入人生、进入世界…，需要上帝给的方向盘 ─ 智慧。
几个角度来思想 ─ 怎样在面对人生许多的暗礁的时候，
怎样在面对人生许多的暗礁的时候
人生的旅途的开始、决定未来。

1. 无常、反常是平常
懂得面对平常，就比较能够面对反常或无常，
平常敬畏上帝，
 反常的就像约伯，后来还是印证上帝满心怜悯慈爱
 虚空的虚空传道书，很无常
这一些临到你的灾难、惊恐，如果平常懂得听上帝的话，
就不需要在遭难的时候、上帝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
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灾难来到 如同暴风

一26b-27a

只在星期天呼喊天父的人，一星期余下的日子活得像孤儿。
箴言三十一章，一个月三十一天，
每一天读一章，一个月刚好读完一遍，
好让你面对无常、反常的当中，有平常敬畏上帝的基础。

1. 无常、反常是平常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
事都是虚空 ─ 传道书，
传道书 无常
 约伯记 第一章 儿子、女儿、财产通通不见了，反常
 箴言却是很
言
平常的 ─
如何跟邻舍、老板、父亲、女儿
看大自然的动物，看沙番、蚂蚁
这些无常、反常，如何面对平常？
 如果平常听上帝的道 ─

上帝的道在街市、在热闹的街道喊叫，
上帝的道在街市
在热闹的街道喊叫
上帝把灵浇灌你身上
 如果你平常不肯听，结果你不要怪
不肯听 结果你不要怪 ─
二十六节 遭灾难，人生有暗礁
无从知道暗礁在哪里，唯一能做的事 ─ 平常如何守交通规则。

2. 垂直能主导水平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
头上的华冠。

一8-9a

父母亲从上帝所得的经验跟至高点，让你能够明白 ─
垂直的高度，有高度、就能够看得远…
有高度 就能够看得远
不管有暗礁、有陷阱、有圈套，
因为有高度 但就不会跟着世界的文化在跑！
因为有高度，但就不会跟着世界的文化在跑！
一位犹太先知的门徒，从早到晚在城门口宣讲信息，
没有人对他的声音多看 眼 只有 个小孩子看到了
没有人对他的声音多看一眼，只有一个小孩子看到了，
说：既然没有人听你，何苦天天传道？
他回答：我如果不呼喊，恐怕有一天 ─
我会以为来往的众人才是对的。
要有一个高度，免得被主流文化所拉走。

2. 垂直能主导水平
马礼逊 1807 到中国来宣教，
1907 来华的宣教士 1170 人宣教会议，认为 ─
 传道的比例要减少，更多的人、钱，
进入教育界、医疗界、更多做社会福利
 躲在政府背后，可以很快让中国 ─
西方化、文明化，却不是福音化
要多改革社会、却忘了传道，
结果义和团、八国联军、反基督教运动，
，
福音通通被关门、教堂被封杀！
当时的宣教士没有高度，
以为改变文化可以改变人心…
要有高度，高度能主导水平。

3. 安全感源自遵守
一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

如果听他的 ─ 灾难临到的时候就不要怕；如果不听
；
─
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
却寻不见 因为 你们恨恶知识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一28-29

人生安全感来自遵守上帝的吩咐。
箴言第一章 哪里不该去；诗一1 三不政策 ─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安全感来自遵守交通规则。

随心所欲绝对不是圣经的原则，
上帝的自由是你被他约束当中得自由的。
你被他管辖、约束，如果不听他
你被他管辖、约束，
果不听他 ─
一31

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

4. 选择决定了结局
 选择智慧、敬畏上帝
选择智慧 敬畏上帝 ─ 有安全
 选择淫妇、堕落、愚妄民的路，

不与上帝的路
与上帝的路 ─进入堕落、败坏
进入堕落 败坏
年轻人哪，你一生有很多阴霾、地雷、陷阱、圈套…

箴言告诉你 ─ 只要平常抓住上帝给的方向盘，
遵守他的道、仰望他、听从他的声音、
顺服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

学习面对各样的挑战当中 ─ 敬畏上帝，
在反常、无常当中，就可以度过人生所有的险境。
选择上帝得到平安 拒绝上帝的结果
选择上帝得到平安，拒绝上帝的结果…
一32

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机会也许只敲一次门，但试探总是在按门铃。

天父，谢谢你，

祷告

给我们一个跑道，有安全岛 ─
有
有你的话、有圣灵的同在。
有 灵的 在
主啊，帮助我们遵守你的道，
年纪轻轻 面对将来许许多多的暗礁
年纪轻轻、面对将来许许多多的暗礁，
有你引导我们高度的视野，
就不怕深处的地雷。

帮助我们敬畏你、与你同行。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