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 ─ 駛往無常未來的方向盤，

詩歌智慧書

如何抓住智慧這個方向盤面對將來，
是詩歌智慧書、特別是箴言的重點。

第十一課 箴言-首部曲

箴言三十一篇簡單分段的大綱 ─
─ 為父勸子的箴言
我兒啊，惡人的路你不要行
十到二二 ─ 所羅門的勸世箴言
z 十到十五 反義平行
z 十六到二二 同義平行
二二到二四 ─ 兩個智者的忠告
二五到二九 ─ 希西家所謄錄所羅門王箴言第二集
三十 ─ 外邦智者亞古珥論隱藏之神的創造
三一 ─ 才德女子的字母詩，外邦一個母親所寫的
一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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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三十一章當中，有外邦人的文獻，主體是所羅門王。

讀箴言的時候，常常有衝突、有矛盾，最好的例子…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廿六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廿六4

你一定會衝突…
讓一些猶太的學者懷疑 ─ 箴言是不是有正典地位
地位？
？
這種懷疑是不需要的，箴言有好多處被新約引用
新約引用 ─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
希伯來書 十二章 引用
三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
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羅馬書 十三章第七節 引用
三34 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雅各、彼得所引用
三12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二六5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二六4

關鍵就是 ─ 我是不是當中的愚昧人，
一邊讀一邊反思，我怎麼樣來回答他？
z 我需要有智慧，應當在複雜的人生情景當中，
當中，
要正確的時間、正確的情景、用正確的箴言來回答他
z 因此用對比、用平行，
人生不是只有單行道，這世界很複雜的，
我如何回答他，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樣
猶太的俗語說：一個愚昧人一小時所提的問題，
十個聰明人一年都回答不完。
我是不是愚昧人、說話沒有智慧？
就在說話、對話過程中，開始想 ─
怎麼樣有一個基礎、一個高度，真正成為智慧的人？

人生很多暗礁，
一7a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幫助從平常生活當中，學習因為有神本、才有人本，
才有辦法來面對各樣錯綜複雜人際、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第七章 用淫婦的對比，吸引無知的少年人進入墮落，
來呈現 ─ 我不要成為淫婦、走淫婦的路，
就用智慧女子，三一章 才德的女子就是這個對比…
三一30b
九10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智慧不是人自己腦筋可以找得到的，
也不是多讀幾本書、多拿幾個學位，可以變聰明一點。

智慧來自上帝，跟約伯記、詩篇是相通的。

箴言第一章 1 - 9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
2 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
3 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
4 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
5 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智謀，
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詞和謎語。
1

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9 因為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你項上的金鍊。
8

幫助我們瞭解 ─ 旅途的原點跟上帝的關係，決定未來。
所羅門王的箴言…
如何在生活當中，能夠回應各樣的挑戰。

第一章

箴言第一章 10 – 18

箴言第一章 19 – 25

好多暗礁…
引誘 10 我兒，惡人若引誘你，你不可隨從。
圈套 11 他們若說：「你與我們同去，
我們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無罪之人；
12 我們好像陰間，把他們活活吞下；
他們如同下坑的人，被我們囫圇吞了；
有利 13 我們必得各樣寶物，將所擄來的，裝滿房屋；
14 你與我們大家同分，我們共用一個囊袋。」
15 我兒，不要與他們同行一道，禁止你腳走他們的路。
16 因為，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急速流人的血，
17 好像飛鳥，網羅設在眼前仍不躲避。
18 這些人埋伏，是為自流己血；蹲伏，是為自害己命。

好多暗礁…貪戀財利、錢
19

20

凡貪戀財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這貪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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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說：「你們愚昧人喜愛愚昧，褻慢人喜歡褻慢，
愚頑人恨惡知識，要到幾時呢？」
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將我的話指示你們。
24 我呼喚你們，不肯聽從；我伸手，無人理會；
25 反輕棄我一切的勸戒，不肯受我的責備。
21

箴言第一章 26 – 33 會有危難、苦難、痛苦…

1. 無常、反常是平常
z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 傳道書，無常

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
27 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難來到，如同暴風；
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
28 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
懇切地尋找我，卻尋不見。
29 因為，你們恨惡知識，不喜愛敬畏耶和華，
30 不聽我的勸戒，藐視我一切的責備，
31 所以必吃自結的果子，充滿自設的計謀。
32 愚昧人背道，必殺己身；愚頑人安逸，必害己命。
33 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
26

z 約伯記 第一章 兒子、女兒、財產通通不見了，反常
z 箴言卻是很平常的 ─

如何跟鄰舍、老闆、父親、女兒
看大自然的動物，看沙番、螞蟻
這些無常、反常，如何面對平常？
z 如果平常聽上帝的道 ─

上帝的道在街市、在熱鬧的街道喊叫，
上帝把靈澆灌你身上
z 如果你平常不肯聽，結果你不要怪 ─

進入人生、進入世界…，需要上帝給的方向盤 ─ 智慧。
幾個角度來思想 ─ 怎樣在面對人生許多的暗礁的時候，
人生的旅途的開始、決定未來。

1. 無常、反常是平常
懂得面對平常，就比較能夠面對反常或無常，
平常敬畏上帝，
z 反常的就像約伯，後來還是印證上帝滿心憐憫慈愛
z 虛空的虛空傳道書，很無常
這一些臨到你的災難、驚恐，如果平常懂得聽上帝的話，
就不需要在遭難的時候、上帝發笑…
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笑，
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難來到，如同暴風…

一26b-27a

只在星期天呼喊天父的人，一星期餘下的日子活得像孤兒。
箴言三十一章，一個月三十一天，
每一天讀一章，一個月剛好讀完一遍，
好讓你面對無常、反常的當中，有平常敬畏上帝的基礎。

二十六節

遭災難，人生有暗礁

無從知道暗礁在哪裏，唯一能做的事 ─ 平常如何守交通規則。

2. 垂直能主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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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上的華冠。

一8-9a

父母親從上帝所得的經驗跟至高點，讓你能夠明白 ─
垂直的高度，有高度、就能夠看得遠…
不管有暗礁、有陷阱、有圈套，
因為有高度，但就不會跟著世界的文化在跑！
一位猶太先知的門徒，從早到晚在城門口宣講信息，
沒有人對他的聲音多看一眼，只有一個小孩子看到了，
說：既然沒有人聽你，何苦天天傳道？
他回答：我如果不呼喊，恐怕有一天 ─
我會以為來往的眾人才是對的。
要有一個高度，免得被主流文化所拉走。

2. 垂直能主導水平
馬禮遜 1807 到中國來宣教，
1907 來華的宣教士 1170 人宣教會議，認為 ─
z 傳道的比例要減少，更多的人、錢，
進入教育界、醫療界、更多做社會福利
z 躲在政府背後，可以很快讓中國 ─
西方化、文明化，卻不是福音化
要多改革社會、卻忘了傳道，
結果義和團、八國聯軍、反基督教運動，
福音通通被關門、教堂被封殺！

3. 安全感源自遵守
一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寬闊處發聲。

如果聽祂的 ─ 災難臨到的時候就不要怕；如果不聽 ─
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懇切地尋找我，
卻尋不見，因為，你們恨惡知識，不喜愛敬畏耶和華。

一28-29

人生安全感來自遵守上帝的吩咐。
箴言第一章 ─ 哪裏不該去；詩一1 三不政策 ─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安全感來自遵守交通規則。

隨心所欲絕對不是聖經的原則，
當時的宣教士沒有高度，
以為改變文化可以改變人心…
要有高度，高度能主導水平。

上帝的自由是你被祂約束當中得自由的。
你被祂管轄、約束，如果不聽祂 ─
一31

必吃自結的果子，充滿自設的計謀。

4. 選擇決定了結局
z 選擇智慧、敬畏上帝 ─ 有安全
z 選擇淫婦、墮落、愚妄民的路，

不與上帝的路 ─ 進入墮落、敗壞
年輕人哪，你一生有很多陰霾、地雷、陷阱、圈套…
箴言告訴你 ─ 只要平常抓住上帝給的方向盤，
遵守祂的道、仰望祂、聽從祂的聲音、
順服聖靈在你身上的感動，
學習面對各樣的挑戰當中 ─ 敬畏上帝，
在反常、無常當中，就可以度過人生所有的險境。
選擇上帝得到平安，拒絕上帝的結果…
一32

愚昧人背道，必殺己身；愚頑人安逸，必害己命。

機會也許只敲一次門，但試探總是在按門鈴。

禱告
天父，謝謝你，
給我們一個跑道，有安全島 ─
有你的話、有聖靈的同在。
主啊，幫助我們遵守你的道，
年紀輕輕、面對將來許許多多的暗礁，
有你引導我們高度的視野，
就不怕深處的地雷。

幫助我們敬畏你、與你同行。
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