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第八章
智慧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
2 她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3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
4 「眾人哪，我呼叫你們，我向世人發聲。
5 說：愚蒙人哪，你們要會悟靈明；
愚昧人哪，你們當心裡明白。
6 你們當聽，因我要說極美的話；我張嘴要論正直的事。
7 我的口要發出真理；我的嘴憎惡邪惡。
8 我口中的言語都是公義，並無彎曲乖僻。
9 有聰明的，以為明顯，得知識的，以為正直。
10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金。
11 因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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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有垂直面、也有水平面，
大部分是人跟人、人跟自然、五倫的關係。
重點 ─ 要有一個垂直面跟上帝的關係，
就有辦法面對水平面當中所有的罪惡層次，
如何面對 放蕩、酒、財富、貧窮、懶惰、不誠實…

主題非常多、非常交錯，沒有一貫性的主題。
比較多的是在用平行，來描繪生活的各樣層次 ─
z 這一節 可能跳到 那一節，談到另外一件事
z 在幫助你瞭解人生 ─ 交叉路口、常常很意外的
沒有一貫性的主題，提醒人生就像如此，
當試著為人生找頭緒的時候，
總有意外的事 ─ 危機會干擾、會侵入，
人生有很多意外，人生很有限。

箴言有一個特徵 ─
講的地方在公開的場所，
八1-2 道旁、十字路口、城門旁、城門口、
城門洞、市場、交叉路口
在人生的任何情景當中，是給任何人的
z 描繪的包括 眼睛、腳、頭髮、婚姻、親子、

父母兒女、夫妻、朋友、長官
z 如何 處理錢財、更快樂、不要嫉妒、
不生氣、吃、面對酒、小心貪心、
參加筵席、學習交託、留意舌頭…

箴言是信仰跟生活的指南針，
涵蓋的範圍是生活的各個層次。

箴言在處理人生的平常，
即使很平常當中，仍然會有苦難、風暴，
善人、惡人，都會遇見不公義的事。
這些平常錯綜複雜當中，有垂直的視野，
就不怕 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
反常、無常的人生百態。
那個垂直，就是箴言的核心主題 ─ 敬畏耶和華，
有這個，就可以在人倫、人本社會當中安然處之。
透過所羅門跟其他的作者，
z 他們結晶濃縮 ─ 這種平行、交錯一句話，
讓讀者在人生百態當中，有一個垂直的真理
z 就好像是自然啟示，給任何人的 ─
像陽光照給外邦人、照給屬神的百姓

為什麼 第八章 在路口特別要呼喊？
原因是 第七章 有一個無知的少年人，
進入淫婦的吸引當中、進入滅亡…
第八章 智慧在道路旁、在十字路口發聲，告訴你 ─
不要像 第七章 那個無知的少年人，進入淫婦的吸引
第八章結束 在聽 ─
32 眾子啊，現在要聽；33 要聽教訓；34 聽從我
要聽，免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當中，
為了逞一時之快、鋌而走險！
z 智慧等於上帝派來的天使，
等於上帝派來的交通路牌 ─ 停、聽、看，
勸你不要一時之快、毀了一輩子
z 一個人的眼見、耳聞，
決定人生十字路口的方向跟色彩

1. 怎樣選擇決定怎樣的後果
第八章

智慧在街道呼喊著 ─

不要像無知的少年人，要聽上帝的智慧，智慧說話。
第七、第八章 就像兩個十字路口，
全知的神知道你要往那邊陷下去了，
第八章 設立一個經文，好讓你選擇這裏
z 祂知道你的將來、惡者的詭計、更知道人心中的意念…
z 但是祂給你選擇，好像回到伊甸園 ─ 亞當跟夏娃，
聽從上帝的？還是順著自己的喜愛、聽著惡者吸引他？
整個詩歌智慧書都在回應伊甸園 ─
人的選擇，我自由想選什麼？
z 亞當夏娃選擇，離開上帝、拒絕聽上帝的話，
就進入上帝的咒詛、被趕出伊甸園
z 就好像這個少年人一樣 ─ 結果是進入宰殺之地

1. 怎樣選擇決定怎樣的後果 ─ 第七章 那個無知的少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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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街上經過，走近淫婦的巷口，直往通她家的路去。
這個淫婦犯罪，有美麗的謊言

14-18 平安祭在我這裡，今日才還了我所許的願。

因此，我出來迎接你，懇切求見你的面，恰巧遇見了你。
我已經用繡花毯子和埃及線織的花紋布鋪了我的床。
我又用沒藥、沉香、桂皮薰了我的榻。
你來，我們可以飽享愛情，直到早晨；
我們可以彼此親愛歡樂。
讓無知的少年人覺得合理，被吸引進去，結果…
22-23 少年人立刻跟隨她，好像牛往宰殺之地，

又像愚昧人帶鎖鍊去受刑罰，直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雀鳥急入網羅，卻不知是自喪己命。

1. 怎樣選擇決定怎樣的後果
上帝透過 第八章 提醒我們 ─
不要像 第七章、也不要像亞當跟夏娃，
要聽上帝智慧在說話，
z 上帝不會強迫你、祂在街上呼喊、等你心甘情願
z 你的選擇決定你的一生，萬一被淫婦吸走、自喪己命，
不能怪上帝，上帝已經很清楚給你聲音了
如果不聽，結局不只是像亞當夏娃，也像羅得…
羅得跟叔叔亞伯拉罕到了迦南地，
發覺約但河東很好，漸漸挪移帳棚、陷入所多瑪的罪惡。
天火毀那個城的時候，他跑出來、太太變成鹽柱
鹽柱，
，
兩個女兒在山上灌酒、強暴父親…
這麼悲慘的結局是因為他的選擇 ─
選擇往所多瑪城的墮落去，害了他全家。

2. 沿著正路走的人不會迷路

2. 沿著正路走的人不會迷路

你們當聽，因我要說極美的話；我張嘴要論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發出真理；我的嘴憎惡邪惡。我口中的言語都是公義。
20 我在公義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八6-8a

跟著智慧就有公義、公平…，那個正路就是 ─
聽從上帝，透過箴言的呼召敬畏祂，
就不怕任何的惡勢力、不怕任何的試探。
早期教父 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
怕上帝的，就一無所怕。
邱吉爾被問到：有國會議員多次攻擊你，你為什麼不在意？
他說：因為我不尊敬他，所以我不在意；
如果我尊敬他，我就會在意他的意思。
人生充滿著分岔點、很多選擇，
留意討上帝喜歡，而不是看環境、被吸走了。

3. 看不見的比看得見的貴重，裡面的比外面更貴重
我智慧以靈明為居所，又尋得知識和謀略
謀略。
。
八10-11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
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金。
因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
上帝的智慧屬性，比所看得見的金銀寶石更寶貴
三14-15 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其利益強如精金，
比珍珠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

蘇格拉底聽到匪徒對自己的稱讚，非常難過，
他說：我到底做了什麼壞事，
連匪徒都稱讚我？
他寧可討正直人的喜歡！
我們寧可討上帝的喜歡。
第二次大戰，英國的名將高登將軍說：
一個人對生命瞭解愈透徹，就愈能體會 ─
為避免船難，你要根據北極星來掌舵。
也就是說，你活在單單只是看上帝的眼光，
祂的喜悅、你討祂的喜歡，
別人的如何看法不能影響到你。
留心，不要走速成的，走上帝要你走的路。

3. 看不見的比看得見的貴重，裡面的比外面更貴重
特土良，早期教父 ─
錢幣上有該撒的像，人身上有上帝的像，
把錢幣給該撒，把你這個人給上帝。
把你裏面最寶貴的價值，
裝上帝的屬性、裝上帝的話、敬畏祂…

八12

箴言告訴我們 ─
z 敬畏上帝所得到上帝給你的智慧，

比外面所有的附屬品金銀財寶更寶貴
z 我們裏面是屬神的，外面比較次要

z 選擇對象，要看他裏面的，

不是看他現在的工作、多少薪水
 要看他內在的敬虔、正直、性格、對試探拒絕的敏感度
一個人不是在他外面，那些都會過去的
z 給兒女的，從教育角度來看，
不在乎給他多少錢，
而是給他裏面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
那些比金銀寶石更寶貴


4. 安全感來自順服更高的權威 ─ 上帝的智慧
我有謀略和真知識；我乃聰明，我有能力。
15 帝王藉我坐國位；君王藉我定公平。
16 王子和首領，世上一切的審判官，都是藉我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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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上帝給人間、讓君王執政的關鍵，
因為上帝給他的智慧。

4. 安全感來自順服更高的權威 ─ 上帝的智慧
一個舊約學者說 ─ 詩歌智慧書
不只是連在以色列的神、連到創造萬有的神，
特別是智慧，是上帝創造的屬性的一部分，
有那個部分，成為聽上帝聲音的一部分的話，
會經歷到有安全感…

他根本就是上帝創造時的屬性…

為滄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八29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22-25

智慧是上帝屬性的一部分，是亙古、創造萬物以前
就已經存在，因此比被造之物更寶貴。

5. 敬虔生命帶來蒙福的生活
眾子啊，現在要聽從我，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
要聽教訓就得智慧，不可棄絕。
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
那人便為有福。因為尋得我的，
就尋得生命，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

八32-35

有福、蒙福、恩惠的關鍵是因為聽…
但是在交叉路口，如果不聽上帝對你所說的話 ─
八36

得罪我的，卻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惡我的，都喜愛死亡。

選擇在你，上帝已經把祂的救恩像陽光一樣，
賞賜給任何願意尋求祂的人 ─
z 到祂面前、蒙恩惠、聽祂的
z 否則就像那無知的少年人 ─ 被淫婦吸走了

上帝的命令到這裡，你聽從祂的話 ─ 惡者不能侵害你！
八31

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上帝給敬畏祂的人有安全感、有滿足感，
你的安全感來自順服上帝，聽祂的就會有安全感。

親愛的主，

禱告

我們知道人生有很多選項，

幫助我們的選項認定你、垂直仰望你，
幫助我們選項看重你 ─
也因此就不怕人生的種種試探，
也因此就有找到安全感、滿足感。
主啊，幫助我們懂得 ─
在複雜詭詐的人生當中，敬畏上帝就一無所怕；

幫助我們尊主的名為聖。
仰望感恩，敬拜、榮耀、尊貴歸給您！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