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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列在智慧書當中。

智慧
在希伯來聖經中共出現 318 次
 183 次出現在

約伯記

傳道書

─ 以苦難奧秘來啟示智慧

─ 以人生百態來曉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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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 精彩、簡短、活潑、生動的格言，

告訴待人處世的智慧

書
卷

告訴待人處世的智慧

共同的神學主題 ─ 

敬畏上帝！敬畏上帝！

智慧，在聖經中有非常豐富的含義…
不單指人很會讀書、擁有高學歷

指一個人擁有專業技能 ─
出卅五亞何利亞伯、比撒列被上帝的靈充滿，

能夠用奇巧的工來製作會幕

指行政管理的才能 ─ 

代上廿二12 (大衛王為他的兒子所羅門祝福禱告)代上廿二12a (大衛王為他的兒子所羅門祝福禱告)
但願耶和華賜你聰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國。

指一個人具備屬靈洞察力 ─

王上三28 以色列眾人聽見王這樣判斷，就都敬畏他；
因為見他心裡有神的智慧，能以斷案。

稱年高德劭 頗有人生經驗的長者稱年高德劭，頗有人生經驗的長者 ─
伯十二12 年老的有智慧，壽高的有知識。



要使人得智慧，是箴言的寫作目的，
上帝樂於看到人更多的擁有智慧 特別指待人處世方面上帝樂於看到人更多的擁有智慧，特別指待人處世方面。

聖經中關於智慧的教導，往往跟上帝有相連 ─
箴三19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箴九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智慧也是一種靈性上的操練 ─
箴十五3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十五3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指導或訓練，智慧的操練就是學習敬畏神；
帝 定 恩 讓我 更得智慧上帝必定賜恩，讓我們更得智慧

智慧也包括樂於祝福我們的生命 ─智慧也包括樂於祝福我們的生命

轉化成生命上的智慧

使我們知道如何按著上帝的心意處世為人，使我們知道如何按著上帝的心意處世為人

使別人從我們身上得著祝福

智慧文學何時發源，很難明訂一個時間，

可確定的是近東文化的產物可確定的是近東文化的產物 ─
在不同時間，受到不同地域影響，

產生豐富的智慧文學產生豐富的智慧文學

包括埃及、以色列、米索不達米亞 ─
聖經時期巴比倫區域 今之伊拉克聖經時期巴比倫區域、今之伊拉克

智慧文學起源跟政治及社會因素有關 ─智慧文學起源跟政治及社會因素有關

當時有所謂智慧人被興起，

扮演教化、輔佐王公貴族扮演教化 輔佐王公貴族

幫助國家公務員，在行政、管理上更有智慧

直到受到希臘、羅馬時期文化影響，直到受到希臘 羅馬時期文化影響

兩性關係、道德逐漸敗壞

人開始輕看處世的智慧文學人開始輕看處世的智慧文學

智慧文學才慢慢勢微

智慧可以指一個人擁有專業技能，

也可指特殊階級 ─ 文士、顧問、官員、作家、老師…

智慧人一開始在以色列，多半是官員或文士擔任，智慧人 開始在以 列 半是官員或文 擔任

稍後出現在猶大宮廷、貴族學校 ─
被委任裝備年輕人，更能勝任官僚系統被委任裝備年輕人 更能勝任官僚系統

提出智慧言語幫助商人

導正為官者的作為

從聖經發現 ─ 智慧人是一種職份…
傳十二9 傳道者因有智慧 仍將知識教訓眾人；

導正為官者的作為

傳十二9 傳道者因有智慧，仍將知識教訓眾人；

又默想，又考查，又陳說許多箴言。

有智慧是把形容詞當名詞用，有智慧是把形容詞當名詞用，

指傳道者是一名「智慧人、智者」

教導人知識 酌量 細查 整理許多的箴言教導人知識，酌量、細查、整理許多的箴言，

為要好好幫助人

耶利米時代的智慧人，與先知，祭司並列 ─
耶十八18 來吧！我們可以設計謀害耶利米；

因為我們有祭司講律法，智慧人設謀略，

先知說預言，都不能斷絕…
耶五一57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使巴比倫的

首領、智慧人、省長、副省長，和勇士都沉醉，

使他們睡了長覺，永不醒起。

他們排斥由上帝而來的先知，

自以為有祭司、

有講讓耳朵舒服話的假先知、

有智慧人設謀略，不需要耶利米先知

萬軍之耶和華必須透過先知耶利米，

對當時南國猶大的百姓提出警告



近東地區的以東，就是差不多今日約旦王國的區域，

古代盛產智慧人 以擁有豐盛的智慧資產為榮古代盛產智慧人，以擁有豐盛的智慧資產為榮。

在智慧的源頭上帝面前，是無法常存的 ─
耶 九 論以東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耶四九7 論以東，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提幔中再沒有智慧嗎？明哲人不再有謀略嗎？

他們的智慧盡歸無有嗎？他們的智慧盡歸無有嗎？

地上人的智慧，怎麼能夠敵擋、戰勝上帝呢？

在新約聖經當中，也發現耶穌提到了智慧人。

太廿三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裡來，太廿三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裡來，

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

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

真正從上帝來的先知、智慧人，

是被百姓所排斥 鄙夷的是被百姓所排斥、鄙夷的。

為何會有智慧文學的產生呢？
傳十二11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傳十二11 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

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

刺棍是游牧社會最常用來驅趕牲口的工具…
智慧文學字字珠璣，智慧文學字字珠璣

像刺棍鞭策、提醒我們往前邁進

智慧格言不一定順耳，但是有幫助的智慧格言不 定順耳 但是有幫助的

釘穩的釘子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堅固用品，

釘子雖小，釘穩了、就可掛上沉重的東西

聖經中的箴言，踏踏實實非常牢靠

將這些話語當做食物吃了，在生活當中應用出來，

讓生命更有定向讓生命更有定向

人生道路遇到挑戰、走得更加踏實

智慧文學 ─ 特別箴言，
並沒有高言大智或深奧的人生哲理並沒有高言大智或深奧的人生哲理，

只是反應出普遍人類的生存經驗

看 到 色列歷史特殊的背景看不到以色列歷史特殊的背景、

其他舊約經卷強調的神學 ─
贖歷 帝選救贖歷史、西乃之約、上帝選民…

讓人覺得非常平易近人的一卷書

不是基督徒的，

也可以讀箴言 ─ 而且不會很吃力，
可以在洞悉百樣生態智慧的觀察，

從話語中得到寶貴的提醒

是舊約當中比較「跨文化」的一卷

箴言的作者 一1、十1、廿五1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

把箴言稱之為

「所羅門的寶藏」應該不為過。

記載所羅門恐懼戰兢的接下王位王上三9-12記載所羅門恐懼戰兢的接下王位，

當時跟上帝求智慧來治理國家，

耶和華上帝應允他所求 而且非常喜悅耶和華上帝應允他所求，而且非常喜悅…

耶和華上帝悅納所羅門所求的，耶和華上帝悅納所羅門所求的，

將豐富的智慧賜給他

其他的祝福連帶而來其他的祝福連帶而來

在他統治之下，近東的列王

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相比沒有 個人可以與他相比



王上四30-34 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跟埃及人的智慧，

名聲傳 在 多 慕名 來 智慧名聲傳揚在列國，許多人都慕名而來聽他的智慧話。

他做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
所羅門的智慧話包括箴言在內。

箴廿二17 你須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箴廿二17 你須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

留心領會我的知識。

箴廿四23a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箴廿四23a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

可見所羅門也引述其他智慧人的話作教導。

箴言可能在所羅門在位時間已開始做集結，

包括所羅門王的箴言、智慧人所講的

成為所羅門治國時，立足國際的資產，

也成為後人從聖經中得著的智慧資產

廿五1 以下也是所羅門的箴言，是猶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謄錄的。

大約公元前八世紀末、七世紀初

箴言的內容不是短期內就蒐集完畢，箴言的內容不是短期內就蒐集完畢

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與彙整…

卅1a 雅基的兒子亞古珥的言語就是真言。

卅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卅一1a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

這兩位不是以色列人，這兩位不是以色列人

有些學者認為這兩章箴言像是整卷箴言的附錄，

表現出智慧的積聚性，透過世人在日光下表現出智慧的積聚性 透過世人在日光下

生活的體驗、智慧來集結，具有「普世性」性質

利慕伊勒王是敬畏耶和華上帝的人，利慕伊勒王是敬畏耶和華上帝的人

他們的教導，跟 箴言一到廿九章沒有衝突

箴言成書日期

1 所羅門王時期蒐集 被擄歸回後編輯成書1. 所羅門王時期蒐集，被擄歸回後編輯成書。

埃及中王國時期第 21 王朝，法老將女兒嫁給所羅門，

因著聯姻，埃及文學的影響力進入以色列

2. 所羅門時期形成，

南國猶大希西家王時期，由朝臣文士進一步蒐集，

在第二聖殿時期，被擄歸回之後，

在波斯帝國授與自治權範圍當中，

 文官協助編篆歷世歷代所留下的寶貴箴言

 協助治理、教化以色列民的工作

與中東智慧文學與眾不同的是，與中東智慧文學與眾不同的是，

箴言寫作對象 並非只是王宮貴族，也包括普羅大眾

耶和華上帝智慧的源頭，樂於將豐盛的智慧賜給百姓耶和華上帝智慧的源頭，樂於將豐盛的智慧賜給百姓

智慧不是有錢人、特殊階級…，所享有的特權

王明道牧師《信徒處世常識》，序中提到：

世上的人因為沒有信 的眼睛 所以看不到上帝世上的人因為沒有信心的眼睛，所以看不到上帝，

看不到復活得勝的主，也看不見在

聖徒裡面的屬天生命，所看見的只有我們的行為；聖徒裡面的屬天生命，所看見的只有我們的行為；

因此要憑著基督徒的行為斷定信的上帝是怎樣的上帝、

基督是不是真有能力救人、福音是真的或是假的…
因為大多數稱為基督徒的人有時生活是卑鄙、品行是污濁，

以致於上帝的名被玷汙了、神的名受了許多人的褻瀆。

基督 音遭 多 輕看 多麼令 痛 疾首 事基督的福音遭了許多人的輕看，那是多麼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

基督徒好好讀箴言，懂得待人處世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信徒敬虔固然有餘，智慧卻是不足

愛主的心志熱情，處世的常識卻是缺乏

有時冒用上帝之名，卻做了傷害人的事

上帝賜下箴言，要人學習懂得愛人、待人處世，

深願透過箴言，進到享受豐盛智慧的旅程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