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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有一些特徵 ─ 不太提約、十誡、上帝如何揀選以色列人，

沒有先知書所說的「耶和華如此說」，

沒有舊約歷史背景的人，可以讀得懂它 ─

十31 義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謬的舌必被割斷。

十3 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飢餓；惡人所欲的，他必推開。

十一1 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

十六章之後 同義平行，不像前面這麼大的對比 ─

十六1-2 心中的謀算在乎人；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

如何讀箴言？看它如何用希伯來文的平行跟對比。

十到十五章 反義平行，每節都有張力、都有對比 ─

美國人、中國人、印度人…任何人都可以讀得懂。

箴言是普世性的，像太陽、月亮…，上帝是普世性的。

箴言的目的是什麼呢？

1. 個人的 ─ 以個人為焦點，任何人可以讀得懂它

2. 任何時代 ─ 不需要舊約的歷史背景

3. 要有一個權威 ─ 敬畏上帝、懂得價值觀、願意被教導，

是一個老師在教他的兒子

4. 很實用、不談理論 ─

觀察螞蟻，原來祂要你勤快，拒絕懶惰人走自己路的危機。

六6-11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

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不能單單只是有視力，還加上有洞察力…
螞蟻沒有元帥，沒有官長，沒有君王，

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到。

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聚斂糧食。

懶惰人哪，你要睡到幾時呢？你何時睡醒呢？

再睡片時，打盹片時，抱著手躺臥片時，

二六13 懶惰人說：道上有猛獅，街上有壯獅。

二二13 懶惰人說：外頭有獅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殺。

二六16 懶惰人看自己比七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

自己覺得有理，過度自滿、擅於辯論

懶惰人有什麼特徵？拖延、浪費、喜歡舒服、尋找藉口…

箴言是很直接的 ─ 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是白話文，

一讀就發覺：我不要再睡懶覺、不要找藉口；

上帝呼召我、要我去做什麼事，該如何作一個勤快的人

要求真智慧，藉著螞蟻的勤快提醒我 ─

心中火熱、常常服事主

十二27 懶惰的人不烤打獵所得的。

十九24 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裡，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

十十26 懶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煙薰目。

結果是自做自受，最後貧窮失敗



箴言第十章

1 所羅門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愚昧之子叫母親擔憂。

2 不義之財毫無益處；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

3 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飢餓；惡人所欲的，他必推開。

4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5 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沉睡的，是貽羞之子。

6 福祉臨到義人的頭；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7 義人的紀念被稱讚；惡人的名字必朽爛。

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走彎曲道的，必致敗露。

10 以眼傳神的，使人憂患；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11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12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13 明哲人嘴裡有智慧；無知人背上受刑杖。

14 智慧人積存知識；愚妄人的口速致敗壞。

15 富戶的財物是他的堅城；窮人的貧乏是他的敗壞。

16 義人的勤勞致生；惡人的進項致死。

箴言第十章

17 謹守訓誨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違棄責備的，便失迷了路。

18 隱藏怨恨的，有說謊的嘴；口出讒謗的，是愚妄的人。

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20 義人的舌乃似高銀；惡人的心所值無幾。

21 義人的口教養多人；愚昧人因無知而死亡。

22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23 愚妄人以行惡為戲耍；明哲人卻以智慧為樂。

24 惡人所怕的，必臨到他；義人所願的，必蒙應允。

25 暴風一過，惡人歸於無有；義人的根基卻是永久。

26 懶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煙薰目。

27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

28 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惡人的指望必致滅沒。

29 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卻成了作孽人的敗壞。

30 義人永不挪移；惡人不得住在地上。

31 義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謬的舌必被割斷。

32 義人的嘴能令人喜悅；惡人的口說乖謬的話。

你的口會不會成為愚昧人的口？還是智慧人的口？

你以後成為主管、成為總統，如何發號命令？

命令背後是不是出於私心？還是怨恨？要把對方打倒？

箴言裏面有很多反照的空間。

01 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

問一個主管 ─ 你的爸爸、媽媽會不會快樂？

04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財富跟品行是否成正比？

15 富戶的財物是他的堅城；窮人的貧乏是他的敗壞。

因為貧窮，你主管、你的品性，沒有成正比！

07 義人的紀念被稱讚；惡人的名字必朽爛。

你可能賴著那個位置，讓下面的人很受苦

死了以後蓋棺論定，名字怎麼被記念？如光反照、照鏡子

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是不是一個聽下面建議的主管

24 惡人所怕的，必臨到他；義人所願的，必蒙應允。

你希望自己成為上帝所愛的人、還是上帝所惡的人？

你敬畏上帝，因此 ─ 生活、習慣、言語、時間的使用，

會希望下面的人喜歡，父母喜歡、安慰，百姓稱讚。

箴言在談生活的應用，不是談高調的。

美國總統尼克森、連選連任，

第二任發生水門事件的醜聞，

很憂鬱、很自責，意志消沈…
在醫院的時候，護士告訴他：可不可以把窗簾打開？

他勉強答應，一打開 ─

一部飛機在醫院外面繞，後面拖了一個字條…

上帝仍然愛你，尼克森先生！

是葛理翰的妻子 Ruth Bell 給他這個信息。

你受上帝管教、愚昧人，但上帝仍然愛你！



十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走彎曲道的，必致敗露。

1. 智慧的道路其實只有兩條

謹守上帝的誡命

義人

跟從上帝

成為天國子民

違背上帝的責備

惡人

跟從世界

墮落世界的百姓，只是往

罪惡、大路、寬路、滅亡的方向在跑

馬太福音第七章 屬靈的道路其實只有兩條，

是智慧，還是愚昧？

用反義平行，世界不是條條道路通羅馬，

是十字路口，只能右轉、直走、或左轉，

不是可以隨便想怎麼選的…

2. 不守規則的人會帶給人擔心

你可能會讓父親歡樂，如果你是智慧之子

你如果是愚昧之子，會叫你的母親擔心

3 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飢餓；惡人所欲的，他必推開。

人活著就是不要讓別人操心，有紅綠燈，不要闖它！

你如果行公義、好憐憫，上帝不會讓你飢餓的，

上帝只要你守交通規則

不守交通規則的，最後上帝會管教

你是同性戀，別人受害、你自己也受害，

同性戀繼續傳，更多人受害

你如果吸毒，自己受害、別人受害，父母親痛苦父母親痛苦

你如果婚外情，配偶受害

你偷了錢，被偷的人受害

十4a、5 手懶的，要受貧窮。

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沉睡的，是貽羞之子。

3. 沒有明天眼光的人，會浪費今天

貧窮、富足的關鍵，上帝告訴你 ─

要學螞蟻…
要用未來的眼光活在現在。

貽羞之子是沒有明天，難怪有人說 好不過三代！

後現代化的年輕人，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

賴在爸媽家裏，叫「宅男」─ 沒有明天的眼光！

箴言是說 ─ 你要有永恆眼光，現在勤快，

不要躲起來、不要不敢面對挑戰，要走出去，

不要讓父母親繼續擔心，學學螞蟻吧！

3. 沒有明天眼光的人，會浪費今天

提後二6 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你是不是勤快的傳道人？是不是認真？

還是教會夠大了，就不在乎、懶惰？

沒有明天眼光的，最後被上帝說 ─ 你是又惡又懶的僕人！

整個福音要廣傳，

為什麼只關心那麼小小的，自己的圈圈就覺得夠了？

三十24-28 地上有四樣小物，卻甚聰明：螞蟻、沙番…
蝗蟲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

守宮用爪抓牆，卻住在王宮。

你的一生從大自然當中是不是學到勤快，

像沙番、像蝗蟲、像螞蟻？

還是墓碑上被刻 ─ 這個人不想將來、這個人又惡又懶！



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裡愚妄的，必致傾倒。

11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強暴蒙蔽惡人的口。

13 明哲人嘴裡有智慧；無知人背上受刑杖。

18 隱藏怨恨的，有說謊的嘴；口出讒謗的，是愚妄的人。

19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20 義人的舌乃似高銀；惡人的心所值無幾。

4. 留心自己的虎口

禍從口出，留心如何說話 ─

一句話說得合宜，金蘋果掉在銀網子裏，

要結交這種說誠實話、幫助你、好讓你成長。

William Blake 英國詩人 ─

別人大大稱讚你的時候，不要太高興，

因為你沒有他所說的那麼好；

別人大大毀謗你的時候，不要太難過，

因為你沒有他所說的那麼壞。

27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

29 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卻成了作孽人的敗壞。

30 義人永不挪移；惡人不得住在地上。

我兒，聽我的 ─ 這條路是平安的路，跟從我，必享平安！

5. 沿著正路走的人不會迷路

你走上帝的路，而不是愚昧人、惡人、懶惰人的路，

他們的路你不為所動，走上帝要你走的路…

外面有暴風，惡人歸於無有，你卻可以安然。

在無常、反常、平常的人生當中，上帝是在的…
祂提醒你要 敬畏祂、尊祂為聖，

在複雜的人生當中，守祂的交通規則。

已經在闖紅燈的你跟我，趁早回到上帝面前，

讓上帝的神導系統 ─ 抓住、引導、幫助你，分別為聖，

被祂預備、被祂使用、成為祂的兒女。

親愛的主，

我們知道，只有一條正路是 ─

跟從主，在基督裏面。

不敬畏你，不跟從主的人，一定往滅亡、

看起來很寬很大、卻是滅亡的路。

主啊，幫助我們裏面有紅綠燈，遵守主的道，

不要讓別人痛苦，

也因為自己敬畏你，常常與主同行，

就經歷到患難生忍耐之後的老練跟平安。

聽我們禱告，仰望感恩，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