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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11-20章
舊約讀經班 #60，2008年4月27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王文堂牧師



箴言的意義

「箴言」的原義是「比較comparison」或「比
喻parable」

比較：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
醫人的良藥。（12:18）
比喻：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義人奔入，便得安穩。
（18:10）

中文的「箴」字：同針，鍼。
例：箴石，箴砭，針灸，箴言。

中文的「箴言」一詞：「如針刺人，能帶來醫治
與健康的言語」。



箴言的對象

1. 愚人/愚蒙人/少年人The simple：
a. 年輕不懂事的人

b. 單純的人；思想天真的人

2. 智慧人/聰明人The wise：
a. 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箴言10:9）
b. 有遠見的人；思念事情結局的人：「惟願他

們有智慧，能明白這事，肯思念他們的結
局。」（申32:29）



三種與神保持距離的人

1. 近距離：愚人/愚蒙人The simple：因不
知道而遠離神（I don’t know）

2. 中距離：愚昧人/愚妄人/愚頑人The 
fool：因不在乎而遠離神（I don’t care）

3. 遠距離：褻慢人The mocker：因輕視神
而遠離神（I dare you）



智慧的範圍(1/4)

1. 訓誨 Instruction, discipline
例子：摩西

經文：「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
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
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
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
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
聰明。」（申4:5-6）



智慧的範圍(2/4)

2. 通達 insight, understanding
例子：所羅門

經文：「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
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
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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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3:9, 28）



智慧的範圍(3/4)

3. 謀略 the power of forming plans
例子：約瑟

經文：「法老和他一切臣僕，都以這事為
妙。法老對臣僕說：“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
在他裡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法老對約瑟
說：“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
這樣有聰明有智慧。」（創41:37-39）



智慧的範圍(4/4)

4. 學問 knowledge, learning
例子：保羅

經文：「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
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
狂了。”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
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徒26:24-
25）



智慧的來源(1/3)

1. 惟神為智

智慧從神來：「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
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2:6）
基督是神的智慧：「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
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
智慧。」（林前1:24）「但你們得在基督耶
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
公義、聖潔、救贖。」（林前1:30）



智慧的來源(2/3)

2. 敬神是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如何敬畏神

心裡謙卑：「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
榮、生命為賞賜。」（箴22:4）。「你要專心仰賴
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3:5）。「在享
受尊榮以前，必先經歷謙卑」。（15:33）

遠離惡事：「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
離惡事。」（箴3:7）。「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
事。」（16:6）。「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
（8:13）



智慧的來源(3/3)

3. 求神得智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
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
他。（雅各書1:5）



神與人之間

認識神(1/3)
1. 他是造物的主宰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3:19）
能聽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華所造的。
（20:12）
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17:5）

2. 他是萬福的泉源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2:6）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10:22）



神與人之間

認識神(2/3)
3. 他是鑒察人心的主

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他都鑒察
（15:3）
陰間和滅亡，尚在耶和華眼前，何況世人的心呢？
（15:11）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
人心（21:2）

4. 他是管教兒女的父親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
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
備所喜愛的兒子。 （3:11-12）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17:3）



神與人之間

認識神(3/3)

5. 他是掌權的君王

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
定（19:21）
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
（21:3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
轉（21:1）



神與人之間

神喜悅什麼?
1. 他喜悅公平的法瑪：「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

悅。」（11:1）
2. 他喜悅行事誠實的人：「行事誠實的，為他所

喜悅。」(12:22)
3. 他喜悅正直人的祈禱：「正直人祈禱，為他所

喜悅。」(15:8)
神所喜悅的，是公平、誠實、正直，若以這樣
的態度做人做事，必定蒙神悅納。神也喜悅我
們向他祈禱，正直人的祈禱蒙神喜悅，義人的
祈禱大有功效。（雅各書5:16）



神與人之間

神憎惡什麼?(1/2)
1. 他憎惡驕傲：「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

惡。」(16:5)
2. 他憎惡謊言：「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

惡。」(12:22)
3. 他憎惡惡念：「惡謀為耶和華所憎惡The thoughts 

of the wicked are an abomination to the LORD。」(15:26)

4. 他憎惡彎曲、偏袒、不公：「定惡人為義的，
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17:15)



神與人之間

神憎惡什麼?(2/2)
5. 他所憎惡的七件事：「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

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
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
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
中布散紛爭的人。」（6:16-19）
神所憎惡的，是與他屬性相違背的東西。神是
真實的，所以他憎惡虛謊。神是善良的，所以
他憎惡惡念與惡行。神是公義的，所以他憎惡
不公。神謙卑自己來到人間，所以他憎惡驕
傲。神就是愛，所以他憎惡在弟兄中布散紛爭
的人。



神與人之間

人與罪

1. 知罪：「誰能說: “我潔淨了我的心，我脫淨了
我的罪”？」 (20:9)（這是一個“修辭性疑問句
rhetorical question”，為了增強效果而問，不
需回答，因為答案都是“No”，所以這一題的答
案是 “無人能說”）。

2. 認罪：「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
棄罪過的，必蒙憐恤。（28:13）

3. 贖罪：「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16:6)



神與人之間

神人關係的果子(1/2)
1. 得智慧：「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

聖者便是聰明！」（9:10）
2. 日子加多：「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

（10:27）。「敬畏耶和華，就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離開死亡的網羅。」（14:27）

3. 指引道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
他，他必指引你的路。」（3:6）

4. 後代有倚靠：「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
的兒女，也有避難所。」（14:26）



神與人之間

神人關係的果子(2/2)
5. 與仇敵和好：「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

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16:7）
6. 生活富裕：「心中貪婪的，挑起爭端；倚靠耶

和華的，必得豐裕。」（28:25）
7. 生活安穩：「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義人奔

入，便得安穩。」（18:10）。「懼怕人的，陷
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29:25）



箴言裡的 “強如”

1.更好的喜樂 Better Joy

關係強如物質：「吃素菜，彼此相愛，強
如吃肥牛，彼此相恨。」（15:17）
「彼此相愛」是美好的關係，「吃肥牛」
是豐富的物質。你若看重關係勝於物質，
必能使生活更加美好。



箴言裡的 “強如”

2.更好的平安 Better Peace

敬虔強如金錢：「少有財寶，敬畏耶和
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
（ 15:16）
敬畏神必得平安，多有財寶卻不一定多得
平安。若要有心靈的平安和生活的平安，
敬畏神勝過多有財寶。



箴言裡的 “強如”

3.更好的出產 Better Yield

智慧強如財富：「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
子，其利益強如精金。」（3:14）。「我
（智慧）的果實勝過黃金，強如精金；我
的出產超乎高銀。」（8:19）
在生活的田地上，智慧比財富有更好的果
實，更多的出產，帶給人更多的幸福。



箴言裡的 “強如”

4.更好的交往 Better Association

謙下強如媚上：「心裡謙卑與窮乏人來
往，強如將擄物與驕傲人同分。」
（16:19）
謙卑自己和窮乏人交往，對方會珍惜你的
友誼。巴結有錢的人，雖然你很努力，對
方還是不把你當一回事。



箴言裡的 “強如”

5.更好的力量 Better Strength

內在的勝利強如外在的成功：「不輕易發
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
城。」（16:32）
取城容易，克制自己難，最難制服的就是
自己的內心。能夠克制自己的，才是真正
的勇士。



箴言裡的 “強如”

6.更好的選擇 Better Choice

實質強如虛榮：「被人輕賤，卻有僕人，
強如自尊，缺少食物。」（箴 12:9）
面子不如裏子，實質勝於虛榮。寧可表面
不夠光鮮，但卻具有實力，勝過打腫臉充
胖子，為了虛榮而受罪。



箴言裡的 “強如”

7.更好的結果 Better Result

對象強如方法：「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
的心，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
（17:10）
責備要看對象，聰明人一句話就夠了，愚
昧人卻怎麼也聽不進去。耶穌說：「不要
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太7:6），也
是這個意思。



箴言裡的 “強如”

8.更好的價值 Better Value

恩寵強如錢財：「美名勝過大財；恩寵強
如金銀。」（箴 22:1）
得到神和人的喜悅，勝於得到金銀財寶。



箴言裡的 “強如”

9.更好的愛心 Better Love

諍言強如姑息：「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
的愛情。」(箴27:5)
隱瞞並非愛人之道。真心愛一個人，不會
看到他的過錯而不說。



箴言裡的 “強如”

10.更好的幫助 Better Help

近鄰強如遠親：「你遭難的日子，不要上
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弟
兄。」（箴 27:10）
遠親不如近鄰，與鄰舍（相近的人）維持
良好的關係是有智慧的生活方法。



說話的智慧

話語的力量

1. 話語的穿透力

話語能夠傷人：「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
(12:18a)
話語夠使心歡樂：「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
言，使心歡樂。」（12:25）。「良言如同蜂房，使
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16:24）
話語能夠影響他人的信心：「義人的口教養多人。」
（10:21）。「不敬虔的人用口敗壞鄰舍。」
（11:9）



說話的智慧

話語的力量(1/2)

2. 話語的傳播力

播散紛爭：「乖僻人播散紛爭；傳舌的離間
密友。」（16:28）。「傳舌人的言語，如
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26:22）。
「火缺了柴，就必熄滅，無人傳舌，爭競便
止息。」（26:20）
傳播生命：「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10:11）。「溫良的舌是生命樹。」
（15:4）



說話的智慧

話語的弱點(2/2)

1. 話語不能取代行動：「諸般勤勞都有益
處；嘴上多言乃致窮乏。」（14:31）

2. 話語不能改變事實：「你若說：“這事我
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
嗎？保守你命的，豈不知道嗎？他豈不按
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嗎？」（24:12）



說話的智慧

美好的話語

1. 正直的話Honest Words：「公義的嘴，為王所喜
悅；說正直話的，為王所喜愛。」（16:13）

2. 受約束的話 Restrained Words：「寡少言語的有
知識；性情溫良的有聰明。」（17:27）

3. 柔和的話Gentle Words：「回答柔和，使怒消
退。」(箴15:1)。「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箴25:15)

4. 合宜的話Apt Words：「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
金蘋果在銀網子裡。」（25:11）。「口善應
對，自覺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15:23）



說話的智慧

話語的進步

1. 說話是學習的問題：「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
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
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
教者一樣。」(賽50:4)

2. 說話是生命的問題：「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
來；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路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