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概覽 - 箴言
一、書名：「以色列王大衛兒子所羅門的箴言。」(箴 1:1)，取自它的第一個字Mashal就是箴言。意
思是「一句決斷的話，相似的模擬或比喻。」很明白的講，用很少的字，講很多的意思。最初的箴
言都是藉著事物的比擬來作規戒。後來｀箴言＇演進為專門勸戒少年人的金句，人用它來教育年輕
的子弟，箴言又精又簡，容易記憶。往往一句簡短又有力的箴言，作了人終身的座右銘，也影響了
他一生的生活。
二、目的：
箴 1:2
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
箴 1:3
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
箴 1:4
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
箴 1:5
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智謀，
箴 1: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詞和謎語。
「智慧人」的道路是生命樹，敬畏神得更豐盛的生命。
「愚妄人」的道路是分別善惡樹，藐視神，任意妄為。
「智慧」呼喊我們歸向神，尋求神，得著神。
三、著者和編輯過程：
1. 本書和詩篇相同，是一卷編集的書，所以它的著者不只一人。當然所羅門是其中最主要的著者，
（1:1，10:1，25:1，）正像大衛是詩篇最主要的詩人。所羅門曾｀作箴言三千句，而本書中的箴言
就是他著作中精華的部分。除了他自己的著作外，他還採集了其他久已流行於民間的格言，編成箴
言；本書中的｀智慧人的言語（22:17，24:23）就是指此。三十章是亞古珥的言語。三十一章是利
慕伊勒的言語。誰是亞古珥，誰是利慕伊勒和他的母親，聖經中無從查考。
王上 4:32 他作箴言三千句‧詩歌一千零五首。
傳 12:9
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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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書編輯的經過是這樣：最初所羅門從三千箴言中采選了一部分重要的編成當時的｀箴言＇；後
來到希西家年間，這位敬虔的君王再把他祖先一部分的箴言增添進去（二十五至二十九章）；最後
又有亞古珥和利慕伊勒的箴言補進去，遂成今天我們所有的｀箴言＇。
3. 不管著者是誰，不管編輯的經過是如何，本書中的箴言並不是普通勸人為善，提倡道德的格言，
乃是由於一位聖靈所默示的，使人敬畏神的金句。
四、箴言的特點：
1. 詩篇是我們生活的根，而箴言是我們這個根所應該結出來的果子；詩篇常常帶領我們進入內室與
主親近，箴言把我們帶到營外，在世上為主做見證，乃是重在實踐。
2. 當我們讀這三卷智慧書–約伯記、傳道書和箴言，都得到相同的結論–「敬畏主」。
「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伯 28:28）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 12:1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
3. 箴言所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包括我們對自己，我們對待家人，對待外人，也包括我們對待整個國
家。例如：從家裏講起。母親阿、父親阿、我兒阿；講到同伴，你當與何人為友。用城 city 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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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社會，也就是我們對人的影響。如果我們做一個整理，講最多的就是自己，因為最需要對付的就
是我們自己。再來就是家。家的見證沒有，就沒有教會的見證。
4. 本書雖然是一卷舊約的經卷，可是對於新約的信徒仍有重要的價值，因為它裏面充滿著信徒處世
為人、生活起居的準則，信徒照著行，定能脫離惡者的網羅，蒙神的悅納。
(1) 對於尋求神、等候神的信徒，三章五至六節和八章十七節是何等的安慰和保證：
箴 3: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箴 3: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 8:17
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
(2) 對於受苦、受管教的信徒，三章十二節是何等的指示和幫助：
箴 3:12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5. 本書開始就很明確的說，｀…所羅門的箴言，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一1～2，）所以本
書的目的就是尋求｀智慧。＇書中所題的｀知識、＇｀謀略、＇｀學問、＇｀聰明、＇｀靈性＇等
等，都指｀智慧。＇書中所題的｀愚昧、＇｀愚頑、＇｀不義、＇｀懶惰、＇｀無賴、＇｀無知＇
等等，都指不｀智慧。＇
6. 本書裏面特別題到｀喜悅、＇｀憎惡＇兩個辭，給我們看見什麼是神所喜悅的，什麼是神所憎惡
的；也給我們看見什麼是人所喜悅的，什麼是人所憎惡的；教導我們如何行走在神所定規的道路上。
(1) 為耶和華所喜悅的：
‘公平的法碼，為祂所喜悅。’（11:1）
‘行事完全的，為祂所喜悅。’（11:20）
‘行事誠實的，為祂所喜悅。’（12:22）
‘正直人祈禱，為祂所喜悅。’（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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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人所喜悅的：
‘義人的嘴，能令人喜悅。’（10:32）
‘正直人互相喜悅。’（14:9）
‘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16:13）
‘責備惡人的，必得喜悅。’（24:25）
‘膏油與香料，使人心喜悅；朋友誠實的勸教，也是如此甘美。’（27:9）
‘責備人的，後來蒙人喜悅，多於那用舌頭諂媚人的。’（28:23）
(3) 自己所喜悅的：
‘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5:18）
‘要喜悅我（父親）的道路。’（23:26）
(4) 主（智慧）所喜悅的：
‘我智慧…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8:12,31）
(5) 為耶和華所憎惡的：
‘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3:32）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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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6:16-19）
‘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11:1）
‘心中乖僻的，為耶和華所憎惡。’（11:20）
‘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12:22）
‘惡人獻祭，為耶和華所憎惡。’（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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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的道路，為耶和華所憎惡。’（15:9）
‘惡謀為耶和華所憎惡。’（15:26）
‘凡心裏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16:5）
‘定惡人為義的，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17:15）
‘兩樣的法碼，兩樣的升鬥，都為耶和華所憎惡。’（20:10）
‘淫婦的口為深坑，耶和華所憎惡的，必陷在其中。’（22:14）
(6) 為人所憎惡的：
‘作惡為王所憎惡。’（16:12）
‘褻慢者為人所憎惡。’（24:9）
‘對惡人說，你是義人的，這人萬民必咒詛，列邦必憎惡。’（24:24）
‘為非作歹的，被義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惡人憎惡。’（29:27）
伍、 信息
尋求智慧，好使你在地上有敬虔的、蒙神悅納的生活。
陸、 鑰字和鑰節
1. 鑰字：(一)‘智慧＇（一2）；(二)‘愚昧人＇（三35）
2. 鑰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至聖者，便是聰明。＇（九10）
柒、 分段
箴言的內容，大部分是獨立的金句，不一定與上下文相連，所以它的分段比其他的經卷
難。我們根據它內容的性質，分段為：
1. 智慧的呼喊

一~九章

(1) 序言（1:1-1:7）
(2) 箴言第一集（1:8-9:18）
：敬畏神的人均需要行為上的聖潔；靈性上的聖潔；信仰上的聖潔。
2. 智慧的建造

十~廿四章

：所羅門勸誡世人（10－19）
，及他早年受教（19－22上）之箴言集。
(1) 箴言第二集（10－22:16）
(2) 箴言第三集（22:17-24:24）
：實際生活方面之提醒，一是有關所羅門個人方面之修養，二是
有關所羅門待人方面（作王，作審判官）之表現。
3. 智慧的堅固

廿五~卅一章

(1) 希西家年間所謄錄的箴言。（二五～二九）
編輯之人集過去所羅門精要之箴言編成一集，惟是因照希西家之吩咐，故也頗重「王」所判斷
方面之箴句。
(2) 亞古珥的言語。（三十）
對神（30：1－6）－承認自己無知，需要神的啟示； 對己（30：7－9）－關乎心靈的長進，
及物質之需要； 對人（30：10－23）－要一律平等，孝敬父母； 對物（30：24－31）－從動
物之性情中用智慧觀察學習人生的教訓。
(3) 利慕伊勒的言語。（三一）
全章分二段： 良母之言（31：1－9）－是母親肺腑之警誡，勿淫亂，勿醉酒； 賢妻之德（31：
10－31）－凡是敬畏神之婦女在品格、品行方面均得神與人之喜悅。
才德之女子是信徒的模範，也是基督新婦的代表。教會在主面前，當賢淑貞美，在末世時代發
出佳美之香氣。箴言書以「賢婦箴言」為終，誠為最妥善之結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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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分析
1. 所羅門的智慧–前無古人，後無來者
(1) 所羅門的智慧是從神而來（王上3:12）
(2) 普天下的王都來求見要聽所羅門的智慧話（王上10:24）
(3) 常侍立在他面前聽他智慧話的是有福的（王上10:8）
2. 箴言真正的目的乃是要帶領我們進入智慧的裡面。人如何能夠獲得這真的｀智慧＇？對於舊約
時代的信徒來說，他們必須深切的認識神和嚴格的敬畏神。對於新約時代的信徒來說，我們比他們
更有福，只須簡單的相信主耶穌。因為在亙古就有的，從太初就和神同在的，神藉之創造宇宙萬物
有位格的｀智慧＇（八22～31）
，已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就是我們的主。人有主耶穌，就
有那｀智慧＇，因為祂是神的智慧，
（林前一24）
，神也已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30）
(1) 智慧的呼籲（1～5）：
箴 8:1
智慧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
箴 8:2
他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箴 8:3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
箴 8:4
眾人哪、我呼叫你們‧我向世人發聲。
(2) 智慧作為道德的準繩（6～14）：
箴 8:6
你們當聽、因我要說極美的話‧我張嘴要論正直的事。
箴 8:9
有聰明的以為明顯、得知識的以為正直‧
箴 8:10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金。
箴 8:11 因為智慧比珍珠〔或作紅寶石〕更美‧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
箴 8:14 我有謀略、和真知識‧我乃聰明‧我有能力。
(3) 智慧與創造（22～31）：
箴 8:22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箴 8:23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箴 8:24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箴 8: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箴 8:26 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
箴 8:27 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箴 8:28 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
箴 8:29 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箴 8:30 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師、日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踊躍、
箴 8:31 踊躍在他為人豫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4) 智慧為生活的所需（32～36）：
箴 8:32 眾子阿、現在要聽從我‧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
箴 8:33 要聽教訓、就得智慧、不可棄絕。
箴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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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 8:35 因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
3.「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箴 9:1）每一根柱子 都說到我們裡面基督的品格。基督徒
的生命是由神賞賜而來的，但是基督徒的性格卻需要被建立。建立基督徒的性格就建立了神的
家。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箴 31:10 ）「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
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箴 31:30）操練敬虔，就是操練像神。當新婦預備
裝飾整齊，我們的主就要來迎娶祂的新婦–榮耀的教會，我們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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