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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之序言】



上一代留下了什麼「智慧」給我們？

什麼是你我人生的「左右銘」？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要使人曉得智慧
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
義、公平、正直的訓誨，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
知識和謀略，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
得著智謀，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
詞和謎語。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
智慧和訓誨 (箴言 1:1-7)



❖「智慧」在箴言全卷書出現超過 125次

❖「智慧」不是指「智力」而是指「道德」

- 智慧的人善用人生，愚昧的人虛度人生，就算世界最
聰明，最有學問的人，倘若虛度一生，也就是愚蠢

- 智商高的人可能很愚蠢，因為他在道德上愚蠢

- 智慧跟一個人的智商或教育無關，它卻與個人道德觀、
價值觀、世界觀... 品格、如何待人接物等...很有關係。



東南亞某地一位大工廠老闆，
教育程度淺，他屬下不少碩士
博士，他說：「讀書人的用處
是什麼呢？就是給我們這些不
讀書的人來使用！」

不要只追求知識學問，更要得到
生命的智慧！

書讀得多，讀得高有何用？



❖「智慧」希伯來 khokh-mah 包括了行動和實用知
識，
形容人的技能，如巧匠建造會幕、聖殿、聖品...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
充滿的，給亞倫作衣服 (出 28:3)

但願耶和華賜你聰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國...有許
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作各樣工的巧
匠 (代上 22:11-14)

- 智慧不是理論，而是實際技能，應用在生活上幫助人作
決定，給予方向。不單是用來謀生計，更是去應對人生
各種遭遇及處境 honestly, courageously and 

successfully.



❖智慧是「生活的藝術」the Art of Living

抗衡今天潮流中各方面沖激：individualism、
secularism、
relativism、tolerance...

箴言提及超過 180 種人物：義人、惡人、懶惰人、暴怒
人、褻慢人、貧窮人、富足人、傳舌的人、愛爭競的人、
驕傲人、謙卑人、正直人、愛管閒事的人、愚昧人...

How to deal with people, especially difficult people...



人文主義倡導「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但人卻因缺乏智慧，而利用知識互相殘殺，自我毀滅

(美國詩人)



一. 箴言之妙用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要使人曉得智慧
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
義、公平、正直的訓誨，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
知識和謀略，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
得著智謀，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
詞和謎語。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
智慧和訓誨 (箴言 1:1-7)



一. 箴言之妙用 (1:1-7)

A.使人得智慧和訓誨 (2節)

特別是：人生有目標，意義，生活有規範

B.使人有分辨力 (2節)

不至被許多說法所困，分不出是非好歹，真理歪理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腳步 (16:9)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 21:25)

愚蒙人是話都信；通達人步步謹慎 (14:15)

你說、他說、專家說、誰誰誰說...

但上帝怎麼說？

Instruction



一. 箴言之妙用 (1:1-7)

C.使人處事有準則 (3節)

人生最大悲哀莫過於迷亂，沒有仁義、公平、正直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21: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
和華衡量人心 (16:2)



一. 箴言之妙用 (1:1-7)

D.使愚人靈明，少年人有知識謀略 (4節)

- 知識幫助人做事，靈明及謀略幫助人運用知識

Peter Drucker (管理學專家)：
Efficiency (效率)–doing things right
Effectiveness (效用)–doing the right things

我們今天會否「有效率」地作著「沒效用」的事呢？

Working on the right things is what makes work effective!

正確地做事 vs 做正確的事



不擇手段

什麼是我們今天應該做的事呢？

如何確保我們在做正確的事呢？

從神來的智慧 Godly Wisdom 著重
人生的優先次序、生活道德法則、
如何榮耀神、尊重人...

以為數據成績代表了一切！



一. 箴言之妙用 (1:1-7)

E.使人聽見增長學問與智謀 (5節)

- 讓人更有見地，well rounded 

Alexander von Humbolt (德國博學家)
1769-1859

F.使人明白箴言、譬喻、言詞、謎語 (6節)

- 增強領悟力，more sharp
- 聽得懂格言之道理，譬喻的意思，謎語之底

可以幫助我審查年青時所忽略的東西

約瑟、但以理



二. 箴言的同意詞

A.訓誨 (2節) – discipline, instruction

B.通達言語 (2節) – words of insight 
& understanding

C.靈明 (4節) - prudence

D.知識 (4節) - knowledge

E.謀略 (4節) - discretion

F.學問 (5節) - learning

G.智謀 (5節)–guidance, counsel
2.看清事情因由

3.正確策劃人生
4.持定目標方向

通天雷達

1.建立塑造品格



三. 箴言的對象

A.愚人 (4節) – simple, naive

- 太過單純，容易上當或受別人影響...

B.少年人 (4節) – young youth

- 不成熟，較衝動，價值觀開放...

C.智慧人 (5節) –wise

D.聰明人 (5節) –discerning, man of understanding

- 頗有經驗和閱歷，有學問...

- 能分辨對錯是非、輕重先後...

仍
需
進
步
學
習

sophomore

Sophos = wise
Moros = fool

A wise fool!
以為自己什麼都懂！



三. 箴言的對象

If we don’t change we won’t grow, and if we don’t grow 
we’re not living. ∼ Gail Sheehy (美國作家講師)

It’s what we learn after we know that counts it all.  

E.愚妄人 (7節) –fools

- 蔑視神，自以為是的人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神！ (詩 14:1、53:1)



Boomers (1946-1964) 嬰兒潮

Busters (1965-1976) 克星代

Millenials (1977-1997)  千禧代

Zoomers (1998 and after) 數位代

Gen X

Gen Y
Gen Z

Traditionalists (Before 1946) 傳統代

https://www.iacet.org/news/iacet-blog/blog-articles/do-you-know-the-difference-between-generation-x-y-z/

時代劃分：

= 反判、抹除

= 歪風

= 歸零



四. 智慧的開端 (1:7、9:10)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 智慧來自與上帝的關係，如我們的屬靈雷達

- 希伯來文「開端」= 源頭、起點，或是「最重要」





四. 智慧的開端 (1:7、9:10)

- 希伯來文「開端」= 源頭、起點，或是「最重要」

智慧不是天生或後天培養而來，乃是從：
「上頭而來的」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
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雅3:17-18)



四. 智慧的開端 (1:7、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神放第一位：順服倚靠 = 積極
遠離惡事 = 消極

怎樣才是「敬畏」神呢？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
遠離惡事 (箴3:7)

To many people, God is an “after-thought” 
not the first thought!

不是害怕而是尊崇，在神面前自卑



Two Sides：

1.God might hurt us

2.We might hurt His heart

Oswald Chambers:

Fear God, fear nothing 
else.  Don’t fear God,
Fear everything else.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9:10)

背 頌 金 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