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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一)概論 
箴言是舊約最實際的書卷，它教導神的子民以智慧處理日常生活各樣事務，特別是神與人，

家庭、鄰里、社會、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箴言不只是理論而已，並且實際

可行，自古至今都能運用。這些智慧的話是神的恩賜，帶著聖靈的膏抹，讀一句箴言雖只

要幾秒中，但卻可以一生受用不盡。主要的作者是所羅門，另外還有亞古珥和利慕伊勒，

經後人編錄而構成這卷箴言書。神的子民存著敬畏的心來讀箴言，不僅可以得著待人處事

的智慧，也可以得著屬天的智慧。 
 
一. 箴言的簡介 

顧名思義，箴言是一卷以智慧為主題的書卷，裡頭的教導，不只使人得著屬世的智慧，應

用在日常的生活中。更是引導神的子民得著屬天的智慧，得以認識神。 
1. 書名：箴言書的字首 mashal，希伯來文的意思是：「一句決斷的話，用相似的模擬或比

喻，用很精簡的文字，表達深刻的含意。」書中說到所羅門的箴言，或智慧人的箴言(箴
1:1; 10:1; 24:23; 25:1)，表示這些是智慧的話，如傳道者因有智慧，將知識教訓眾人，

又默想，又考查，又傳說許多的箴言(傳 12:9)。 
2. 背景：箴言屬於智慧書的一種，編在聖經中，讓神的子民在日常生活中應用。 

a. 作者：箴言是編輯而成的書卷，其中有名字的作者有：所羅門、亞古珥(30)、利慕

伊勒(31)，有被稱為智慧人(22:17)，另外也有無名的作者。 
b. 編輯：所羅門寫了箴言 3000 句(王上 4:32)，但被編在箴言書只有幾百句。加上其

它智慧人的箴言，編輯而成這卷書，讓人容易明白，並且實行。 
c. 時間：所羅門壯年時〔940 B.C.〕，或在希西家時期〔~700 B.C.〕，至少在公元前三

世紀時，箴言已經編入舊約正典，並深入猶太人生活傳統。 
d. 正典：本書在猶太人從被擄之地歸回後，被編入聖經正典。在希伯來文聖經是被編

在「著作 Ketubim」，與詩篇、約伯記、傳道書等，編在一起。 
3. 文體：不同於聖經中的律法、歷史、詩歌，和預言類的啟示文學，箴言屬於智慧書的

範疇。它不用散文敘述，而是用詩詞、比喻、格言、詰語、短敘等文體，有些是兩對應

的句子，有些短敘的句子，使人便於記憶，共約 900 句。 
4. 結構：整卷箴言書是以所羅門的箴言為主體，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用較長的句

子的訓誨箴言，第二部分以兩相對應的句子為主體，第三部分則是希西家所編錄所羅門

的箴言，最後兩小段是亞古珥和利慕伊勒的訓誨真言。 
主題 智慧的訓誨 善惡的對比 希西家謄錄集 愚拙的智慧 神家的格言 

分段 
章 

所羅門箴言(1) 
1-9 章 

所羅門箴言(2)
10-24 章 

所羅門箴言(3)
25-29 章 

亞古珥箴言 
30 章 

利慕伊勒箴言 
31 章 

時間 950~700 B.C. 
5. 對象：箴言被編入聖經正典中，主要是寫給神的子民，不僅用以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世，

更是隱含各樣屬靈的奧秘與教訓。由於箴言以智慧為主題，教導處世的智慧與作人的原

則，所以，也適用於世人，使他們得著智慧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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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的傳承 

箴言的主題是「智慧」，自從人類亞當在伊甸園時，就渴望得著智慧。其實神在創造萬物與

人的時候，就把智慧安在其中，代代相傳，最終也要回歸智慧的源頭。 
1. 智慧的源頭：智慧是從神來的，祂是智慧的源頭，從神的屬性和祂的作為，都彰顯神

的智慧。神的子民若順從神的法則，遵行神的旨意，就得著智慧。 
a. 神的創造：神以智慧創造天地(箴 3:19)，直到如今所觀察到的宇宙自然，都顯出神

創造的奇妙，藉著受造之物，就顯明神的永能和神性(羅 1:20)。  
b. 神賜律法：神與以色列人立約，賜他們律法，叫他們信靠遵行，這就是他們在萬民

眼前的智慧(申 4:6)。使他們可以從神得福，日子得以長久。 
c. 神的救贖：神藉著基督十字架，完成救贖，在人看來是愚拙的，但卻是神的智慧(林

前 1:23-24)。也是人所不能明白神奧秘的智慧(林前 2:6-7)。 
2. 智慧的變質：智慧是神的恩賜，受造之物墮落之後，神並沒有收回這恩賜，只是這些

智慧使人與神隔絕，不能認識神，也不能明白屬靈的事(林前 2:14)。 
a. 屬地的：即世界的智慧，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林前 2:6)，使人貪愛世俗，這些都

是短暫的，充滿詭計和欺騙，讓人盲從(弗 4:14)。不能存到永恆。 
b. 屬情慾：人被誘惑犯罪，雖得智慧，結局卻是死(創 3:6)；雖能分別善惡，卻無法

行善(羅 7:19)；自以為有智慧(賽 5:20-23)，卻不認識神(林前 1:21)。 
c. 屬鬼魔：撒但受造原是智慧充足，因驕傲墮落(結 28:12, 17)，成了說謊之父，敵擋

真理(約 8:44)，比一切活物更狡猾(創 3:1)，迷惑眾人(啟 13:14)。 
3. 所羅門的智慧：所羅門的智慧勝過世上萬人(王上 4:31)，最終卻敗壞了智慧。 

a. 向神求智慧：所羅門向神求智慧，好判斷神的子民。神喜悅他所求的，並賜他富貴、

長壽(王上 3:5-14)。聖徒求智慧，神必樂意賜下(雅 1:5)。 
b. 憑智慧治國：神賜所羅門極大的智慧和廣大的心(王上 4:29-34)，他不僅為神建殿，

並將以色列治理得成為富強、康樂、強大(王上 10:14-29)。 
c. 被智慧所誤：所羅門娶了各國的公主和外邦的女子為妻，這些妻妾誘惑他的心去隨

從別神，以致得罪神，使國家分裂成南、北國(王上 11:1-13)。 
4. 基督的智慧：基督將神表明出來，祂道成肉身，用智慧的話傳講天國的教訓，啟示天

國的奧秘，並言明祂比所羅門更大(太 12:42)，祂就是神的智慧。 
a. 神的七靈：基督藉著神的靈，將神完全地啟示出來：就是耶和華的靈、智慧和聰明

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賽 11:2)。 
b. 屬天智慧：基督是神的奧秘，所積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識都在祂裡面藏著(西 2:3)。

基督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太 13:34)。 
5. 聖徒的智慧：智慧從神而來，新約聖徒因信基督，就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並且得

著聖靈，在基督裡便得著智慧，因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林前 1:24, 30)。 
a. 屬靈的智慧：聖徒被聖靈充滿，就能在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知道神的旨意(西

1:9)。也藉著智慧和啟示的靈，認識神的屬性和作為(弗 1:17-18)。 
b. 屬靈的恩賜：聖靈賜下屬靈的恩賜，使聖徒得著智慧的言語(林前 12:8)，使聖徒用

智慧與外人交往(西 4:5)，用諸般智慧將人引到主面前(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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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箴言的內容 

箴言所編錄的被納入聖經正典，雖然是智慧人所寫的，但句句都有聖靈的感動，當中隱含

神的啟示。這些話並非深奧難懂，而是極為簡單，可以應用在實際待人處世的生活上，和

屬靈生命的追求上，顯出作人的智慧，和作神兒女的智慧。 
1. 敬畏耶和華〔1-3 章〕：敬畏耶和華是本書的主軸，貫穿在整卷箴言書。只有當人對神

心存敬畏，才能看重神的誡命，遵行神的旨意。這便得著智慧的心，從神蒙恩得福，成

為祝福別人的管道，在在樣的善事上，使人得造就。 
2. 受教的心志〔4-7 章〕：箴言多次以父老的口吻，說出智慧的教訓，教導他的兒女。若

謙卑受教，便得著智慧，蒙神保守，不致陷入惡人的網羅。若不肯受教，放縱少年人的

私慾，就因無知而遭災禍，受虧損，甚至失喪了性命。 
3. 智慧的本質〔8-9 章〕：箴言第八章是對智慧的歌頌，智慧被擬人化，可預表聖子基督。

祂是神的智慧，也是我們的智慧(林前 1:24, 30)，神藉著基督，以智慧創造天地(約 1:3; 來
1:2)。也藉著基督完成救贖，建造神的殿(弗 2:20-22)。 

4. 作智慧之子〔10-12 章〕：箴言第 10 章之後，以對比的語句，教導人分辨是非善惡，讓

人分辨義與不義、智慧和愚昧、蒙福與災禍、勤勞與懶惰、富足與貧窮，作不同的對比。

讓人領受智慧的教訓，就得以成為智慧之子(太 11:19)。 
5. 正確的選擇〔13-15 章〕：神給人自由意志，也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人的面前，叫他們做

正確的選擇，不至失腳。箴言說到的兩種對比十分鮮明，讓人可以很容易判斷。箴言隱

含屬天的真理，使人能用屬天的法則，經營地上的生活。 
6. 交託神手中〔16-18 章〕：箴言不斷地提醒人，要知道自己的位分，不可自以為義，也

不要憑自己的意思任意判斷。而是存敬虔的態度，知道神統管萬有，祂是審判的主，要

查驗神的旨意。不要自己作主，而是凡事都交託在神手中。 
7. 口舌的管制〔19-21 章〕：箴言說到人際關係和倫理生活，說話的方式和技巧十分重要。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太 12:34)，人若能管制自己的舌頭，就能管制全身(雅
3:2)。智慧之子的口要說智慧的話，使人得益處。 

8. 父老的教訓〔22-24 章〕：本書也編錄不知名的智慧人所說的箴言，共 30 則，形式就好

比古埃及的智慧語錄。這些箴言不是只講道理，而是實際可以應用，以智者的口吻，直

接指明人們當如何做智慧的事，句句簡潔生動，易於背誦。 
9. 睿智的治理〔25-27 章〕：箴言第 25-29 章說到希西家所謄錄所羅門的箴言，希西家敬畏

神，進行改革，渴望像所羅門一樣，有智慧來治理神的百姓。 
10. 君臣的本分〔28-29 章〕：箴言不僅說到作臣民的態度與本分，也說到作君王應該有的

權責與楷模。聖徒不僅要作神的子民，也要與基督一同作王掌權。 
11. 亞古珥的話〔30 章〕：亞古珥自表謙卑，自認沒有智慧，不認識神，看起來雖然愚拙，

卻是最有智慧(林前 1:21)。沒有人能知道神，但若與神兒子建立關係，就能知道一切的

奧秘，只有祂才能將神表明出來(太 11:27; 約 1:18)。 
12. 母親的真言〔31 章〕：利慕伊勒身為君王，他母親給他真言講論才德的婦人。正如亞伯

拉罕為以撒找尋新婦，基督也為自己預備新婦〔教會〕，新婦不在乎外在的艷麗和美容，

而在乎是否敬畏神，順服神，使她蒙福，討主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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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箴言的靈訓 

箴言中有寶貴的屬靈原則，叫人敬畏神，柔和謙卑，甘心受教。對新約聖徒而言，要看到

基督的啟示，使我們能效法祂，活出智慧的人生，也有屬靈的智慧悟性。 
1. 效法主耶穌：從箴言中看到基督，祂就是我們的智慧。所以要效法基督道成肉身，像

祂一樣，讓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的心，都一齊增長(路 2:52)。 
a. 天上智慧 IQ：基督活在世上，藉著敬畏和順服神，顯出祂的智慧。聖徒要得著上

頭來的智慧，活出基督的樣式，結出聖靈的果子(雅 3:17-18)。 
b. 基督身量 PQ：神給基督身體，祂不隨意行，而照父的旨意行(來 10:5-7)。聖徒就

是基督的身體，要成熟長大，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2-16)。 
c. 對神關係 SQ：耶穌與父神的關係緊密連接，父喜悅祂，因祂總以父的事為念(路

2:49)。聖徒在基督裡，也當思念上面的事(西 3:2)，尋求神的國。 
d. 與人關係 EQ：基督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並為眾人捨命(太 20:28)。

也不求自己的喜悅，聖徒也當如此，叫鄰舍喜悅(羅 15:1-3)。 
2. 敬虔的態度：箴言提醒人不要仰賴自己的聰明，不要根據自己的判斷，因為還有更高

的智慧。當明白按著我們所當知道的，我們仍是不知道(林前 8:2)。 
a. 敬畏：人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有許多奧秘的事是人所不明白，尤其是屬神的事，

神名叫什麼？神兒子名叫什麼？只有神才能啟示(太 11:27)。 
b. 受教：神藉著各種不同的方式教導人，藉著各樣的環境，所臨到的事，和所聽到的

話，都是神所命定的。只有存受教的心，才能明白(賽 30:20)。 
c. 謙卑：驕傲使人自高自大，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 16:18)。撒但因

驕傲敗壞智慧，從天墜落；基督因謙卑而被神高舉，得著榮耀。 
3. 聖靈的開啟：箴言的字面意思，人人都看得懂，但其中的內涵和屬靈的意義卻是隱藏

的。需要聖靈的啟示，賜下智慧的靈，才能真正明白，使人得益處。 
a. 隱藏的珍寶：寶貴的東西是被珍藏，不輕易示人(太 7:6)。箴言中有許多比喻和謎

語，需要人詳細尋求、考查，才能將隱藏的屬靈珍寶發掘出來。 
b. 話語的亮光：神的話如燈照在暗處(彼後 1:19)，祂的話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

人通達(詩 119:130)。使人不再黑暗裡摸索，而是行在光明中。 
c. 屬靈的原則：神的話是活潑的，不要把箴言定位在處世的智慧，拘泥於字句。而是

從中看到聖靈的啟示和屬靈的原則，把它當作神對人說的話。 
4. 聖徒的生活：箴言中有許多話被新約聖經所引用，可以成為基督徒生活守則。但不要

把它當作律法式的教條，而是靠著聖靈來認識話語中的奇妙和奧秘。並靠著聖靈，和神

所賜的恩典，將神透過箴言對我們所說的話，實行出來。 
a. 信而順服：箴言不只是教條與口號式的教訓，而是使人得著信心，被神的靈摸著，

讓箴言不只是知識，更是聖靈說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b. 明白領悟：神的子民要知道天國的奧秘(太 13:11)，聖徒得著聖靈，就靠聖靈明白

神的事，用聖靈指教的話，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林前 2:13)。 
c. 身體力行：聖徒聽道，也要行道；有了信心，還要有行為。箴言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叫屬神的人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