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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十二)亞古珥的話 

【閱讀經文】箴言 30:1-33 

在所羅門的箴言之外，箴言還錄了亞古珥和利慕伊勒的真言，這兩篇都是長句的

箴言，不像先前獨立的短句，所陳述的有一貫的脈絡和主題。亞古珥強調謙卑，

他自謙比眾人更蠢笨，其箴言的特色是多次用幾樣數字來列舉，故有「數字箴言」

之稱。他從神的創造、人際關係，和觀察動物與自然現象，來學習謙卑的功課。

字面上看，是日常生活的智慧，當中卻有神的默示，顯明神的救贖和聖徒的本分。 

 

一. 認識造物主〔箴言 30:1-6〕 

亞古珥從神的偉大創造，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和渺小。科學家探究新知，當他明白

一個定律和真理，又引發更多的無知。所以愈是智慧廣博的人，愈意識到自己的

無知。若有人自以為知道什麼，按著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無知的(林前 8:2)。 

1. 智者對話錄：這篇是亞古珥對以鐵和烏甲說的話，可能是師傅教訓他的門徒。

這些人名的背景不詳，只能從名字的意思來思想，臆測可能的屬靈意義。 

a. 雅基的兒子亞古珥：亞古珥的意思是「聚集者」，雅基是「順服」的意思。

聖徒順從聖靈，成為神的兒女，從神領受各種教訓，成為智慧的兒女。 

b. 真言：希伯來文 massa，是「重擔」的意思，或譯作默示，意思是神諭。

當神的話臨到神的僕人，這些話便是重擔，必須將其釋放出去。 

c. 以鐵與烏甲：以鐵的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烏甲的意思是「吞吃」。

神的默示臨到，就帶下神的同在，並要將神的話吃下去(耶 15:16)。 

2. 自謙為愚蠢：亞古珥自承為眾人中最蠢笨的，不是沒有緣由，而是被神光照、

開啟。如保羅發現自己在罪人中是罪魁(提前 1:16)，因領悟自己的無知，而

引發依靠神的心願。如蘇格拉底說：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a. 我比眾人更蠢笨：當人醒悟過來，發覺做了愚蠢的事，便為自己的無知

深深悔悟。其實這時他便得了智慧，能領受教訓，被神引導(詩 73:22-24)。 

b. 也沒有人的聰明：當人自以為聰明，志氣高大，就不能明白神所隱藏的

事物(太 11:25)。當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自以為愚拙，神就向他顯明。 

c. 我沒有學好智慧：憑著自己的智慧，人無法認識神(林前 1:21)。若謙卑

向神求智慧，神必應允(王上 3:7,9; 雅 1:5)，就必得著從神來的智慧。 

d. 也不認識至聖者：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箴 9:10)。除了子，和子所願意

指示的，沒有人認識父(太 11:27)。藉著神兒子的啟示，世人才能認識神。 

3. 誰能認識神：亞古珥用一連串的問題來述說創造主的奇妙和偉大，約伯記中

神也向約伯問過類似的問題(伯 38:4-11)。只有神才能將自己啟示出來。 

a. 升天又降下來：神在天上至高至聖的所在，人只有升到天上才可能認識

至聖者。只有從天降下神的兒子，才能把天父表明出來(約 1:18; 3:13)。 

b. 誰聚風在掌握中：希伯來文的風與靈是同一字。風隨著意思吹(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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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氣息都在神手中(詩 104:29-30)，靈終要歸回賜靈的神(傳 12:7)。 

c. 誰包水在衣服裡：神將水分成空氣以下的水，和空氣以上的水(創 1:7)。

又分成各種形式的水(伯 38:16-38; 26:8)，用以降災、爭戰，並滋潤大地。 

d. 誰立定地的四極：指空間的形成，宇宙的界限，是神所定，也由神掌控。 

4. 神兒子的名：亞古珥問神兒子的名叫什麼。神是獨一的神，若不藉著啟示，

不可能知道神兒子。祂名叫什麼？祂兒子名叫什麼？你知道嗎？ 

a. 神的名：沒有人能知道神的名，只有神向人啟示才能知道祂的名。神向

亞伯拉罕啟示為全能的神，向摩西顯明祂是耶和華(創 17:1; 出 6:2-3)。 

b. 神兒子：天使和世人都是神造的，故稱為神的兒子(伯 38:7; 來 12:10)，

但有一位是與神同等、同尊、同榮，也參與神的創造工作(來 1:1-5)。 

5. 煉淨的言語：神藉著祂的話向祂的子民啟示祂自己，神兒子的名稱為神之道

(啟 19:13)，當祂顯現時，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啟 1:16)。神的道是

活潑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來 4:12)，能鑑察人心，並施行審判(約 12:48)。 

a. 句句煉淨：神的言語是純淨的言語，如銀子在泥爐中煉過七次(詩 12:6)。

能甦醒人心，使人有智慧，快活人心，明亮人眼目，存到永遠(詩 19:7-9)。 

b. 不可加添：神的話永不廢去，不可隨意強解聖經(彼後 3:16)，不可加添，

也不可刪減(申 4:2; 太 5:18)，聖經最後一卷書也如此宣告(啟 22:18-19)。 

 

二. 求主兩件事〔箴言 30:7-9〕 

亞古珥向神的祈求，就如主禱文中的求父賜下每日的飲食，不要遇見試探，顯出

對神絕對的倚靠。讓這一生不倚仗自己的聰明，而是求主幫助，求主來保守。 

1. 今生的懇求：我求祢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30:7)。所羅門求

一件事，要得智慧，結果晚年失敗。亞古珥求兩件事，渴望保證不失腳。 

a. 雙重的保障：神與亞伯拉罕立約，藉兩件不更改的事：1) 神決不能說謊，

2) 誓約的果效；使所得的應許堅定不移(來 6:17-19)，得著雙重保障。 

b. 我未死之先：堅定地懇求，表示今生必須要得著，決不能輕易放過的。

就如雅各請求神的使者：「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創 32:26)。 

2. 虛謊遠離我：撒但受造時智慧充足，但因驕傲犯罪，以致充滿虛假和謊言，

心中毫無真理(約 8:44)。要得著真智慧，就要遠離虛謊，脫離撒但的權勢。 

3. 不貧也不富：所羅門不求富，也不求壽，只求智慧(王上 3:11)。亞古珥則求

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他仰望神供應，完全不靠自己。 

a. 不求富足：恐怕我飽足不認祢，說耶和華是誰呢？富足和飽足的人靠著

自己就得滿足，不需要倚靠神，他們有禍了(路 6:24)，因在神裡不富足。 

b. 不要貧窮：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神是豐盛之主，

屬祂的人必不缺乏。人因飢餓偷竊，人不藐視他(箴 6:30)，但褻瀆主名。 

 

三. 通曉人間事〔箴言 3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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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古珥的真言叫人明白人情世故，教訓人們要柔和謙卑，尊重權柄，知足常樂。

若是驕傲自大，就會行事邪僻，被無止境的慾望所吞噬，造成悲慘的結局。 

1. 勿輕看僕人：你不要向主人讒謗僕人，恐怕他咒詛你，你便算為有罪(30:10)。

對於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應該表示同情與該有的尊重，因為我們同有一位主

在天上(弗 5:9)。基督來作眾人的僕人，聖徒不可輕看小子裡的一個(太 18:10)。 

2. 四種惡性情：四個不同世代人，因驕傲發展成：從不尊重權威，自以為義，

狂傲自大，到任意妄為。驕傲決定人對尊長、自己、世人，和弱者的態度。

驕傲是罪的源頭，由隱而未現的錯失和小罪，會發展到任意妄為的大罪。 

a. 反抗權威：咒詛父親，不給母親祝福。不尊敬父母，律法定罪(出 21:17)。 

b. 自以為義：自以為清潔，卻沒有洗去自己的污穢。以自我為中心來判斷

其他的人。就像法利賽人自以為義(太 23:25-28; 路 18:9,11)，看別人不義。 

c. 狂傲自大：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舉。不敬畏神，自稱是神。 

d. 任意妄為：牙如劍，齒如刀，要吞滅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間的窮乏人。

欺壓窮人，無憐憫之心，如末世敵基督任意而行(啟 13:5)，施行殺戮。 

3. 不知足的事：螞蟥有兩個女兒，常說給呀，給呀！有三樣不知足的，連不說

「夠的」共有四樣(30:15)。螞蟥俗稱水蛭，前後有兩吸盤，專吸動物的血。 

a. 陰間：陰間是死人無盡的歸處。基督從陰間出來，不再有死亡(啟 21:4)。 

b. 石胎：女人不生育，她的愁苦與空虛，無法填滿。但基督能改變(賽 54:1)。 

c. 浸水不足的地：沒有充足水分之地。但神要降下透雨，使地肥美(詩 65:9)。 

d. 火：火吞沒一切。聖徒經過火的試煉，就被煉淨成為榮耀(彼前 4:12-13)。 

4. 輕慢父母的：尊重父母的人有得著長壽的應許(出 20:12)。輕慢父母必被咒詛

(申 27:16)，甚至治死(出 21:17)，死後必無葬身之處，屍身被鳥啄食(申 28:26)。 

 

四. 四樣奇妙事〔箴言 30:18-31〕 

神創造的作為，即使是明明可知的受造之物，有許多是人不能測透的。神藉著有

形質的事物，來反映屬天的信息，需要信心和屬靈的智慧，才能明白(約 3:12)。 

1. 測不透的事：就如神問約伯地上活物的生活運行(伯 39:1-30)，他尚且不知道，

如何能知道天上的事。但藉著聖靈的啟示，讓人可以明白屬靈的奧秘(弗 3:5)。 

a. 鷹在空中飛的道：由鷹的運行，來認識屬靈的事(伯 39:26-30; 太 24:28)。 

b.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蛇代表罪的起源，磐石是基督。救贖是奇妙的奧秘。

基督十字架的救贖，是藉著祂成為罪身的形狀做成的(羅 8:3; 約 3:14)。 

c. 船在海中行的道：神將管理的權柄賜給人，使萬物和經行海道的都伏在

他的腳下(詩 8:6-8)。神藉著教會，使執政、掌權的得知神的智慧(弗 3:10)。 

d. 男與女交合的道：夫妻二人成為一體，代表基督與教會合一(弗 5:31-32)。 

e. 淫婦的道也是這樣：她吃了，把嘴一擦就說：我沒有行惡(30:20)：淫婦

可指墮落的信徒(林後 11:2-4)，離棄基督，行邪淫，卻不自知(啟 2:14)。 

2. 使地擔不起：世人各有其位分，若卑賤的居高位，便是地大變動。聖徒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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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奴、卑賤、醜陋、污穢，因神的恩典而能坐在天上(來 12:26-28; 弗 2:1-6)。 

a. 僕人作王：神使人升高，使人降卑，祂使貧寒人與王子同坐(撒上 2:8)，

使約瑟由卑而尊(創 41章)，就如基督降卑為奴，卻升為至高(腓 2:6-11)。 

b. 愚頑人吃飽：就如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詩 73:3-12)，令人心懷不平。 

c. 醜惡的女子出嫁：羔羊婚筵時，若不妝飾整齊，就不能進到婚筵場上。 

d. 婢女接續主母：夏甲由婢女成為亞伯拉罕的妾，給以色列人造成麻煩。 

3. 聰明的小物：神造的萬物中，許多微小、軟弱，無力的，但仍能在世生存。

顯明軟弱中的大能，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13:3-4)。 

a. 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糧食(30:25)：象徵勤奮與預備(箴 6:8)。

要得著智慧的心就要為將來和永恆的事預備，並努力進天國(太 11:12)。 

b. 沙番是軟弱之類，卻在磐石中造房(30:26)：神給沙番藏身處(詩 104:18)。

人面對罪惡，都是軟弱的，但神預備磐石(林前 10:4)，使罪人得以投靠。 

c. 蝗蟲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30:27)：蝗蟲雖無君王，行動卻有秩有序。

聖徒彼此互為肢體，看似沒有君王，卻連於元首基督，同心興旺福音。 

d. 守宮〔壁虎〕用爪抓牆，卻住在王宮(30:28)：守宮的爪可以緊抓牆壁，

所以能住在王宮。聖徒要緊緊抓住主，生命與主連合，就常住在主裡面。 

4. 威武行路者：這裡指出四樣威武行路者，無所畏懼。罪人因罪而躲藏(創 3:8)。

因基督的救贖，便在審判時，挺身昂首，坦然無懼(路 21:28; 約一 4:17)。 

a. 獅子：獅子是百獸之王，沒有天敵。獅子形容撒但，吞吃神子民(彼前 5:8)；

也形容基督，猶大支派的獅子(啟 5:5)。本質不同，一是驕傲，一是謙和。 

b. 獵狗：或譯：雄雞、戰馬，希伯來文字義「腰部以帶束緊的」。神以能力

束腰(詩 93:1)，聖徒以真理束腰，也以謙卑束腰(弗 6:14; 彼前 5:5)。 

c. 公山羊：公山羊要顯出威武雄壯，來贏得對母山羊的吸引和支配權。 

d. 無人能敵的君王：或譯有軍隊與他同在的王。王以兵多、民多顯為榮耀。 

 

五. 不做愚昧事〔箴言 30:32-33〕 

亞古珥的結論，是叫人不可作愚昧人，要保持謙卑，心存良善；時時察自驗己的

行為，常常提醒自己不可激動紛爭，引發怒氣。這樣就能顯出智慧，作完全人。 

1. 察驗行為：亞古珥叫人察驗自己的行為，看看是否做了愚頑的事，沒有智慧；

是否驕傲自大，沒有謙卑；或是心懷惡念，沒有良善。若是這樣，就當用手

摀口，表示驚奇、慚愧(伯 40:4; 彌 7:16)，並要因此痛心，深表自責(詩 73:22)。 

2. 攔阻怒氣：亞古珥用比喻勸人不要惹別人的怒氣，以免引起爭端，造成衝突

和傷害。搖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樣，激動怒氣必起爭端(30:33)。 

 

結論 

亞古珥的言語充滿謙卑的語氣和態度，謙卑地面對造物主，謙卑地領受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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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地信靠主，謙卑地面對人，謙卑地向自然界與動物學習，謙卑地止住怒氣，

忍耐寬容。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人若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神就

將祂自己更多地向他啟示。亞古珥的話隱含許多的真理，聖徒被聖靈開啟，就能

從字裡行間，看到耶穌基督的屬性和祂的作為。基督是謙卑的僕人和羔羊，也是

得勝的君王和救主；聖徒效法基督，也要在謙卑和軟弱中彰顯神的榮耀和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