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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十)睿智的治理 

【閱讀經文】箴言 25-27章 

箴言 25~29章也是所羅門的箴言，由希西家的人所謄寫的。希西家在所羅門之後

兩百多年作王，當時北國以色列已經亡國，南國猶大汲汲可危，希西家登基後，

發動改革，重修聖殿，遵行律法，恢復聖殿敬拜和獻祭，導致國家和宗教的復興。

他也安排人謄錄所羅門的箴言，表示他像所羅門一樣，渴望得著智慧來治理神的

百姓。神也使他像所羅門一樣，使國家成為富強康樂(代下 32:27-30)。這些箴言

較多強調為政之道，和勸化百姓的智慧之言，作為管理和從政人員寶貴的參考。 

 

一. 為政的職分〔箴言 25:1-28〕 

人是按著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的，神把管理的權柄賜給人，叫他們管理神所造的

一切。治理的智慧也是神所賜的，神若給人職分，也必賜他恩賜完成管理的使命。 

1. 高位的權責：所羅門向神求智慧治理以色列民，智慧人有能力管理眾人之事，

知道自己的本分，知所進退。聖徒蒙召要與主同作王，治理神的家(路 19:17)。 

a. 求智慧：以下也是所羅門的箴言，是猶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謄錄的(25:1)。 

b. 隱秘的事屬神，明顯的事屬聖民(申 29:29)：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

察清乃君王的榮耀(25:2)。君王若能分辨是非，公正處事，也是他的榮耀。 

c. 君王不輕言諾：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測不透(25:3)。 

d. 王面前的惡人如同銀子中的渣滓，需要清出：除去銀子的渣滓就有銀子

出來，銀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惡人，國位就靠公義堅立(25:4-5)。 

e. 謙卑讓座(路 14:7-11)：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

寧可有人說：請你上來，強如在你覲見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25:6-7)。 

2. 合宜的應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藉著說話彼此溝通，所以言語要

常帶著和氣，好像用鹽調和(西 4:6)。不是製造對立和爭競，而是和諧與平安。 

a. 審判台前，無一是完全(約 8:7; 太 18:15)：不要冒失出去與人爭競，免得

至終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樣行了。你與鄰舍爭訟，要與他一人辯論，

不可洩漏人的密事，恐怕聽見的人罵你，你的臭名就難以脫離(25:8-10)。 

b. 受教者的舌頭與耳(賽 50:4)：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智慧人的勸戒，在順從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環和精金的妝飾(25:11-12)。 

c. 及時雨和沒有雨的雲彩(猶 12)：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裡舒暢，就如

在收割時有冰雪的涼氣。空誇贈送禮物的，好像無雨的風雲(25:13-14)。 

d. 以柔克剛：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25:15)。 

e. 娶妻娶德(21:9, 19)：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

人同住(25:24)。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詩 84:10)。 

f. 佳美福音：有好消息從遠方來，就如拿涼水給口渴的人喝(25:25)。 

3. 自我的克制：人生在世，不能以自我為中心而不顧別人，也不能隨從自己的



 - 38 - 

情慾，任意而行。各人需要彼此包容、自我節制，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諧美好。 

a. 適可而止，物極必反：你得了蜜嗎？只可吃夠而已，恐怕你過飽就嘔吐

出來(25:16)。吃蜜過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的(25:27)。 

b. 要懂人情世故：你的腳要少進鄰舍的家，恐怕他厭煩你，恨惡你(25:17)。 

c. 和解(羅 12:20-21)：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吃；若渴了，就給他水喝；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耶和華也必賞賜你(25:21-22)。 

d. 無牆之城，仇敵可以任意進出(尼 2:13)：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

的城邑沒有牆垣(25:28)。不克制己心，就有破口，給仇敵留地步(弗 4:27)。 

4. 作人的本分：律法定了國民當盡的本分，但在律法之外，還有道德和人倫的

約束。為政者還要建立起和諧的社會規範，使人曉得是非善惡，知所進退。 

a. 以口殺人：作假見證陷害鄰舍的，就是大槌，是利刀，是快箭(25:18)。 

b. 所託非人：患難時倚靠不忠誠的人，好像破壞的牙，錯骨縫的腳(25:19)。 

c. 傷口撒鹽：對傷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脫衣服，又如鹼上倒醋(25:20)。 

d. 招惹人怒：北風生雨，讒謗人的舌頭也生怒容〔使人發怒〕(25:23)。 

e. 與惡人扯不清：義人在惡人面前退縮，好像 渾之泉，弄濁之井(25:26)。 

 

二. 警誡作惡的〔箴言 26:1-28〕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人因著罪，生來就有犯罪和作惡的本能；國家要治理得好，

為政者就要先管制愚昧人和愚昧的行為，激勵百姓向善，創造和諧美好的環境。 

1. 愚昧的作為：箴言 26:1-12說到有關愚昧的事，愚昧人要受管教，被規範；

愚昧人不宜居高位，也不宜肩負重任，免得害了自己，也害了眾人。 

a. 不合時宜：夏天落雪，收割時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榮也是如此

(26:1)。神統管萬有，定下先後和尊卑，不合神的法則就不蒙神賜福。 

b. 管制愚人：鞭子是為打馬，轡頭是為勒驢；刑杖是為打愚昧人的背(26:3)。 

c. 回答愚昧人：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要照愚

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26:4-5)。耶穌受審不回答，

也塞住人的口(太 22:46; 26:63; 27:14)；保羅不得已說愚妄話(林後 11:16)。 

d. 信靠愚昧人是沒有益處，且是危險的，不僅傷人，也傷自己(太 15:14)：

藉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斷自己的腳，自受損害。瘸子的腳空存無用；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將尊榮給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

機弦裡。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荊棘刺入醉漢的手(26:6-9)。 

e. 自取其辱(彼後 2:22)：雇愚昧人的，與雇過路人的，就像射傷眾人的弓

箭手。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轉過來吃牠所吐的(26:10-11)。 

f. 妄自尊大者：你見自以為有智慧的人嗎？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26:12)。

自以為有智慧者，做了愚昧事(羅 1:22)，自承愚昧者卻樂意受教(箴 30:2)。 

2. 無謂的傷害：為政者要勸化百姓，警戒他們，並以法律管制他們。不讓他們

做出愚昧的事，造成無謂的傷害，損人不利己，破壞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 39 - 

a. 無故的咒詛：麻雀往來，燕子翻飛；這樣，無故的咒詛也必不臨到(26:2)。

神的子民蒙神保守，不受咒詛之害(民 23:23; 加 3:13)，不懼無故的咒詛。 

b. 人揪住狗耳，必被狗所咬；人若好管閒事，必自招惹麻煩，惹禍上身：

過路被事激動，管理不干己的爭競，好像人揪住狗耳(26:17)。 

c. 遊戲人間，後果不堪設想(撒下 2:12-27)：人欺凌鄰舍，卻說：我豈不是

戲耍嗎？他就像瘋狂的人拋擲火把、利箭，與殺人的兵器(26:18-19)。 

d. 害人之心不可有，神必伸冤，叫惡人陷在自設的網羅(詩 9:16; 傳 10:8)：

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滾石頭的，石頭必反滾在他身上(26:27)。 

3. 懶惰的心態：每個人都有當做的本分與應盡的義務，若沒有做到該做的事，

就是罪惡 sin，也就是打不中標的。又惡又懶的僕人，主必懲治(太 25:26)。 

a. 懶人的藉口(箴 22:12)：懶惰人說：道上有猛獅，街上有壯獅(26:13)。 

b. 賴著不動，逃避現實：門在樞紐轉動，懶惰人在 上也是如此(26:14)。

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裡，就是向口撤回也以為勞乏(26:15; 同於 19:24)。 

c. 懶人想出巧計：懶惰人看自己比七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26:16)。 

4. 詭詐的舌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言語是最普遍使用的工具。不當的言語會

製造詭詐、爭競、惱恨、紛爭，傷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危及群體的和諧。 

a. 謠言止於智者，一個巴掌拍不響：火缺了柴就必熄滅；無人傳舌，爭競

便止息。好爭競的人煽惑爭端，就如餘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樣(26:20-21)。 

b. 聽信傳言：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26:22; 同於 18:8)。 

c. 神看人的內心，外在體面，內裡污穢(太 23:27)，在審判時，都必顯露：

火熱的嘴，奸惡的心，好像銀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飾，心裡

卻藏著詭詐；他用甜言蜜語，你不可信他，因為他心中有七樣可憎惡的。

他雖用詭詐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惡必在會中顯露(26:23-26)。 

d. 詭詐的殺傷力：虛謊的舌恨他所壓傷的人；諂媚的口敗壞人的事(26:28)。 

 

三. 基本的教化〔箴言 27:1-27〕 

以色列人要教導兒女律法，培養他們從小就信靠遵行(申 6:4-9)。為政者要給百姓

基本的教化，作人的態度，待人處世的原則，還有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與規範。 

1. 不做愚昧事：人生來就有罪性，隨從肉體情慾的結果，就做出愚昧的行為，

如驕傲自大、爭吵、忿怒，和嫉妒。聖徒在基督裡，要脫去舊人，成為新人。 

a. 不可自誇：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

別人誇獎你，不可用口自誇；等外人稱讚你，不可用嘴自稱(27:1-2)。人

不能掌握未來，所以不可自誇(雅 4:13-14)，只要得主的稱讚(林後 10:18)。 

b. 不可發怒：石頭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惱怒比這兩樣更重。忿怒為殘忍，

怒氣為狂瀾，惟有嫉妒，誰能敵得住呢(27:3-4)？嫉妒引發怒氣(創 4:5)。 

c. 勿作保：誰為生人作保，就拿誰的衣服；誰為外女作保，誰就承當(27:13)。 

d. 婦人爭吵，無人能攔阻、制止(箴 19:13)：大雨之日連連滴漏，和爭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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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一樣；想攔阻她的，便是攔阻風，也是右手抓油(27:15-16)。 

e. 愚昧如沒有靈性的畜(猶 10)，本質不能改變(耶 13:23)：你雖用杵將愚妄

人與打碎的麥子一同搗在臼中，他的愚妄還是離不了他(27:22)。 

2. 真誠待朋友：真誠是一種美德，使人與人之間產生忠誠與信賴。人的個性雖

各有不同，但在忠誠的基礎上，便能使不同的個體和諧共處，成為整體。 

a. 良朋益友：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

連連親嘴卻是多餘(27:5-6)。當面的勸誡雖有傷痕，卻是必要(太 18:15)。 

b. 真誠的朋友是用愛心說誠實話(弗 4:15)，愛心和忠誠勸教顯得甘美，使

人得益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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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珍惜朋友情誼，遠親不如近鄰：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你都不可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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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0)。 

d. 清晨起來是要彼此問安，大聲祝福並非真心，而是懷有其它目的，破壞

朋友之間的真誠：清晨起來，大聲給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詛他(27:14)。 

e. 肝膽相照：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磨朋友的臉〕也是如此(27:17)。 

f. 心心相印：水中照臉，彼此相符；人與人，心也相對(27:19)。 

3. 基本的供需：為政之道在於解決民生必需，民以食為天，有土斯有財，勤勞

致富。以色列以農牧立國，雖然藉著經貿創造財富，但不能忘記基本需要。 

a. 神藉著滿足食慾讓人吃喝快樂(傳 2:24)，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太 5:6)：

人吃飽了，厭惡蜂房的蜜；人飢餓了，一切苦物都覺甘甜(27:7)。 

b. 流離飄蕩的懲罰(創 4:12)：人離本處飄流，好像雀鳥離窩遊飛(27:8)。 

c. 眼目情慾(約一 2:16)：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27:20)。 

d. 耕種牧放：你要詳細知道你羊 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 ；因為資財

不能永有，冠冕豈能存到萬代？乾草割去，嫩草發現，山上的菜蔬也被

收斂。羊羔之毛是為你作衣服；山羊是為作田地的價值，並有母山羊奶

夠你吃，也夠你的家眷吃，且夠養你的婢女(27:23-27)。提醒人們要懂得

農耕，不為眼前的財富滿足。要得真實的糧食，存到永生的食物(約 6:27)。 

4. 學作通達人：為政者在解決民生必需之後，也要教化百姓提升生活的品質。

讓百姓在生活中學習，能分辨是非善惡，通情達理，成為富而好禮的社會。 

a. 要作智慧人(箴 10:1；23:15, 24)：我兒，你要作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歡喜，

使我可以回答那譏誚我的人(27:11)。聖徒的好行為，使父得榮耀(太 5:16)。 

b. 識時務者為俊傑：通達人見禍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27:12)。 

c. 勞力種田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提後 2:6)，僕人享受主人快樂(太 25:21)：

看守無花果樹的，必吃樹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榮(27:18)。 

d. 試煉內心(17:3; 25:4)：鼎為煉銀，爐為煉金，人的稱讚也試煉人(27:21)。 

 

結論 

智慧是從神來的，神樂意將智慧的恩賜賞給人，祂也應許只要憑著信心向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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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不疑惑，就必得著(雅 1:5)。當人因著神賜的智慧能力，有所成就，難免

會自高自大，以致驕傲犯罪；所羅門如此，希西家也如此(代下 32:25, 31)。所以

敬畏耶和華不僅是智慧的開端，也是智慧的終結；無論自己的地位有多高，仍要

保持謙卑的態度和受教的心志。管理好自己內心，才能管理神所量的國度和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