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是圣经一种很特别的文体，用一种格言式的教导，

实用释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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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达智慧的立论基础，都出现在摩西五经
智慧
摩
经
 是一种审慎的智慧 ─观察人生百态，
以所罗门为主要作者而言，包含了
 观察大自然、人类世事
 从他的思考所得、下了某些结论，
帮助当代年轻人，在生命中做负责、成功的选择，
如何从神的话语当中，带来这种实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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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把主前十四世纪摩西五经当中上帝说：
申十一19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到主前第十世纪所罗门的年代，
把他具体的成为一种父母亲
把他具体的成为
种父母亲、或者是智慧人
或者是智慧人
做教导的时候，一种文学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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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一共有卅一章，整体结构
智慧的劝勉，
勉
劝勉人要敬畏神、要听从神的训诲，
都是智慧的根源
 衍生 十到卅一章 生活的箴言，
 生活中怎样应对得宜、进退有据呢？
 根据 一到九章，人懂得敬畏神、有了智慧的开端，
以至生活中能够有公义的行为
 一到九章

整个智慧人生，根源是在人跟神的关系，
整个智慧人生
根源是在人跟神的关系
 不是只是要求人外在的行为
 没有跟神之间准确的联结，
没有跟神之间准确的联结
只是要求外在的三纲五伦四维八德，
仍然有问题 ─知道可是做不到！
知道可是做不到

一至九章，大片的论述。

之后，较多是单节的格言，
之后
较多是单节的格言
可以做主题式的查经，不见得有连结紧密的上下文，
是 节 节的独立的
是一节一节的独立的。
 十十到十五章 多为反义平行句
 十六到廿一章 多为同义平行句
义
 廿二到廿四章 多为四行的格言，两节两节一组

第十章

对于单节独立的经文，
文意脉络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箴言有一种文学特征 ─ 拟人法，
智慧是一个阴性名词，代名词是「她」，
智慧是
个阴性名词 代名词是「她」
拟人化的描述方式 ─ 智慧妇人
 对比的角色就是淫妇


箴言的解释中要注意的…
一、箴言常用比喻，常常表达的东西，超越它本身的事物。
箴言常用比喻 常常表达的东
超越它本身的事物
十五17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不是要你去看着点菜单，点素菜、还是点肥牛？
 对比当中，你需要做
对比当中 你需要做一个智慧的判断跟选择
个智慧的判断跟选择 ─
可以选择一个简仆的生活、不方便的环境，
可是最重要的 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
可是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


二、箴言非常实际，不是理论性的神学，不要有错误的期待。
二十14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

物件是客观的存在，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只因为属于你了，所以感受不一样了。
 是洞察人生皆智慧的情境，不见得要给高深的神学理论
是洞察人生皆智慧的情境 不见得要给高深的神学理论
 而是探讨人性，留意人性是如何

四、箴言的目的不是要支持自私的行为。
例如 「作保」的事情
例如︰「作保」的事情…
六1-2 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十一15 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
根据这个箴言，是禁止我们作保？
在教 里有年轻 ，就 当 某 时候是需要保 的，
在教会里有年轻人，就业当中某些时候是需要保人的，
有些人会误用箴言：「不行不行，我不能为你作保，
因为箴言说不可以，请你去找不信主的 作保。」
因为箴言说不可以，请你去找不信主的人作保。」
这可能是箴言的意思吗？显然不可能是的！
以色列在上帝所建构的社会制度中
以色列在上帝所建构的社会制度中，
 作保是一种商业的契约行为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一个至近的亲属
个至近的亲属，当经济上有缺乏，
当经济上有缺乏
有责任要把你所典当的物件、人、土地赎回来

三、箴言的措词是为了使人容易记忆，
如果只按表面意义去解释 往往会产生误用的现象
如果只按表面意义去解释，往往会产生误用的现象。
三5-8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一定就无往不利吗？
这个经文被灵恩界行神医、求上帝医治人的时候…
这个经文被灵恩界行神医
求上帝医治人的时候
 箴言并不是像律法书一样，给你一个保证
 乃是强调 ─生活的现象能够远离疾病、健康的
生活的现象能够远离疾病 健康的
有点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方式来生活…
不见得是神迹性的保守，而是按上帝所建构的次序来生活，
 类似工作六天、一日安息，能够休养生息
类
作 天、
息，能够休养 息
 并不适合是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

不要为外人作保 ─ 那对自己人呢？
外人
外人是你跟他不是同一个价值观，
价值
他不是在选民的会中、不敬畏上帝、
也不按照上帝律法来生活，
你为他作保，一定就是困住自己了！
相对的如果是对自己人，对比于外人 ─ 至近的亲属，
 彼此的关系，不是只是在商业契约的行为中
彼此的关系 不是只是在商业契约的行为中
 当说不要为人作保的时候，那要如何呢？
 要帮补你的弟兄、帮助他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要帮补你的弟兄 帮助他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回到敬畏神的准则，重新建构应有的生活次序
千万不要只看字面 ─ 不要做保、不可做保，
上帝绝对不允许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
只有这种很疏离的、近乎自私的关系。

五、箴言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特色，
解释的时候需要转化 才不会失去意义
解释的时候需要转化，才不会失去意义。
卅一10 以下的经文，才德的妇人为主题的，
如果只按字面解释应用 真是不得了
如果只按字面解释应用，真是不得了…
她未到黎明就起来、她的灯终夜不灭，
肯定非常短命 因为这么操劳！
肯定非常短命，因为这么操劳！
所以要转化…
才德的妇人 卅一10-31，22 节经文是一首字母诗，
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排列下来，
 不是要指向历史当中某一位女子
 呼应前面 一到九章
到九章，用大量拟人化修辞 ─
 对比智慧化身成一个人、愚昧化身成淫妇
 结论的时候，似乎看见智慧化身成
结论的时候 似乎看见智慧化身成一个人
个人，
是女性角色，因为智慧这个字眼是阴性的名词

六、箴言不是神给的保证，
是用诗的形式来写成，
教导人要有好的行为准则。
十五1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用诗的平行句的形式来表达，请你做一个选择…
请聪明的读者做一个有智慧的、敬畏神的选择，
不是每一次回答柔和，人家就一定好言相向
 所要表达的是说 ─
 应该要做的就是在言语当中
应该要做的
在
中
 而不是保证这样做，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要注意箴言的修辞中 目的是什么？
要注意箴言的修辞中，目的是什么？

智慧如果化身成为一个女性的角色，
在主前第十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一个农渔背景的情境，
一个农渔背景的情境
她的丈夫、她的工作、美德、家庭、她自己，
再再描述主前十世纪 个已婚的妇女
再再描述主前十世纪一个已婚的妇女，
种种的行为品格…
现在主后廿一世纪的智慧达人，在办公室，
他的工作、人际关系、美德，又是如何呢？
关
美德
是
箴言研读的时候需要转换，
要穿越文化的、不一样的背景。

七、箴言可能用十分特殊的措词、夸张的描述、
文学的技巧，来表达他的重点，
重点
所以要穿越修辞的丛林，比较可以去了解整个的文脉。
廿六4-5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这两节经文并列排比在一起，非常的夸张 ─
 一下要我这样、一下要我那样，而且完全相反
下要我这样
下要我那样 而且完全相反
 意思是说，当面对某些人，请三思而后回应 ─
 如果照他的方式来回答他，
如果照他的方式来回答他
没多久你就会变得跟他一样
 在应对当中，要常常去思考、反省
在应对当中 要常常去思考 反省
这是用一些很特殊的修辞，
不是完全只有按照字面去解释。

八、箴言提供有益的劝告，教人如何明智的处理人生某方面，
但涵盖的范围不 定广泛
但涵盖的范围不一定广泛。
十四4 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

典型的农业社会、畜牧社会，
 如果要家里清洁，不要养牛、就干干净净
 相对没有牛，就不可能耕地、那来的土产
变成一个循环
变成
个循环 ─要选择、每件事情都要付代价
要选择、每件事情都要付代价
 现在很多的年轻家庭不敢生孩子，
 生孩子之后养不起，这是
生孩子之后养不起，这是一个事实
个事实
 如果没有后代，要付的代价又是什么？
用这样的循环 了解自己处境 以至做智慧判断
用这样的循环，了解自己处境，以至做智慧判断


九、运用得当，箴言会对每一天的生活提供实际的劝告，
因为特别的文体 解经到释经当中可以多有 些思考
因为特别的文体、解经到释经当中可以多有一些思考，
以属天的智慧，支配引导所面对的处境、要做的决定。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祷告

你自己就是智慧。
当我们称呼你为我们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称呼你为我们的主的时候
深信你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
在每件事情上都去思想，
在每件事情上都去思想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我深信你不是用 套公式来回应我们
我深信你不是用一套公式来回应我们，
你让属你的儿女总是可以有属天的智慧，
 不是机械化的顺服你、听你的话而已
是机械 的 服你 听你的
 而是有创意、积极、幽默、主动来回应世界的挑战，
活出主自己光明儿女的美好
出主自 光 儿女的美好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