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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在圣经中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智慧
 在希伯来圣经中共出现318次

 不单指人很会读书、拥有高学历

 183次出现在

 指一个人拥有专业技能 ─

智
慧
书
卷

约伯记 ─ 以苦难奥秘来启示智慧
 传道书 ─ 以人生百态来晓谕智慧
─ 精彩、简短、活泼、生动的格言，
 箴言


告诉待人处世的智慧

亚何利亚伯、比撒列被上帝的灵充满，
能够用奇巧的工来制作会幕

出卅五

 指行政管理的才能 ─
代上廿二12 (大卫王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祝福祷告)
代上廿二12a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
共同的神学主题 ─

敬畏上帝！

 指一个人具备属灵洞察力 ─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
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王上三28
王

 称年高德劭，颇有人生经验的长者
称年高德劭 颇有人生经验的长者 ─
伯十二12

年老的有智慧，寿高的有知识。

要使人得智慧，是箴言的写作目的，
上帝乐于看到人更多的拥有智慧 特别指待人处世方面
上帝乐于看到人更多的拥有智慧，特别指待人处世方面。
 圣经中关于智慧的教导，往往跟上帝有相连 ─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箴九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三19



智慧也是一种灵性上的操练 ─
箴十五33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指导或训练，智慧的操练就是学习敬畏神；
上帝必定赐恩，让我们更得智慧


智慧文学何时发源，很难明订一个时间，
可确定的是近东文化的产物 ─
 在不同时间，受到不同地域影响，
产生丰富的智慧文学
 包括埃及、以色列、米索不达米亚 ─
圣经时期巴比伦区域 今之伊拉克
圣经时期巴比伦区域、今之伊拉克

智慧文学起源跟政治及社会因素有关 ─
 当时有所谓智慧人被兴起，
扮演教化、辅佐王公贵族
 帮助国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上更有智慧
 直到受到希腊、罗马时期文化影响，
 两性关系、道德逐渐败坏
 人开始轻看处世的智慧文学
智慧文学才慢慢势微


智慧也包括乐于祝福我们的生命 ─
转化成生命上的智慧
 使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处世为人，
使我们知道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处世为人
使别人从我们身上得着祝福


智慧可以指一个人拥有专业技能，
也可指特殊阶级
特殊阶级 ─ 文士、顾问、官员、作家、老师…

智慧人一 开始在以色列，多半是官员或文士担任，
稍后出现在犹大宫廷、贵族学校 ─
 被委任装备年轻人，更能胜任官僚系统
被委任装备年轻 ，更能胜任官僚系
 提出智慧言语帮助商人
 导正为官者的作为
从圣经发现 ─ 智慧人是一种职份…
传十二9 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
传道者因有智慧 仍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默想，又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
有智慧是把形容词当名词用，
有智慧是把形容词当名词用
 指传道者是一名「智慧人、智者」
 教导人知识，酌量、细查、整理许多的箴言，
教导人知识 酌量 细查 整理许多的箴言
为要好好帮助人

耶利米时代的智慧人，与先知，祭司并列 ─
耶十八18 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
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
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
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巴比伦的
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
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

耶五一57

他们排斥由上帝而来的先知，
 自以为有祭司、
有
有讲让耳朵舒服话的假先知、
有智慧人设谋略，不需要耶利米先知
 万军之耶和华必须透过先知耶利米，
对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提出警告

近东地区的以东，就是差不多今日约旦王国的区域，
古代盛产智慧人 以拥有丰盛的智慧资产为荣
古代盛产智慧人，以拥有丰盛的智慧资产为荣。
在智慧的源头上帝面前，是无法常存的 ─
耶四九7 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论以东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提幔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
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

为何会有智慧文学的产生呢？
传十二11
十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刺棍是游牧社会最常用来驱赶牲口的工具…
智慧文学字字珠玑，
像刺棍鞭策、提醒我们往前迈进
 智慧格言不
智慧格言不一定顺耳，但是有帮助的
定顺耳，但是有帮助的


地上人的智慧，怎么能够敌挡、战胜上帝呢？
在新约圣经当中，也发现耶稣提到了智慧人。
太廿三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
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 从这城追逼到那城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
真正从上帝来的先知、智慧人，
是被百姓所排斥 鄙夷的
是被百姓所排斥、鄙夷的。

智慧文学 ─ 特别箴言，
 并没有高言大智或深奥的人生哲理，
并没有高言大智或深奥的人生哲理
只是反应出普遍人类的生存经验
 看不到以色列历史特殊的背景、
看不到以色列历史特殊的背景
其他旧约经卷强调的神学 ─
救赎历史 西乃之约 上帝选民
救赎历史、西乃之约、上帝选民…
让人觉得非常平易近人的一卷书
不是基督徒的，
也可以读箴言 ─ 而且不会很吃力，
 可以在洞悉百样生态智慧的观察，
从话语中得到宝贵的提醒
 是旧约当中比较「跨文化」的一卷

钉稳的钉子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坚固用品，
钉子虽小，钉稳了、就可挂上沉重的东西
 圣经中的箴言，踏踏实实非常牢靠


将这些话语当做食物吃了，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
 让生命更有定向
 人生道路遇到挑战、走得更加踏实

箴言的作者 一1、十1、廿五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把箴言称之为
「所罗门的宝藏」应该不为过。
记载所罗门恐惧战兢的接下王位，
记载所罗门恐惧战兢的接下王位
当时跟上帝求智慧来治理国家，
耶和华上帝应允他所求 而且非常喜悦
耶和华上帝应允他所求，而且非常喜悦…

王上三9-12

耶和华上帝悦纳所罗门所求的
耶和华上帝悦纳所罗门所求的，
 将丰富的智慧赐给他
 其他的祝福连带而来
 在他统治之下，近东的列王
没有 个人可以与他相比
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跟埃及人的智慧，
名声传扬在列国，许多人都慕名而来听他的智慧话。
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

王上四30-34

廿五1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誊录的。
大约公元前八世纪末、七世纪初

箴言的内容不是短期内就搜集完毕，

所罗门的智慧话包括箴言在内。
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
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
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箴廿四23a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

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与汇整…

箴廿二17

可见所罗门也引述其他智慧人的话作教导。

箴言可能在所罗门在位时间已开始做集结，
包括所罗门王的箴言、智慧人所讲的
 成为所罗门治国时，立足国际的资产，
也成为后人从圣经中得着的智慧资产


箴言成书日期
1 所罗门王时期搜集
1.
所罗门王时期搜集，被掳归回后编辑成书。
被掳归回后编辑成书
埃及中王国时期第21王朝，法老将女儿嫁给所罗门，
因着联姻，埃及文学的影响力进入以色列
着
埃及文学
2. 所罗门时期形成，
南国犹大希西家王时期，由朝臣文士进一步搜集，
第
殿
在第二圣殿时期，被掳归回之后，
在波斯帝国授与自治权范围当中，
 文官协助编篆历世历代所留下的宝贵箴言
官协
篆
代所
贵箴
 协助治理、教化以色列民的工作
与中东智慧文学与众不同的是
与中东智慧文学与众不同的是，
 箴言写作对象 并非只是王宫贵族，也包括普罗大众
 耶和华上帝智慧的源头，乐于将丰盛的智慧赐给百姓
耶和华上帝智慧的源头 乐于将丰盛的智慧赐给百姓
 智慧不是有钱人、特殊阶级…，所享有的特权

雅基的儿子亚古珥的言语就是真言。
卅
卅一1a
利慕伊勒王的言语
利慕伊勒王的言语。
卅1a

这两位不是以色列人，
 有些学者认为这两章箴言像是整卷箴言的附录，
表现出智慧的积聚性，透过世人在日光下
生活的体验、智慧来集结，具有「普世性」性质
 利慕伊勒王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
利慕伊勒王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
他们的教导，跟箴言一到廿九章 没有冲突

王明道牧师《信徒处世常识》，序中提到：
世上的人因为没有信心的眼睛，所以看不到上帝，
世上的人因为没有信心的眼睛
所以看不到上帝
看不到复活得胜的主，也看不见在
圣徒里面的属天生命 所看见的只有我们的行为；
圣徒里面的属天生命，所看见的只有我们的行为；
因此要凭着基督徒的行为断定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基督是不是真有能力救人、福音是真的或是假的…
因为大多数称为基督徒的人有时生活是卑鄙、品行是污浊，
以致于上帝的名被玷污了、神的名受了许多人的亵渎。
基督的福音遭了许多人的轻看 那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
基督的福音遭了许多人的轻看，那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

基督徒好好读箴言，懂得待人处世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信徒敬虔固然有余，智慧却是不足
 爱主的心志热情，处世的常识却是缺乏
 有时冒用上帝之名，却做了伤害人的事
上帝赐下箴言，要人学习懂得爱人、待人处世，
深愿透过箴言，进到享受丰盛智慧的旅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