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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灵感来自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君王所罗门，
感
圣经
色
他的父亲是以色列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卫王，
 继任为王时，恐惧战兢，跟上帝求智慧来治理国家
 结果不仅聪明过人的处理棘手案件，
还蒙神祝福、声名远播、国土不断扩张超越大卫王
 不单兴建皇宫，还兴造圣殿
在人类历史上，所罗门被视为智慧的代表，
传说因国势强盛 为国家积攒许多珍宝
传说因国势强盛，为国家积攒许多珍宝…
所罗门王的宝藏自此成为宝藏猎人心所向往的目标。

开始播放

所罗门王真正的宝藏并不是有形有体的金银珠宝，
而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智慧。
所罗门统管诸国，
从大河到非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事他。
29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王上四21

30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 切智慧
31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34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箴言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
神乐意人得着所罗门王的宝藏 ─ 重金难买的智慧。
箴言一1-7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Hennry Rider Haggard
1885 年出版《所罗门王的宝藏》，
年出版《所罗门王的宝藏》
是一部冒险小说，翻译成各国语言、拍成电影。

所罗门王的宝藏

一1-2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
分辨通达的言语
智慧 训诲 分辨
通达

智慧，并不限定在做学问、博学多闻的领域，
并不限定在做学问 博学多闻的领域
也包括生活、专业上的技能与知识
 在箴言中，主要是指处世做人的智慧
在箴言中 主要是指处世做人的智慧


跟智慧并列的是训诲 muwsar
 箴一1-7 出现三次，在箴言出现31次
 可以翻译成管教、指导、责备
中国古话：「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有些智慧的获得是从人生经历、错误的经验去学习
 类比训诲 ─上帝允许我们生命中经历不完美、犯错，
 为要在过程中接受他的指正、管教、回归正路
 帮助我们从人生经验学到教训、增长智慧

训诲又可翻译成纪律…
得智慧与经年累月接受锻炼有关
 上帝好比是一名好的教练，
 透过他的律法来指导与训练我们
 纪律的背后包括对他旨意的顺服在内


运动员要有好的成绩表现，不能光靠天份，
包括饮食要节制、固定规律的运动、锻炼肌肉、
顺服接受教练给他的建议
愿意谦卑接受的人，自然会在比赛中得着胜利
一个人愿意接受律法做为指导，好比上帝成为人生的教练，
在遇到挑战 关卡 慢慢晓得要服从神的旨意
在遇到挑战、关卡，慢慢晓得要服从神的旨意，
接受他的指正、管教，
 让我们在其中学得更多处世的智慧
 从人生经验中，累积更多的老练

箴言第二个写作目的
一3
3

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仁义 公平 正直的训诲
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训练的过程，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分辨通达的言语」。

分辨

biyn
 指思考、理解、明白
 用眼观察，用脑思考，用心领会

通达

binah
可翻译成了解或是理解力，箴言多数译为「聪明」
四1 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
四5a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
四7b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在你 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箴言的内容是要让读者读了之后，
细细去观察人生百态
 用脑思想教导我们的话语
 用心领略当中充满洞察力的言语


在华人的观念中，把书读好，就代表这个人有学问与智慧。
每年祭孔大典中，总有一些象征求取智慧及聪明的节目
中 总有 些象征求 智慧 聪 的节 ─

使人领受明智的训诲，就是公义、公平，和正直。
我们一定会希望 ─ 做生意、交朋友，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
有
个很重要的品格 ─ 公平与正直，没有人喜欢被骗！
 箴言教导我们处世的道理，不是教我们诡诈、狡猾
 神的话是要我们活出有品格的智慧
有一些的智慧是小聪明、欺骗人的聪明，
真正的智慧带给个人品格的塑造
真正的智慧带给个人品格的塑造、
与他
他相处的人得祝福的智慧
箴言不教我们处世为人的技巧，
 帮助由内而发，改变生命、经历敬畏上帝而得的智慧
帮
，
命
敬畏 帝 得 智慧
 渐渐在生活、外在表现上，带出智慧的光彩、影响

拔牛毛得智慧

「过葱门」得聪明

这些风俗习惯，影射出华人重视金榜题名的重要性，
 看得比教导儿女如何处世为人更加重要
 社会上对一个人价值观的评量，
也是靠地位、财富、学历，而不是看他的处世为人

圣经的箴言却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衡。

一个EQ 好的人，他的IQ 虽然不见得很高，
但他的人生还是可以积极正面。
但他的人生还是可以积极正面
许多IQ 高的人，
却不见得懂得适应社会 待人处世的道理
却不见得懂得适应社会、待人处世的道理，
有时反因做人失败，而使才智遭到埋没。
在箴言中，
看重的是生命中的 EQ训练、陶冶、培养，
 这种训练不是表面功夫，
不是上个课、马上可以改变，
不是一蹴可几、就可以达到的


是经年累月、从小就开始培养 ─
品格陶塑、家庭教育、灵性顺服、言语持守
 一点一滴，都让我们在处世当中得着训诲、
点 滴，都让我们在处世当中得着训诲、
学习更多的有智慧


但以理拥有智慧、洞悉事情、君王看重他，不是没有原因，
成功不是短瞬之间、而是经年累月的累积…
成功不是短瞬之间
而是经年累月的累积
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国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食和美酒，
国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食和美酒
每日赐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一分，
希望 们白胖 俊美非
希望他们白胖、俊美非凡，
满了三年，好在王面前侍立。
但以理跟 友却拒绝 的膳食 ─那些食物是祭过偶像的…
但以理跟朋友却拒绝王的膳食
食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训练自己，
尊重上帝的律法胜过一切，好让他胜过美食的诱惑，
 跟主祷告 ─ 赐恩他们，不因只吃素菜跟白水而营养不良
 结果蒙上帝保守 ─ 灵性更加透澈爱主，身体也很康健
身为青少年，寄居异邦世界、身居宫廷，却胜过诸般诱惑，
都跟但以理接受上帝的训诲、谨守纪律有关。

圣经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但以理，被视为智慧的代表 ─
但以理很年轻就被掳到巴比伦，
但以理很年轻就被掳到巴比伦
 活在祭祀偶像、占星卜卦的国度
 让尼布甲尼撒王看出他身上有「圣神的灵」
伯沙撒王问但以理说：
「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
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
我听说你里头有上帝的灵，
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

但五13-14

「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见识和大智慧。」
伯沙撒这位异教君王，在精通天文地理的术士当中，
发觉但以理的智慧与众不同，
而且比其他异教术士的智慧还大。

这些纪律的训练，长年累月帮助他
可以不与人同流合污 显出与众不同的属灵气质
可以不与人同流合污，显出与众不同的属灵气质。
林前二15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但以理得着的智慧，使他不强求、不躁进，
却还是在异乡宫廷步步高升，
 新巴比伦帝国亡于波斯帝国，新任君王都看重
看重但以理
但以理
 但以理低调谦卑，却无法掩盖身上圣灵充满
但以理低调谦卑 却无法掩盖身上圣灵充满
充满，
充满，
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使他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但以理得到的智慧 是上帝愿意赐给每个儿女的智慧
但以理得到的智慧，是上帝愿意赐给每个儿女的智慧，
 上帝巴不得我们在社会、工作、家庭、与人相处，
能散发出智慧的风采 让人看出我们生命有圣神的灵
能散发出智慧的风采，让人看出我们生命有圣神的灵
 但我们在上帝的话中打折扣，配合世俗的做法、想法，
很多时让人看到 ─ 我们身上没有上帝的灵，
我们身上没有上帝的灵
基督徒没有办法成为这些人的祝福

箴言的目的 同义平行，涉世未深、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人。

一4

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经由训练而得到的洞察力

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
，

一4-5

上帝在伊甸园安置分别善恶果，
 不是惧怕人去吃，变得比上帝更有智慧
 而是要人在得智慧、有分辨力之前，
先学习顺服他，如此才能学到真正的分辨力

愚昧人 kes-eel‘笨蛋、食古不化、顽固、心智闭锁的人，
一22
22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要到几时呢？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要到几时呢？

愚妄人 ev-eel‘骄傲、自以为是，
一7b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箴言中许多的教导，都是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
有判断力、洞察力、分辨力的人。

愚蒙人 peth
peth-ee少不经事、无知、天真、缺乏属灵洞察力，
ee少不经事、无知、天真、缺乏属灵洞察力，
七7

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比起食古不化、骄傲、自以为是的人，
比起食古不化
骄傲 自以为是的人
少不经事的愚蒙人还有可教的空间
 箴言的写作对象是要帮助涉世未深、天真无邪的
箴言的写作对象是要帮助涉世未深 天真无邪的
年轻人，得到智慧的教导、晓得知识、谋略


箴言的目的，不只是帮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也包括帮助聪明人，
一5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聪
一个真正的智慧人，
 晓得他的智慧需要经年累月不断的提升
 愿意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与接受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一6-7

认识上帝赐给所罗门珍贵宝藏的过程当中，
神要我们所立足、最重要的根基。

也有辨别之意，
指见识或策划能力

所罗门跟上帝求智慧治理国家，一对妓女争夺男婴，
所罗门决定 ─把男婴剖两半，生母就说万万不可
把男婴剖两半，生母就说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
由此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母亲，
所罗门的洞察力 判断力 智慧在此显明。
所罗门的洞察力、判断力、智慧在此显明。
王上三28

以色列众人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