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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第四课 两条路的抉择两条路的抉择
 箴言一1-7 交待了箴言的写作目的、全卷书的主旨，

一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一8 -九18 是一个主架构
有十篇教导 分别以父母导师 智慧女士的发言有十篇教导，分别以父母导师、智慧女士的发言，

提出重要的金律格言

共有 1 次重复「我儿 我儿」这句话共有 15 次重复「我儿、我儿」这句话

 每章起首、每一段论述的衔接，都以

「我儿」作 是 落「我儿」作转折，是另一段落的开始

结构很完整

 十-廿九章 是另一个主架构
 卅章 亚古珥的箴言古珥
 卅一章 利慕伊勒王的母亲教导他的箴言

最常出现的语法：「我儿，要听」、「我儿，要留心听」。

申六4 听啊 (示玛)！以色列！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

希伯来文发音为「示玛」

示玛又可指犹太人每天诵读的三段圣经经文，
申六4-9 十一13-21 民十五37-41申六4 9、十 13 21、民十五37 41，

内容都是教导敬神、爱神，遵行上帝的诫命，

将神的话记在心上 系在手上 戴在额上将神的话记在心上、系在手上、戴在额上、

放在门框上，又要教训儿女遵行。

每次若以父母身份发声每次若以父母身份发声，

都是在教导儿女聆听训诲跟诫命。

为父的身份彷佛是上帝的化身 对年轻人提供指正为父的身份彷佛是上帝的化身，对年轻人提供指正 ─
三11-12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也出现将智慧拟人为女性，邀人加入寻求智慧的行列。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声一20-21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智慧岂不呼叫 聪明岂不发声八1-4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

「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也看到另一个对比 ─ 智慧女子与淫荡妇人的差别。
追求智慧女子需付上代价，接受上帝的指正…

得着的祝福却比金银珠宝都来得珍贵，

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果实份外甜美

追求淫妇的人，放荡自己的邪情私欲，

虽享一时之快，却会遗憾终身

看到两条路的区别 ─ 追求智慧女子，才是人生最好的伴侣。



九1-5 智慧摇身一变，成为大摆筵席，

请仆人 使女到外头 广邀路人前来参与的名门大户请仆人、使女到外头，广邀路人前来参与的名门大户…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宰杀牲畜 调和旨酒 设摆筵席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筵席；
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说 「谁是愚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让人想到新约主耶稣以天国的比喻来描述大筵席的邀请，
 象征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不拘身份、地位，

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享受筵席、得着救恩

在智慧女子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能享受筵席的唯一条件 ─
谦卑地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有待学习，谦卑 承 在 多 有待学 ，

有时行为愚蒙、说话无知，都需求神恩典

这段经文一直重复一个 Key Word ─ 道路，
寻求智慧女子之路 称为义人的道路 寻求智慧女子之路，称为义人的道路

 追求淫荡妇人之路，称为恶人的道路

一8-9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炼。

华冠、金炼都是最吸引人注目的焦点、珍贵的东西，
有些人把这些东西当传家之宝，留给他们的儿女。有些 把 些东 传家 ，留给他 的 女。

箴言把父母教导的话比喻成珍贵的宝物，

 要子女当成华冠、金炼 视为生命至宝 世代传承 要子女当成华冠、金炼，视为生命至宝，世代传承

 成为生命重要的位置、吸引人的焦点所在

接着 智慧以父母的身份提出了两条路接着，智慧以父母的身份提出了两条路，

是肉眼看不到、却真实存在我们生命当中，

生命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两条路的选择生命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两条路的选择，

就是恶人之路与义人之路。

一10-33 恶人的道路与结局
恶人的路 这条路充满了贪图财利 夺财害命 一10-19 恶人的路 ─ 这条路充满了贪图财利、夺财害命、

用不当方法取得不义之财、为自己的好处设计陷害别人，

谋自 落在苦楚 中极尽狡诈、图谋自己、让人落在苦楚当中

 一20-33 选择恶人之路，

轻看智慧劝谏的结果，就是自食恶果

智慧原乐于向固执、骄傲自大的人说话，

可惜他们拒绝

圣经中这 类人的代表 拿八 意思就是愚顽人圣经中这一类人的代表 ─ 拿八，意思就是愚顽人，

当他羞辱大卫王，即将招徕杀身之祸的前夕，

都不知道已经惹到大卫王 都不知道已经惹到大卫王

多亏聪明又漂亮的妻子亚比该，

适时用智慧的话语 化解大卫 中的忿怒适时用智慧的话语，化解大卫心中的忿怒

撒上廿五 拿八是非常有钱的大富翁，

他的手下看他 性情凶暴 无人敢与他说话他的手下看他 ─ 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

显示这人固执、骄傲自大
拿 的妻子向大卫介绍自己丈夫 是很难为情的拿八的妻子向大卫介绍自己丈夫、是很难为情的 ─
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八，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

愚顽他叫愚顽，他的个性果然愚顽。

拿八自以为是，以为拥有丰厚财产、别人要敬他三分，拿八自以为是，以为拥有丰厚财产、别人要敬他三分，

过程中因着愚妄、固执、骄傲自大，

差点为他的家族惹来杀身之祸。差点为他的家族惹来杀身之祸。

虽然亚比该智慧的话适当阻止大卫王，

不去杀无辜的人、流他们的血不去杀无辜的人、流他们的血

后来拿八因着他的愚昧遭到了刑罚 ─
为自己摆设如同君王的筵席 喝得大醉为自己摆设如同君王的筵席，喝得大醉，

结果中风、身体僵直，十天后去世



恶人的路也可以指不敬畏上帝的路，十27 反义平行法 ─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恶人的路并不是指专指有明显犯罪恶行的人，
也包括触犯上帝律法、不敬畏上帝的人

这些人未必做出明显触犯地上法律的事，

但心思意念却充满许多的邪恶与污秽

圣经「罪」的原文，包括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圣经「罪」的原文，包括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指的是虽没有明显的恶行，但有恶性、罪性，指的是虽没有明显的恶行，但有恶性、罪性，

不知觉中，眼目、言语，伤害人、没有达到完全的标准…

神造人原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传七29 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制造新东西，背叛上帝原先设置的法则，
以自己的法则取代上帝的法则。

箴二1-22 义人的路与结局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二20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
义人包括行善
 恶人的路跟义人的路最大的分野 ─ 领受智慧

二1-4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寻找它，如寻找银子，搜求它，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提醒人要谦卑的寻求智慧，
 像孜孜不倦拜师求艺 技能不断提升的人 像孜孜不倦拜师求艺、技能不断提升的人

 又像探险挖宝的人，愿意付上代价…

哲 聪「明哲」与「聪明」指的不是读书的聪明，

而是指领悟力与洞察力，需要谦让渴慕寻求的心。

恶人、义人之路最大的分野 ─ 谦卑寻求、从真神上帝得智慧。

明哲 ─ 指领悟力、聪明、通达、悟性或是明白，

有几次用在但以理的身上 看到异象有几次用在但以理的身上，看到异象，

想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求上帝给他领悟力。

聪明 ─ 洞察，一开始出现在出埃及记，

记载建造会幕的比撒列、亚何利亚伯，

被圣灵充满、有洞察力、知道怎么盖会幕。

领悟力、洞察力算是同义词，领悟力、洞察力算是同义词，
 领悟力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

 洞察力让我们知道到底该如何去做洞察力 我们知道到底该如何去做

诗篇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当路看不清楚 神的话可以做为引导当路看不清楚、神的话可以做为引导。

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

因着实践上帝的话 神就按着应许保守我们的道路因着实践上帝的话，神就按着应许保守我们的道路

当遇到试探或岔路，可以寻求主，引导我当如何去行

二11-12 谋略必护卫你； mezimmah心中有定见跟主张

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洞察力 一个胸有定见 有主张 又有洞察力的人洞察力 个胸有定见、有主张、又有洞察力的人，
在人生许多的试探、考验、做抉择的时候，

是很有定见的 ─是很有定见的 ─
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没有 天生拥有这样的 赋异秉没有人天生拥有这样的天赋异秉，
 很多时候会从错误中学教训

 从敬畏上帝的基础中、求神的话得着引导

二16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智慧的引导不止是在远离恶事上智慧的引导不止是在远离恶事上，

也包括胜过致命的性试探。



箴言的成书与今天有很长的时空差距，还是很适用在今天…
每隔 阵子报章杂志 上网看新闻报导每隔一阵子报章杂志、上网看新闻报导，

都可以发现原本在世上受人景仰的人物，

个 道德 景因个人道德问题而陷入黯淡的光景。

即使世界各国道德尺度不断在开放，
一般老百姓对公众人物形象的期待，还是渴望 ─

 道德美好、婚姻幸福、为人正直、行事公义

非常可惜的是 这些公众人物跟小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为社会带出清新的改变、注入清新的力量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公众人物跟小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人性的软弱与罪性 ─

金钱 权力 性 骄傲 都一模一样金钱、权力、性、骄傲，都一模一样
我们不是带着审判官的心来看这些人，

应该谦卑的扪心自问：如果我站在应该谦卑的扪心自问：如果我站在

他们这位子上，我的道德操守会比他们好吗？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同的阶段 ─
条义路在前头 同时间 条恶路也在前头一条义路在前头，同时间、一条恶路也在前头，

箴言告诉我们 ─ 无可避免，都是两条路的抉择，

义人的路 是顺着上帝的心意撒种、收割永生

恶人的路 是顺着情欲撒种，收割败坏

太七13-14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箴十四12、十六25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希望每个人都继续走在生命义路中的智慧人希望每个人都继续走在生命义路中的智慧人，
更多从箴言当中，从上帝的话 ─
 学习领悟力 判断力 洞察力 学习领悟力、判断力、洞察力

 成为心中有定见、行事有洞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