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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章，我们看到
智慧 父母导师 智慧女士的身份发出邀请
智慧以父母导师、智慧女士的身份发出邀请；
箴言第八章，我们要看智慧的卢山真面目 ─
智慧将 寻求 的 第
智慧将向寻求他的人第一次正式的自我介绍，
式的自我介
智慧以造物主的身份发声。

箴言第八章

音量、全萤幕

是前几章的一个最高潮的桥段
是前几章的
个最高潮的桥段
 关键神学主题的展现 ─
智慧跟创造之间的关连
 联想到新约第二位格的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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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女子的邀请 八1-21

14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

1-40 智慧非常热情的邀约，不是一个冷漠的女子…
6-11智慧女士向人推销她自己

─

旧约其他经文，常被译为君王、领袖、管理者
 这里指尊贵、高贵的话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智慧女士的话
有价值、正直、真理、公义，没有邪恶、弯曲，
价值超过人类所喜欢的金银珠宝；
就是我们一直在读的箴言！

15 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
帝王藉我坐国位 君王藉我定公平
16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
18 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19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20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21 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让我们看到何以智慧女士充满自信的原因
让我们看到何
智慧女士充满自信的原
 高位上的管理者、君王，
可以得享上帝所赐更大的尊荣
帝
尊


这番话让我们想到所罗门王，
他早年登基时，虽贵为一国之君…
却
却知道这一切都不能帮助他治国，
都
帮
，
想成为一位好的管理者，开口跟上帝求智慧！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甚么？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年轻人，不知道该怎么做。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蒙主喜悦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列王记上三章

所罗门统管诸国，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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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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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智慧超过万人、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

列王记上四章

所罗门所经历、也是箴言提到，当一个人愿意 ─
 尊荣神，神就使人来尊荣这尊荣上帝的人
尊荣神 神就使人来尊荣这尊荣上帝的人
 谦卑顺服、敬畏上帝，神就赐他大恩、大福、智慧、聪明
我们的上帝是大神 大王 所赏赐的丰丰富富！
我们的上帝是大神、大王，所赏赐的丰丰富富！
可惜所罗门后来得意忘形成为亵慢人，导致国土一分为二。

在政治与管理阶层中，难免有权势角力的状况，
圣经点出 个事实 ─基督徒、认识上帝的人，
圣经点出一个事实
基督徒 认识上帝的人
应先放下权力欲望的追逐，停止在弯曲道路的奔走，
回到上帝面前、爱慕智慧女士的邀请
到上帝 前 爱慕智慧女士的邀请 ─ 得智慧，
得智慧
智慧女士将以同等的回报，回应那些虚心求智慧的人…
初代教会历史中一位皇帝提奥多修，四世纪罗马凯撒，
在他统治期间 帖撒罗尼迦城的暴民杀死一名罗马将军
在他统治期间，帖撒罗尼迦城的暴民杀死
名罗马将军，
提奥多修命令军队围住圆型剧场，屠杀了七千人…
这消息传到了米兰大主教安波罗修的耳中。
这消息传到了米兰大主教安波罗修的耳中
提奥多修那个礼拜天，要上教堂听主教讲道，
安波罗修派人到门口去堵住，说：
「皇帝流无辜人的血，怎能祈祷呢…
走开，不要罪上加罪！」

圣经中另一位藉由智慧执掌国度，凭公义审判民间的君王
是南国约沙法王 虽住在耶路撒冷 经常四处巡视民间
是南国约沙法王，虽住在耶路撒冷，经常四处巡视民间，
 教导人认识上帝的律法，以敬畏耶和华所得的智慧治国
 在遍地城里设审判官，审判的标准
在遍地城里设审判官 审判的标准 ─
凭公义法码定夺的基础，就是上帝的诫命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 他必与你们同在
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
为
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 待人，也不受贿赂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
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
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致他的忿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
这样行 你们就没有罪了
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
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

历代志下十九

提奥多修不服气：「大卫王也犯奸淫和杀人的罪…」
安波罗修回答 「如果你像大卫 样犯罪
安波罗修回答：「如果你像大卫一样犯罪，
你就要像大卫一样悔改！」
以凯撒之尊，要杀安波罗修是轻而易举的事，
 他选择顺服，接受智慧的指正，认罪忏悔
 这些作为没有减损统治帝国的荣耀，
反而赢得更多的尊敬
再好的明君，都有智慧缺乏及人性软弱的时候。
智慧女士提醒 ─ 箴八17
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约十四21 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太七7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2. 创造主宰的自我介绍 八22-31
圣经谈到的智慧，跟世上的、别的宗教谈的智慧不一样，
 智慧本身就是上帝，智慧是上帝的化身
 上帝从创造过程中彰显他是智慧的源头
智慧在未造以前就存在，智慧不是被造的，
智慧在未造以前就存在
智慧不是被造的
是耶和华上帝的同工，按着他的蓝图来施工 ─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八30-31

中世纪有句话：「大自然是第二本圣经」
中世纪有句话
「大自然是第 本 经
 看到上帝为世人预备的美丽世界
 带给人心灵的复苏、身体的调和

神原是愿意将丰满的智慧赐给我们，
 包括在处世上的应对、人际关系的协调，
包括在处世上的应对 人际关系的协调
因为一切的奥秘、丰盛，都在他里面藏着
 不单是认识我们的救主、不单是读圣经，
不单是认识我们的救主 不单是读圣经
包括接触大自然，感受到上帝透过创造，对我们的心说话
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诗一○四24

我们可以从创造中看到一种理性的秩序，
有 性之美、秩序之美、丰富之美。
有理性之美、秩序之美、丰富之美。
一个人一直当宅男、宅女…
 久了很容易生病、闷闷不乐、虚空不满足
久了很容易生病 闷闷不乐 虚空不满足
 透过读经、敬拜追求上帝、接触大自然，
会感觉到与众不同的力量同在 ─
上帝透过创造来彰显智慧、对我们的引导

当智慧这位工程师按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施工，
所做的 切都让上帝感到欢喜 ─ 子所做的，父都喜悦。
所做的一切都让上帝感到欢喜
子所做的 父都喜悦
这位参与创造、在世界未造以先已经存在，是谁呢？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 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约一1-3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 在 切被造的以先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
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西一15-17

我们不该用任何受限的偶像，来等同于创造主上帝。
我们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西二2 3
西二2-3

爱因斯坦曾说：「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地排列着的宇宙，
遵行着某些特定的规律，我们祇有模糊的了解，
特定的规律
有限的智力，无法理解推动星宿运行的神秘力量。
我不是无神论者，也称不上是泛灵论者，
就像是个进入一座大型图书馆的小孩，
，
图书馆里藏满了许多由不同语言写成的书籍，
小 知道， 些书
小孩知道，这些书一定是由某人所写，
是 某 所写，
只是不知道他是如何写成的。
小孩隐约地感觉到这些书的排列，
小孩隐约地感觉到这些书的排列
彷佛依据某种神秘的规则 ─ 有秩序、丰富…
对我来讲 连最聪明的人对于上帝的看法也是如此 」
对我来讲，连最聪明的人对于上帝的看法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都必须承认 ─ 仰望宇宙、看着星宿、创造，
看着
创造，
有太多的奥秘难以测度 ─ 即使他那么聪明！

爱因斯坦也承认，他的神学是自然神论，
 但宇宙背后的智慧，就连聪明的人都无法洞悉、
安排那奇特的定律或原则
 他说：我不假装理解宇宙，因它比我大太多了
愈聪明的人，愈发现到 ─
上帝是无法用言语分析、科学去解读的
在希伯来文学当中
在希伯来文学当中，
最高深莫测难解之谜的就是上帝的创造，
宇宙 天文 自然界 有太多的奥秘解释不完
宇宙、天文、自然界，有太多的奥秘解释不完。
宇宙有次序、造物丰富多元、自然界让人称奇，
对比个人竟然渺小如沧海之 粟
对比个人竟然渺小如沧海之一粟…
诗八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
，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圣经记载约伯，遇到诸般的苦难，
他问上帝很多问题 最后上帝给他的答案 ─
他问上帝很多问题，最后上帝给他的答案
神创造的丰富及奥妙。
约伯发现很多事无法解释 但是神依然掌权
约伯发现很多事无法解释，但是神依然掌权，
 他是赐下次序、丰富、祝福的那一位
 当约伯看到上帝创造奥妙的智慧时，
当约伯看到上帝创造奥妙的智慧时
哑口无言、谦卑，承认神的旨意、大能、管治，
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在
命中
意
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来四15-16
来四

让我们回归创造的源头 来指引保守我们的一生
让我们回归创造的源头，来指引保守我们的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