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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箴言中，骄傲不只是一种品格的态度，
也是 种灵性的反应 ─ 很多时候等同于亵慢人，
也是一种灵性的反应
很多时候等同于亵慢人
十六5 心里骄傲﹑都为永恒主所厌恶；
我敢顿手担保 他必难免于受罚
我敢顿手担保﹐他必难免于受罚。
自以为义并自以为是，不听谏言，
 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因为自我抬举、高高在上
破 人与人的关系 因为自我抬举 高高在上
 某方面对待上帝的态度也是这样

箴言也责备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 ─
卅13

单节论述
十六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凡心里骄傲的 为耶和华所憎恶
虽然连手，他必不免受罚。
交叉对比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论骄傲与谦卑

有一种人眼目多么高傲阿！其眼皮睁得多高阿！

（吕振中译本）

箴言用了不同的希伯来原文来描述「骄傲」，
用了不同的希伯来原文来描述「骄傲」
其中有两个字，也用来形容河水暴涨 ─
 约旦河在黑门山融雪的时候，下游河水暴涨
约旦河在黑门山融雪的时候 下游河水暴涨
 骄傲的人如同人性突然暴涨，自我膨胀、对人造成伤害

1. 骄傲导致堕落的发生
没有人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连上帝都不喜欢
傲的
上帝都
欢─
六16-19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
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骄傲被列在首位，因为是人类最容易反应出来的表现
被列在首位 因为是人类最容易反应出来的表现 ─
自卑的人，透过假意骄傲自我保护
 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表现出骄傲、看不起别人
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表现出骄傲 看不起别人


天使长堕落成魔鬼撒但、亚当与夏娃失去伊甸园，
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被造的，
骄傲，想自取跟上帝同等的荣耀有关。
跟上帝之间应有正确的伦理关系 ─敬畏神…

骄傲也容易让一个人 ─ 在战场上轻敌而失败；
在灵性上因骄傲而轻忽魔鬼的试探
在灵性上因骄傲而轻忽魔鬼的试探；
在投资上因骄傲而血本无归；
在领导上因骄傲而做出错误决策。
在领导上因骄傲而做出错误决策
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人，更当谨防骄傲的试探，
这些人，正是魔鬼最有兴趣的人。
十一20 骄傲来，羞耻也来。
十六18 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圣经中许多的例子，
都因骄傲而导致羞辱、地位丧失…
米利暗、亚伦，摩西的姊姊、哥哥，
发现摩西竟然成为上帝话语的代言人…
他们心高气傲 认为比摩西更优秀杰出
他们心高气傲，认为比摩西更优秀杰出，
因着骄傲，导致他们招徕审判。

2. 骄傲让人轻看救恩
英国大文豪鲁益师《梦幻巴士》描述一段故事…
一群来自地狱的人搭上一辆往天堂的巴士，
巴士有名男子，曾是大学教授，遇到他侄儿，
他问侄儿：「天堂还挺不错的，我考虑要留下来…
「天堂有大学吗？」侄儿：「当然有啦。」
大学教授又问
大学教授又问：「那我可以拿到终身聘书吗？」
那我
拿到终身聘书
」
侄儿： 「在天堂，每个人都是拿终身聘书。」
叔叔大吃一惊：「难道天堂没有能力高低之分吗？」
叔叔大吃
惊：「难道天堂没有能力高低之分吗？」
侄儿：「每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能力。」
叔叔：「我可以在这里做领导者 系主任吗？」
叔叔：「我可以在这里做领导者、系主任吗？」
侄儿：「这里人人平等、各司其职…」
教授听了勃然大怒：「这岂是天堂？
天堂如果才智与平庸都不分，我宁可回到地狱。」

乌西雅王本来是很好的王，
却僭越祭司职份而妄自尊大，
却僭越祭司职份而妄自尊大
闯到圣殿要献祭，结果得大痲疯。
中国历史上，楚国将军屈瑕攻打罗国，
因骄傲轻敌而
骄
而趾高气扬 ─
看起来得意非凡，反而失败蒙羞。
行事骄傲的人，
的人
 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破损，即便别人
在面前唯唯诺诺、实际上内心是轻看你的
 会导致人轻看救恩，远离上帝
《他勒目》金钱是自大的途径，
而自大是罪恶的途径。
而自大是罪恶的途径

十六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这个寓言故事点出一个事实 ─ 进入救恩之门，
不是靠个人才智、努力，而是上帝的恩典，
 在神的国，没有地位之分、都是罪人
 在救恩当中、人人平等
救恩之门的钥匙是赏赐给那些接受耶稣基督救恩、
心存谦卑、内心回转的人，
心存谦卑、内心回转的人
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靠自己能力获取救恩的人。
保罗阐释基督的救恩 林前一24-27
林前 24 27
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3. 骄傲让人失去信靠的心
廿一4

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

希伯来原文指「灯」，指光、散发出来的光，
希伯来原
指「灯」，指光、散发出来的光，
比喻人生命的光景、内在的动机
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诫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廿27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六23

如果让上帝来引导我们，他的话就会进到我们生命里，
如果让上帝来引导我们
他的话就会进到我们生命里
 不断更新变化，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生命的气质就会流露出来，反应上帝的荣光
命 气质 会
出来
帝 荣
这是经年累月圣灵所带出来的影响
反之，没有上帝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状况…
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
廿四20 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
十三90
十三

我一个亲戚，不到卅岁就成为一个杰出的法官，
就在十多年前 台中 场大火当中
就在十多年前，台中一场大火当中，
一个年轻优秀的生命，突然从人间蒸发…
很多的梦想 愿望
很多的梦想、愿望，一场大火燃烧殆尽，
场大火燃烧殆尽
也带给他的家庭很大的破碎。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可以操之在我，
但必须回归雅各书 ─
我们的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就像蒸气 样 突然从人间就会蒸发
就像蒸气一样，突然从人间就会蒸发。
人是脆弱的，
 正因人生有许多的意外、你不知道
 更要存着敬畏
敬畏上帝的心
帝的心，
求主来掌管、保守，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

廿一4

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

骄傲的人眼睛往上看，彷佛对人睥睨，
 内心私欲无止境的扩张，彷佛可以掌控
内心私欲无止境的扩张 彷佛可以掌控一切
切，
认为一切都操之在我、成功也在我
 认为可以达到所有预定的计画、目的…
认为可以达到所有预定的计画 目的
雅四13-16 吓！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甚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是
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申八17-18

摩西就曾警告上帝的百姓 ─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摩西的提醒要让人知道 ─
 即使现在享有很好的地位、财富，
即使现在享有很好的地位 财富
心都不要因此自高自大，
以致于偏离定睛仰望造我们的主
致 偏离定睛仰望造我们的主
 一旦如此，
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就得不偿失了
失去对上帝的信靠

跟骄傲呈对比的是谦卑 ─
十六19 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
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 强如将掳物与骄傲人同分
十八12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1. 心存谦卑的人是敬畏上帝的人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廿二40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十五33

愈是敬畏上帝的人，生命愈是谦卑
 愈是谦卑的人，上帝愈会赐他尊荣


2. 心存谦卑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十一2

苏格拉底跟弟子聊天，一位有钱的学生炫耀他在雅典的财富，
苏格拉底跟弟子聊天，
位有钱的学生炫耀他在雅典的财富，
苏格拉底拿出一张世界地图，「麻烦你指出亚细亚。」
学生得意洋洋说：「这大片都是 」
学生得意洋洋说：「这大片都是。」
苏格拉底又问：「那希腊在哪里？」
苏格拉底又问：「雅典在哪儿？」
苏格拉底说：「你家在哪里？」
学生满头大汗 因他根本找不到
学生满头大汗，因他根本找不到…

年轻的所罗门心存谦卑、敬畏上帝，
求智慧治理国家 上帝给他的 超过所求所想
求智慧治理国家，上帝给他的，超过所求所想。
当他拥有财富、得享尊荣、名声，
 他的心就偏离主、骄傲自大，被妃嫔引诱去祭拜偶像
他的心就偏离主 骄傲自大 被妃嫔引诱去祭拜偶像
 得到的祝福反而失去了，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骄傲的人喜欢跟人比较 ─
炫耀自己拥有的 把人比下去 他就高兴
炫耀自己拥有的，把人比下去，他就高兴；
但有一天比不过别人时，反而招徕羞辱
 倒是谦卑的人，因为虚心受教，常保学习，
倒是谦卑的人 因为虚心受教 常保学习
反而不断进步，成为被人称许的智慧人

王上三11-13



3. 心存谦卑的人懂得顺服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
毕生受到许多人的称扬。
但他自始至终有句名言：
「我是不是雅典城最聪明的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这话不是虚伪的自谦，而是自我认知良好 ─
 谦卑不是自卑，而是
谦卑不是自卑 而是一种自知之明
种自知之明
 谦卑的人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要持续的学习 而不是自吹自擂
所以要持续的学习，而不是自吹自擂
过程中晓得 ─
继续不断在智慧上更加成熟与学习。
继续不断在智慧上更加成熟与学习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十三10

骄傲只启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被称作明亮之星的天使长路西弗
被称作明亮之星的天使长路西弗，
 想与神同等，堕落成魔鬼
 诱惑亚当、夏娃不顺服上帝命令，被驱逐离开伊甸园
诱惑亚当、夏娃不顺服上帝命令 被驱逐离开伊甸园
首先的亚当因着犯罪，使人都陷在罪中。
末后的亚当，因着一次成全，
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人…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
，
；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腓二6b-9

耶稣的智慧是顺服上帝旨意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 使他舍己、谦卑、全然顺服
舍
谦卑 全
真正的属灵人是谦卑的人，
他效法基督，存心顺服，是真正的智慧人

圣经中，
中 箴言是论述骄傲与谦卑最多的经卷。
是论述骄傲与谦卑最多的经卷
在犹太传统里，智慧和谦虚是分不开的 ─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
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
那他必定是幸福的；
可是 如果他自以为是聪明人
可是，如果他自以为是聪明人，
那他一定是个愚笨的人。
 葡萄长得愈丰硕，就愈会低下头来
葡萄长得愈丰硕 就愈会低下头来
 愈有智慧的人，便愈来愈谦虚
愿我们内心更谦卑，学习做一个智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