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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有一些特征 ─ 不太提约、十诫、上帝如何拣选以色列人，
没有先知书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没有先知书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

没有旧约历史背景的人，可以读得懂它 ─

十31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

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 任何人都可以读得懂。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任何人都可以读得懂。

箴言是普世性的，像太阳、月亮…，上帝是普世性的。

如何读箴言？看它如何用希伯来文的平行跟对比。

 十到十五章 反义平行，每节都有张力、都有对比 ─

十3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十 1 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十一1 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

 十六章之后 同义平行，不像前面这么大的对比 ─

十六1-2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个人的 以个人为焦点 任何人可以读得懂它1. 个人的 ─ 以个人为焦点，任何人可以读得懂它

2. 任何时代 ─ 不需要旧约的历史背景

3 要有 个权威 敬畏上帝 懂得价值观 愿意被教导3. 要有一个权威 ─ 敬畏上帝、懂得价值观、愿意被教导，

是一个老师在教他的儿子
4 很实用 不谈理论4. 很实用、不谈理论 ─

六6-11 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
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不能单单只是有视力，还加上有洞察力…

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彷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

观察蚂蚁，原来他要你勤快，拒绝懒惰人走自己路的危机。

懒惰人有什么特征？拖延、浪费、喜欢舒服、寻找借口…

二六13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

二二13 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二六16 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自己觉得有理，过度自满、擅于辩论

十二27 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

十九24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

十十26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

结果是自做自受，最后贫穷失败

箴言是很直接的 ─ 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是白话文，

一读就发觉：我不要再睡懒觉 不要找借口；读就发觉：我不要再睡懒觉、不要找借口；

上帝呼召我、要我去做什么事，该如何作一个勤快的人

要求真智慧 借着蚂蚁的勤快提醒我 ─要求真智慧，借着蚂蚁的勤快提醒我 ─
心中火热、常常服事主



箴言第十章

1 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2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2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3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4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夏 聚敛的 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 睡的 是 羞5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

6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7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7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
10 以眼传神的 使人忧患 口里愚妄的 必致倾倒10 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2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 过
13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
14 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速致败坏。
15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15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16 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进项致死。

箴言第十章

17 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18 隐藏怨恨的 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 是愚妄的人。18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19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20 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义人的 教养多人 愚昧21 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2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23 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23 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24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25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26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 如烟熏目26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
27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28 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致灭没。；
29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30 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31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31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
32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01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问 个主管 你的爸爸 妈妈会不会快乐？问一个主管 ─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快乐？

04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财富跟品行是否成正比？财富跟品行是否成正比？

15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因为贫穷 你主管 你的品性 没有成正比！因为贫穷，你主管、你的品性，没有成正比！

07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你可能赖着那个位置 让下面的人很受苦你可能赖着那个位置，让下面的人很受苦
死了以后盖棺论定，名字怎么被记念？如光反照、照镜子

08 心中智慧的 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 必致倾倒

你的口会不会成为愚昧人的口？还是智慧人的口？

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是不是一个听下面建议的主管

你的口会不会成为愚昧人的口？还是智慧人的口？
你以后成为主管、成为总统，如何发号命令？

命令背后是不是出于私心？还是怨恨？要把对方打倒？命令背后是不是出于私心？还是怨恨？要把对方打倒？

箴言里面有很多反照的空间。

24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上帝所爱的 上帝所 的你希望自己成为上帝所爱的人、还是上帝所恶的人？
你敬畏上帝，因此 ─生活、习惯、言语、时间的使用，

会希望下面的人喜欢，父母喜欢、安慰，百姓称赞。

箴言在谈生活的应用，不是谈高调的。

美国总统尼克森、连选连任，
第二任发生水门事件的丑闻，

很忧郁、很自责，意志消沈…
在医院的时候，护士告诉他：可不可以把窗帘打开？

他勉强答应，一打开 ─
一部飞机在医院外面绕，后面拖了一个字条…

上帝仍然爱你，尼克森先生！

是葛理翰的妻子 Ruth Bell 给他这个信息是葛理翰的妻子 Ruth Bell 给他这个信息。

你受上帝管教、愚昧人，但上帝仍然爱你！



1. 智慧的道路其实只有两条

十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

用反义平行，世界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用反义平行，世界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是十字路口，只能右转、直走、或左转，

不是可以随便想怎么选的…

谨守上帝的诫命
义人

违背上帝的责备
恶人

不是可以随便想怎么选的…

义人
跟从上帝

成为天国子民

恶人

跟从世界

堕落世界的百姓 只是往成为天国子民 堕落世界的百姓，只是往

罪恶、大路、宽路、灭亡的方向在跑

马太福音第七章 属灵的道路其实只有两条，

智慧 愚昧是智慧，还是愚昧？

2. 不守规则的人会带给人担心
你可能会让父亲欢乐 如果你是智慧之子你可能会让父亲欢乐，如果你是智慧之子
你如果是愚昧之子，会叫你的母亲担心

3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你如果行公义 好怜悯 上帝不会让你饥饿的你如果行公义、好怜悯，上帝不会让你饥饿的，

上帝只要你守交通规则

守交通规则 上帝会管教不守交通规则的，最后上帝会管教
你是同性恋，别人受害、你自己也受害，

同性恋继续传，更多人受害

你如果吸毒，自己受害、别人受害，父母亲痛苦父母亲痛苦

你如果婚外情，配偶受害

你偷了钱，被偷的人受害

人活着就是不要让别人操心，有红绿灯，不要闯它！

3. 没有明天眼光的人，会浪费今天
十4a、5 手懒的，要受贫穷。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

贻羞之子是没有明天，难怪有人说好不过三代！

贫穷、富足的关键，上帝告诉你 ─
要学蚂蚁…要学蚂蚁

要用未来的眼光活在现在。

后现代化的年轻人，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

赖在爸妈家里 叫「宅男」─没有明天的眼光！赖在爸妈家里，叫「宅男」─没有明天的眼光！

箴言是说 ─ 你要有永恒眼光，现在勤快，

不要躲起来 不要不敢面对挑战 要走出去不要躲起来、不要不敢面对挑战，要走出去，

不要让父母亲继续担心，学学蚂蚁吧！

3. 没有明天眼光的人，会浪费今天

三十24-28 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沙番…
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
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

你的一生从大自然当中是不是学到勤快你的 生从大自然当中是不是学到勤快，

像沙番、像蝗虫、像蚂蚁？

还是墓碑上被刻 这个人不想将来 这个人又恶又懒！

提后二6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还是墓碑上被刻 ─ 这个人不想将来、这个人又恶又懒！

你是不是勤快的传道人？是不是认真？
还是教会够大了 就不在乎 懒惰？还是教会够大了，就不在乎、懒惰？

没有明天眼光的，最后被上帝说 ─ 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整个福音要广传整个福音要广传，

为什么只关心那么小小的，自己的圈圈就觉得够了？



心中智慧的 受命令

4. 留心自己的虎口
0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13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13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
18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19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20 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祸从口出 留心如何说话 ─祸从口出，留心如何说话
一句话说得合宜，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
要结交这种说诚实话 帮助你 好让你成长要结交这种说诚实话、帮助你、好让你成长。

William Blake 英国诗人 ─
别人大大称赞你的时候 不要太高兴别人大大称赞你的时候，不要太高兴，

因为你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好；
别人大大毁谤你的时候 不要太难过别人大大毁谤你的时候，不要太难过，

因为你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坏。

5. 沿着正路走的人不会迷路
你走上帝的路 而不是愚昧人 恶人 懒惰人的路你走上帝的路，而不是愚昧人、恶人、懒惰人的路，

他们的路你不为所动，走上帝要你走的路…

27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29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30 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外面有暴风，恶人归于无有，你却可以安然。

在无常、反常、平常的人生当中，上帝是在的…
他提醒你要敬畏他、尊他为圣，他提醒你要敬畏他、尊他为圣，

在复杂的人生当中，守他的交通规则。

已经在闯红灯的你跟我 趁早回到上帝面前已经在闯红灯的你跟我，趁早回到上帝面前，

让上帝的神导系统 ─抓住、引导、帮助你，分别为圣，
被他预备、被他使用、成为他的儿女。

我儿，听我的 ─ 这条路是平安的路，跟从我，必享平安！

被他预备、被他使用、成为他的儿女。

亲爱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只有一条正路是 ─

祷告祷告
我们知道，只有 条正路是

跟从主，在基督里面。

不敬畏你 不跟从主的人 定往灭亡不敬畏你，不跟从主的人，一定往灭亡、

看起来很宽很大、却是灭亡的路。

主啊，帮助我们里面有红绿灯，遵守主的道，

不要让别人痛苦，不要让别人痛苦，

也因为自己敬畏你，常常与主同行，

就经历到患难生忍耐之后的老练跟平安就经历到患难生忍耐之后的老练跟平安。

听我们祷告，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听我们祷告，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