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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1-10章 

舊約讀經班#59，2020年6月28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讀經班金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學義都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詩歌書：人生的智慧五篇 

書名 人生的智慧 主題 

約伯記 受苦篇 超越人生的苦難
詩篇
箴言

讚美篇
生活篇

從人的世界到神的寶座
以天上的智慧過地上的生活

傳道書

雅歌

從日光之下的空虛
到日光之上的充實

享受愛的人生

覺悟篇

愛情篇



箴言的作者   
      1 所罗门 2 智慧人 3 亚古珥 4 利慕伊勒

u 1. 所羅門：箴言共三十一章，其中有二十六章半是所羅門作王时期所著。
所罗门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王上4:32）
「所羅門的箴言」一詞在書中出現過三次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1:1)

所羅門的箴言.(10:1)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誊录的。 (25:1)

u 2. 智慧人：從22:17到24:34，有二章半是「智慧人的言語」
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22:17)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 24:23)

列王時代除了「先知」和「祭司」之外，還有
所謂的「智慧人」，他們注重神話語的實用性，教導人民如何有智慧地生活。



箴言的作者 
 1 所罗门 2 智慧人 3 亚古珥 4 利慕伊勒

 
u 3. 亞古珥：箴言30章是「亞古珥的言語」

雅基的儿子亚古珥的言语， 就是真言。(30:1）。

亞古珥是個謎樣的人物，有人認為他是猶太人中的「智慧人」，
也有人認為「亞古珥」是阿拉伯人的名字。

u 4. 利慕伊勒：箴言31章1-9節是利慕伊勒王的言語」

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31:1）。
在猶太南北列王中，並沒有利慕伊勒這個王，他可能是一位外邦的王。



箴言的目的 

箴言不是神的教义，箴言的目的有兩方面：
u知識：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箴1:2）。

第一個目的是使人「曉得」，因領受箴言而增加心中的智慧，

和分辨的能力。

u行為：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箴1：3）

第二個目的是「處事」，箴言是實用性的，目的是要人

將真理應用出來，使生活更加美好。

不會祷告學詩篇，不會做人學箴言 箴言使壞人變好人，使好人變優秀



箴言的對象 

箴言的對象有兩種人：

u愚人／少年人：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1:4）。
所謂的「愚人the simple」，原意是「想法天真的人」、
「單純的人」、而不是智力不足的人。箴言中常聽到「我兒」
的呼喚，表示這些話是對那些涉世未深，想法天真的「少年
人」說的。

u智慧人／聰明人：使智慧人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智謀（1:5）。
「智慧人」和「聰明人」是指一個人對神的態度，
表示他敬畏神，願意接受教誨。箴言是為這些人寫的，因為
他們有接受的心。



箴言的主題 

u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1:7）。

u 箴言是智慧書，所以主題是「智慧」。
u 獲得智慧的方法：敬畏神。



1.智慧來自於神
2.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3.智慧帶來幸福的生活

箴言與智慧 



箴言與智慧(1/3)智慧來自於神 

箴言與人生格言的區別之處，在於箴言是以神為中心，而人生格言是以人為中心。

u 箴言指出神是智慧的源頭，從神的眼光來看夫妻關係，親

子關係，朋友，金錢，工作，言語，誘惑，貧富等與人生

有關的題目，一個人才會得著智慧。

u 人生格言來自人類的生活經驗，雖然有些話和箴言頗為類

似（例：箴言27:10「相近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兄弟」類似
「遠親不如近鄰」），然而二者的基本觀點不同，結果也

不同。箴言能將人引到神的面前，使人更加信靠神，並因

此而蒙福。人生格言雖然也對生活有幫助，但卻使人更加
倚靠人的智慧，也不能從神的觀點看事情。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2:6



箴言與智慧(2/3)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箴言強調智慧是來自於一個人對神的態度

敬畏神是知識的開端（1:7）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3:5)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9:10)

u 「敬畏」和「尊敬」不同，兩者之間有距離上的差別。尊敬神
的人不一定親近神，他們可能是「敬而遠之」，雖然覺得信神
很好，聖經也很有道理，但卻不按照神的話語生活。
u 敬畏神的人卻一定會親近神，並且順服神。他們會從神的眼光
來看事情，定價值，過日子。這樣的人是有智慧的，因為他們
是用神的智慧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因而享受到人生的美果。



箴言與智慧(3/3)智慧帶來幸福的生活： 
箴言是實用性的，而不是教義性的。

箴言的主要內容和目的是教導人如何生活。
u 若要認識神，必須讀新約聖經和舊約的律法書。若要生活得
有智慧，則箴言是一本很好的教課書。按照箴言的教導而行，

能使家庭和樂，經濟富裕，人生充實，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u 從表面來看，箴言和現代的「繁榮福音」有些類似，其實不
然，其中有極大的差別。繁榮福音是以人為中心，不強調對
神的敬畏和順服，只強調神可以為你帶來什麼好處。箴言是 
以神為中心，要人敬畏神，幸福的生活是敬畏神的副產品。
神愛人，他的心意是要祝福人，聽從神的話就會得著祝福，
這是自然的結果。



箴言書的大綱 
前言與導論，1-9章 

u 前言：箴言的目的與主題，1:1-7
u 導論：智慧之道與愚昧之道，1:8-9:18

箴言首集，10-24章 

     u 所羅門的箴言，10:1-22:16
附篇 u • 智慧人之言三十則，22:17-24:22

u • 智慧人之言附篇，24:23-34

箴言次集，25:1-31:9 

u 所羅門的箴言（希西家時代所收集），25:1-29:27
u 附篇

           u • 亞古珥的箴言，30:1-33
           u • 利慕伊勒王的箴言，31:1-9
結語：賢德的婦人，31:10-31字母诗 



箴言1-9章的讀法 

u連續性：從第十章開始，幾乎每節都是一個獨立的句子，各節自成一
個單位，節與節之間沒有連續性。可是在導論的部分，節與節之間是
有連續性的，必須連著讀，並且注意上下文的涵義。
擬人化：在箴言的前九章，智慧以第一人稱出現 （箴1:20; 8:1, 22; 9:1）。
此時智慧不再是一個抽象 的觀念，而是一位具體的活人：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智慧發笑，智慧責備，智慧擺設筵席，
智慧建造房 屋，智慧於創造天地之時擔任工師。

同樣的，愚昧也以人身出現，誘惑無知的人（箴9:13-18）。
「智慧婦人Lady Wisdom」和「愚昧婦人Lady Folly」兩位女士都發出呼喊，在人群中爭取聽
眾。
這樣的擬人化（personification）加強了真實感和 迫切感，迫使讀者在二人之間做一個選擇。



箴言1-9章的讀法 

u對稱的結構：導論的結構極為對稱，前後對照，愚智
分明：

        u對少年人的呼籲，1章 

u遵循智慧的道路，2-4章 

u避免愚昧的道路，5-7章 

u對少年人的呼籲，8-9章 



u 自然分段：

前九章常看到「我兒」和「眾子啊」的字眼，
這是一段言論的起頭，呼籲聽眾要注意聽。

「智慧」和「愚昧」兩位婦人出場的時候，
就是一個新段落的開始。 

箴言1-9章的讀法 



第一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u 1-6節：引言

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2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
3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4 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5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第7節：主旨

7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愚人/少年人：
想法天真的人、

單純的人



第一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十五训 

u 8-19節：第一訓 避免財的誘惑：勸不可濫交惡人，免得害人害己。
8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教）
9 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
10 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
11 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
12 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
13 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
14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
15 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16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17 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
18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
19 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父亲的训诲
从神来的教诲

恶人的引诱
财产的引诱

害人害己



第一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20-33節：第二訓 智慧的呼籲：
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

21 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22 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24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

25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

26 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

27 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28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

29 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30 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31 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

32 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

33 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拟人

得智慧必存活，
拒智慧必敗壞，

不听劝戒，
听了不去行
必自食其果

对称结构

A

B
C

D

E

D

C

B
A



《箴言》中三種與神有距離的人（不同程度） 
1:22 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u 1.近離：愚人/愚蒙人（The simple）：因不知道而
遠離神（I don’t know）。
u 2.中離：愚昧人/愚妄人/愚頑人（The fool）：因不
在乎而遠離神（I don’t care）。

u 3.遠離：褻慢人（The mocker）：因輕視神而遠離
神（I dare you）。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第三訓 2:1-22 智慧之路， 离合体字母诗

1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
2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
3 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4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6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7 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作盾牌。
8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
9 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10 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11 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
12 要救你脱离恶道，（恶道或作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求智慧的途徑與益處

寻求智慧如搜求宝藏（1～5）

智慧为神所赐，源头在神

智慧使人分辨善恶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第三訓 2:1-22 智慧之路， 离合体字母诗

13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
14 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
15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16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17 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
18 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
19 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20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
21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22 惟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

求智慧的途徑與益處

脱离色的诱惑（16～19）

智慧使人行正道，得存活，

恶人奸诈人必被剪除（21～22）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第四訓 3： 1-10節：蒙福之秘訣五福

1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或作指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2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3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

4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7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8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9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10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蒙福之秘訣 五福

1-2谨守神的诫命

得寿，得平安

3-4慈爱诚实

必蒙恩宠有聪敏

5-6专心仰赖神，

神必指引人生的路

7-8远离恶事，

必得健康

9-10甘心奉献，

必得丰盛供应



11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12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13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

14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

15 比珍珠（或作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16 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17 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

18 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

19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20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 

    

甘心接受管教，
神的管教是爱的赏赐
（11-12）。

“得智慧、得聪明”

胜过一切（13-20）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第五訓  3:11-20節：  智慧的价值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第六訓 3:21-35節： 應用智慧的果效

21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22 这样，他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
23 你就坦然行路，不至碰脚。
24 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
25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26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28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

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29 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
30 人未曾加害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31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32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33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35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谨守智慧 生活有平安（21～26）

谨守智慧及时行善 谦卑友爱

生命得尊荣（27～35）

耶穌說，要愛你的鄰捨（路10:27），

愛你的仇敵（路6:27）

你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6:31）黃金律

四組對比（32-35）

乖僻人、恶人、好讥诮的人、愚昧人

正直人、义人、谦卑人、智慧人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1儿子阿，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

2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或作指教）

3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4 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5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6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

7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

8 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

9 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以身作则

4:1-9節：第七訓勸子聽訓，高舉智慧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4:10-19節：第八訓 持定訓誨 不可走惡人之路（消極方面）

10 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11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12 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13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14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15 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16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17 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18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19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行惡入迷，難以自拔

 



2-4章：遵循智慧的道路 

u 4:20-27節：第九訓 持定訓誨，走義人之路（積極方面）

20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侧耳听我的话语。

21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

22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24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25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原文作皮）当向前直观。

26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

27 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保守己心，
去除邪口，

堅定向前，
不偏左右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5:1-23節：第十訓 婚姻贞洁，

1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2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

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

4 至终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刀。

5 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

6 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

7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8 你所行的道要离她远，不可就近她的房门。

9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10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11 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悲叹，

12 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

13 也不听从我师傅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遠避淫婦，

萬惡淫為先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5:1-23節：第十訓 婚姻贞洁专一

14 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

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16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

17 惟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

18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19 她如可爱的？？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20 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21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22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

23 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u 6:1-19節：第十一訓 防止過失

1 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
2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3 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4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5 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6 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
7 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
8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9 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
10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
11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不作保，
不懶惰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u 6:1-19節：第十一訓 防止過失

12 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13 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划。

14 心中乖僻，常设恶谋，布散分争。

15 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16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17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

18 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

19 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不妄為
七惡： 惡人的眼、舌、
手、心、脚、纷争、假见证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u 6:20-35節：第十二訓 持定訓誨，遠避淫婦（淫婦之禍害）

20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教）
21 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
22 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
23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作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24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25 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
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27 人若怀里搋火，衣服岂能不烧呢？
28 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29 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她的，不免受罚。
30 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
31 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
32 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
33 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
34 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
35 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干休。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7:1-27節：第十三訓 持定訓誨，遠避淫婦（淫婦之伎倆） 不要误入迷途
1 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2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或作指教）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3 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上。
4 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5 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6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
7 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8 从街上经过，走近淫妇的巷口，直往通她家的路去，
9 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10 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
11 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
12 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
13 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
14 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



5，6，7章：避免愚昧的道路 

7:1-27節：第十三訓 持定訓誨，遠避淫婦
15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
16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
17 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薰了我的榻。
18 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19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
20 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
21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
22 少年人立刻跟随她，好像牛往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
23 直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24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25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她的迷途。
26 因为被她伤害仆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
27 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淫婦之伎倆
不要误入迷途



8，9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u 8:1-36  第十四訓 智慧的呼籲 拟人旧约的精华一章

智慧呼叫，

智慧的含义

真理和公义

1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2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3 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

4 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5 说，愚蒙人哪，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哪，你们当心里明白。

6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7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8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

9 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



8，9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u 8:1-36  第十四訓 智慧的呼籲 拟人旧约的精华一章

8:10-16 智慧的价值

胜过黄金珍宝

智慧的含义

谋略,真知,聪明,能力

17-21求智慧之道

10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
11 因为智慧比珍珠（或作红宝石）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12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14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
15 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
16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17 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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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u 8:1-36  第十四訓 智慧的呼籲 拟人旧约的精华一章

8:22-31   智慧的本源

8:32-36   智慧致福

寻得智慧就寻得生命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23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24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26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27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28 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
29 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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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32 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33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
34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35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36 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8，9章：对少年人的呼籲 

9:1-18節：第十五訓 智慧和愚昧争夺人

9:1-12 智慧摆设筵席

9:13-18愚昧妇人摆设筵席

智愚两种道路的选择

两条道路，两种结局

1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2 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筵席。
3 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4 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5 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6 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7 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
8 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9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11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
12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
13 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
14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15 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
16 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17 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
18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她那里。她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第10章论善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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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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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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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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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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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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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进项致死。（死原文作罪）

箴言首集，10-24章 

     所羅門箴言主集，10:1-22:16 ，其中10-21章论善恶 每一节都是异议平行句
一句论善，一句论恶

1,8论智愚
2-3论钱财
4-5论勤懒
6论祸福
11论言语
12论爱恨
15轮贫富
16论生死



第10章论善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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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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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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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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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烟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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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至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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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箴言首集，10-24章 

     所羅門箴言主集，10:1-22:16 ，其中10-21章论善恶

注意箴言是生活的经验
不是神的法则

19 、31、32论言语
22、27、29论神人
23论智愚
24、25论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