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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言 ： 學 習 作 智 慧 人 （4） 

 

2008-08-03/台北信友堂成人主日學/何玉峰 長老 

 

一、課程目標：智慧、智慧人、智慧的訓誨、智慧的話語、智慧的路、…... 

 

二、經    文：箴 2:1-22 

 

三、推薦書籍： 

 

  1. 「人性與德性」；曹偉彤 著；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出版；2005再版；181頁；NT$350。 

  2. 《Hear My Son :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Proverbs 1 - 9》；NSBT Series；by 

Daniel J. Estes；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174 pp；1997。 

 

四、箴言這種智慧語言裡面的論述邏輯、隱喻修辭、德性培養、和觀察描述：舉

第 2章為例 

 

  1. 論述的邏輯：因為、因此（所以）、為要...等連接詞的運用和分辨 

     2:1-5 

          你若   領受   我的言語        存記 1  我的命令      

                 側耳聽 智慧            專心求 聰明 

     因為 你若   呼求   明哲            揚聲求 聰明 

          你若   尋找   她          如         銀子 

                 搜求   她          如       （隱藏的）珍寶 

     因此 你就   明白 2  敬畏耶和華  並  找著   認識神 

     2:6-9 

因為 主     賜     智慧            口出   知識和聰明 

          祂     存留 1  真智慧      

     為要        保守   公平人的路      護庇   虔敬人的道 

     因此 你就   明白 2  仁義、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2:10-12 

因為 智慧   進入   你心            知識   愉悅  你靈魂 

          謀略   護衛   你              聰明   保守  你 

     為要        救     你   脫離 惡道 

           脫離 說乖謬話的人 

     2:16 

為要        救     你   脫離 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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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為要               你   行   善人的道 

                             守   義人的路 

2:21 

     因為 正直人 必居住 在地上          完全人 必存留 1在地上 

          惡人   必剪除                 奸詐的 必拔除 

 

  2. 隱喻（metaphors）這種修辭語言的功用： 

    

   (1) 財富：銀子、隱藏的珍寶：to win or to mine？ 

    

     A. 將財富當成一種比方：箴 2:4 

     B. 將財富當成一種用途：箴 3:9-10 

     C. 將財富當成一種比較：箴 3:13-15 

     D. 將財富當作一種造就：箴 10:2-5 

E. 將財富當作一種美感：箴 25:11-12 

 

(2) 道路：  

 

     A. 三個意思可以互換的（inter-changeable）同義字： 

      

      1) 路、道（tAxår>a；o'-rakh；way）：箴 2:8,13,15,19,20; 3:6 

      2) 道、路（%r<d；deh'-rek；path）：箴 2:8,12,13,20; 3:6,17,23,31 

      3) 道、路（h'yt,(l{G>[.m；mah-gaw-law'；course）：箴 2:9,15,18 

 

     B. 全章每一小段（sub-text）都用「路、道」作結尾： 

 

      1) 保守公平人的路，護庇虔敬人的道，明白一切的善道：箴 2:8-9 

      2) 脫離惡道：箴 2:12 

      3) 那等人走黑暗的道，在道中彎曲，在路上偏僻：箴 2:13,15 

      4) 淫婦的路偏向陰間，去她那裡的回不到生命的路：箴 2:18-19 

 

     C. 「道、路」這種隱喻的意含：Ellen F. Davis 

 

      1) 尋求智慧這條路，不是一蹴可及（the decision to seek wisdom is not 

made once for all）：箴 2:13 

      2) 尋求智慧這條路，不是全靠某個人自己走出來的（no one walks on the 

way that leads to wisdom entirely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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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德性（virtues）的追求和培養： 

 

   (1) 公義（qd,c,；tseh'-dek；righteous）：箴 2:9; 1:3 

   (2) 公平（jP'v.mi；mish-pawt'；justice）：箴 2:8,9; 1:3 

   (3) 正直（rv'yme；may-shawr'；equity）：箴 2:9; 1:3 

(4) 正直（rv'y"；yaw-shawr'；upright）：箴 2:7,21 

   …… 

(n) 智慧（wisdom）：把其他所有的德性都蘊含在內的一種「全備的德性」

（meta-virtue）：箴 2:2,6,10; 1:2,7 

 

  4. 對人性、社會及自然界的「實相」（reality），提出具有洞察力的觀察與描述： 

 

   (1) 對淫婦的觀察：箴 2:16-19 

 

     A. 淫婦，就是那油嘴滑舌（話語溫順：smooth words）的外女（strange 

woman）：箴 2:16; 5:3,10,17,20 

     B. 就是離棄幼年配偶，忘了神的盟約的女子：箴 2:17 

     C. 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陰間：箴 2:18 

     D. 到她那裡去的人，不得轉回，也得不著生命的路：箴 2:19 

 

   (2) 觀察的性質：現象的描述，修辭的運用，道德的褒貶，還是……？ 

 

     A. 必使（為要）你…（並）…；in order to/so that…and…：箴 2:20 

     B. （因為）…（並）…；for…and…：箴 2:21 

     C. （但/並）….（並）…；but/and…and…：箴 2:22 

 

五、箴言的指向： 

 

  1. 敬畏耶和華，認識神   ： 箴 2:5,6,17; 3:4; 25:2; 30:9 

  2. 生  命 （路、樹...）   ： 箴 1:12; 2:19; 3:2,18,22; 4:10,13,22,23; 5:6; 6:23; 

8:35; 9:11; 10:11,16,17; 11:19,30; 12:28; 

14:27,30; 15:4,24,31; 16:15,22; 18:21; 19:23; 

21:21; 22:4 

 

http://www.hfpchurch.org.tw/km-master/front/bin/ptdetail.phtml?Category=100019&Part=2007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