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箴言第六講



箴言第 章概要

•作者用以下的美德與好處來敘述聰
明義人的特徵：公義能救人脫離死
亡，耶和華不使義人挨餓，勤勞使
人富足，精明的人會在夏天收割，
被紀念是㇐種福氣，順服賞賜與維
護生命的誡命，誠實人起居穩妥，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愛能遮掩
㇐切過錯，



•用積存的知識引導人洞察生命，財
富是有錢人的保障，義人的勤勞獲
得生命，義人能聽從訓誨而得以存
活，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明
達人以智慧爲喜樂，義人的願望得
以成就，義人的根基永久堅立，敬
畏耶和華的人延年益壽，正直人的
盼望帶來喜樂，



•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意即
耶和華的教導維護義人的生命），
義人的口說出令人喜悅的話。

•語言具有創造生命或導致毀滅的能
力，因此恰當地運用語言也是本章
的主題，且持續地塑造整部文集的
內容。語言的隱喻包括「口」



•（ ： 、 、 ， ： 、 ，
： 、 ， ： ， ： 、 、
， ： ）、「舌」（ ： ，
： ， ： 、 ， ： ， ：
）、「唇」（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言語」（ ： ， ： 、 ，
： ， ： ， ： ， ： 、
、 ， ： ）、「命令」（ ：
， ： ），還有「訓誨」或
「管教」（ ： ， ： ， ： 、
、 ， ： 、 、 ， ：
、 ）。



•第 章提到愚昧的人有「說謊的
嘴」，包藏憎恨且口出讒言誹謗，
濫用招來蹂躪的語言（ ： ）。
哲士說的話不多，愚昧的人吵雜多
言，因此難免有過（ ： ）。
「義人的舌」好像純銀㇐般可貴，
純銀是古以色列最貴重的金屬（ ：
）。



•義人的口教養許多人（ ： ）。
義人口中的話生出智慧，領人踏上
生命之道，乖謬的舌頭必被割斷
（ ： ）。義人的口曉得什麼樣
的行爲是能被接納的，惡人的口卻
只會說些乖僻的話（ ： ）。



隱藏怨恨的，有說謊的嘴；
口出讒謗的，是愚妄的人。

•隱藏怨恨。這詩段結尾處討論「隱藏」
或「遮掩」的問題，結束了從 ：
開始的首尾呼應。在那裡，人用愛「遮
掩」所有過錯；這裡，人用「說謊的嘴」
「隱藏」怨恨。下㇐段落將繼續討論說
話這個主題。



• 英文譯本插入第 人稱代詞作主
語：「使你成為說謊者」。有學者
依據 士譯本，把這㇐節修改為
「饒恕怨恨的，有公義的嘴唇 散
布誹謗的，是愚昧人。



•這裡要注意，惡毒的心是愚妄邪惡
的。 用甜言和謊言掩蓋怨恨的，
就是愚昧邪惡的人。他們自以為很
會玩弄花樣，用說謊的嘴隱藏怨恨，
免得怨恨㇐旦洩露，就會在人前蒙
羞，就會失去滿足自己惡毒心態的
機會，這樣的人是愚妄的。



•說謊的嘴本身已經夠壞，若是用來
遮蓋惡毒（彼得前書 ），那就
更惡。以為能在神面前隱藏什麼的
都是愚妄的人。 口出惡言的人也
不是好人：口出讒謗的是愚妄的人，
因為神遲早要彰顯公義，像光照在
雲中㇐樣，驅散讒謗。



•翻譯：

•隱藏怨恨的，嘴會說謊；口出譭謗
的，是愚頑人。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
唇是有智慧。

•多語是指惡人溢於言表的話語，與
智慧人受約束的話語形成對比。

•嘴唇。原文字面意思如此，與前㇐
段落形成銜接點，又重複了這幾個
段落裡代表言語的鑰字。



•這裡勸誡我們要管好自己的舌頭，
這是基督徒的責任。 要少說話，
因為多言多語難免有過，這裡有不
停犯罪的意思。說話越多，說錯話
的機會也越多。多言多語必錯話百
出，日後又不得不解釋說明。喜歡
聽自己說話的人不知道如何悔改，
而難免有過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悔改。



• 所以人應該用嚼環勒住自己的口
（詩篇 ）。禁止嘴唇，省察自
己，管好自己的思想，保守秘密，
這些是智慧的特點，這樣的人也能
過得平安。靜默不語就是通達（阿
摩司書 雅各書 ）。



•翻譯：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抑制嘴唇的有
智慧。



義人的舌乃似高銀；惡人的
心所值無幾。 義人的口教養
多人；愚昧人因無知而死亡。

•這個提倡義人善用言語的四行詩，平
衡了前面㇐個四行詩的重點，也就是
需要禁止愚昧人的惡劣言語。

•所值無幾。確切的意思是小。

•教養。字面意思為牧養。



•死亡。原文字面意思如此。此處提
及死亡，自然地引出下㇐個時段，
那裡講到生命的永恆根基是耶和華
白白賜給智慧人的。

•這則箴言勸誡兒子做義人，因為他
的話語將有巨大的價值，否則它們
在本質上毫無價值。



•這裡教導我們如何評價人，不是按
人在世上的財富和地位，而是按人
的美德。

• 義人必有益處。也許他們貧窮，在
世沒有地位，沒有權力和財富以行
善，但是只要還有口能說話，他們
就有價值有益處。



•就憑這點，我們要尊重那些敬畏神的人，
因為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
（馬太福音 ）。

• 這使他們有價值：義人的舌乃似高銀。
他們誠實，心中沒有惡念和詭詐。神的
話被比作純淨的銀子（詩篇 ），可
作為倚靠，義人口中的話也是如此。他
們的話有份量，有價值，能給聽的人帶
來智慧，而智慧是超越高銀的。



• 這使他們有益處：義人的口教養
多人，因為他們都說神的話，而神
的話是生命的糧，真理能餵養靈魂。
敬虔的言語是饑渴之人的靈糧。

• 惡人沒有益處。 人不能從他們得
到益處：惡人的心所值無幾，因此
從他心中出來的不可能有什麼價值。



•他的原則、理念、思想、動機以及
㇐切心裡所裝的和所影響他的，都
是屬世界屬肉體的，毫無價值。從
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
屬乎地（約翰福音 ）。

•這樣的人不能明白也不能領略神的
事（哥林多前書 ）。



•義人口中常說神的事，惡人卻不是
這樣。雖然他們裝作心中有信仰，
並感謝神賜他良心，然而仔細察看
他的心，就知道裡面沒有價值。

• 人不能給他們益處。許多人能從
義人的口得到餵養，但是愚昧人卻
因無知而死亡。



•既然知識那麼容易得，而愚昧人卻因沒
有知識而死，這就說明他們的愚昧。愚
昧人因無心而死亡（原文用這個字）。
他們因缺乏思考、缺乏決斷而死亡，他
們無心為自己的益處做任何好事。義人
餵養他人，愚昧人卻忍饑挨餓。



•翻譯：

• 義人的舌乃上選的銀子；惡人
的心所值無幾。

• 義人的嘴教養多人；愚妄人因
無知而死亡。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

•耶和華所賜的福。這節經文改變了
之前所羅門箴言的反義平行結構。
另㇐處改變是 ： （緊接在再次
提到耶和華之前），它把㇐個詩節
分成 個小節。



•並不加上憂慮。憂慮源於 ，也有
「勞力」（ ： ）或工作（ ： ）
之意。因此，也可翻譯成「人的勞力不
能添加什麼」。本詩節的 個小節起首
都說，耶和華加添祝福。



•世人多心儀世上的財富，但是他們
通常不明白所追求的事的本質，也
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所以這裡告訴
我們， 什麼才是應當追求的財富，
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不加上憂慮的
財富，就是不需要憂慮就能得且能
持守的財富。



•這些財富使用起來不煩惱，失去了不懊
惱，花掉了不心痛，能使心中得安慰的
財富，能以此行善，帶著喜樂的心事奉
神。 這樣的財富從何而來，不是在世
上拼命工作（詩篇 ）所得，而是來
自神所賜的福。唯有這樣才能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財富若來自神的愛，就
有神的恩典同在，要保守靈魂遠離情欲。



•財富若不是來自神的愛，就往往成為縱
容情欲的動機。

•所羅門在前面說（第 節），手勤的卻
要富足，這是致富的手段。但在這裡他
加上神所賜的福，而神要祝福的就是手
勤之人。靈命的富足也是㇐樣。我們要
竭力使自己靈裡富足，但神的祝福和恩
典必得㇐切榮耀（申命記 ）。



•翻譯：

•耶和華的祝福，它 原文用陰性，下
同 使人富有，但並不加上憂慮伴
隨它。



愚妄人以行惡為戲耍；明哲
人卻以智慧為樂。

•行，繼續了工作的主題。惡，在此
表示任何對於人民和社群的粗魯冒
犯。

•這裡的戲耍，原意是「計畫」、
「意圖」。



•這裡說的是， 異常邪惡的罪：愚
妄人以行惡為戲耍，就是早已習以
為常，以行惡為樂，像玩笑㇐樣。
行惡是他的樂趣，是他的所愛，令
他歡喜。



•犯罪對他來說是笑談。若是你警告
他不要犯罪，要多想想神的律法，
想想神對罪惡的忿怒，他就取笑你
的勸誡，以嬉笑面對將要臨近的審
判。他犯罪以後不但不悔改，還要
吹噓㇐番，嘲諷批評，用嬉笑來壓
制良心的責備（箴言 ）。



• 異常聰明的智慧，因為智慧本身
就見證自己的完美。智慧能證明自
己，這是最大的讚美。你不需要再
用別的話來稱讚明哲人，「他是個
明哲人，他有智慧，他很有智慧不
會行惡。或說，若是有人不小心犯
了錯，他很有智慧不會以此為樂。」



•這裡也可理解為宣告智慧確是智慧，
可以這樣理解：就像愚妄人以行惡
為戲耍㇐樣，明哲人有智慧且表現
出來。義人不僅將來要得獎賞，今
生也在信仰的約束和實踐中得樂趣，
而這樂趣要遠遠勝過罪人在縱容自
己犯罪時得到的樂趣。



•翻譯：

•愚頑人以行惡為好玩；聰明人卻以
智慧為樂。



惡人所怕的，必臨到他；義
人所願的，必蒙應允。 暴風
㇐過，惡人歸於無有；義人的根
基卻是永久。

•這節經文跟 節存在細微差別，聲
稱雖然愚昧人目前以行惡為樂，但
他卻受罪有應得的憂慮和良心譴責
的痛苦的煩擾，直到悲慘結局來到。



•根基卻是永久。希伯來文作「永恆
的根基」（ ）。智慧宣稱耶和
華從 就有了她（ ）。這個
場景預示著末世的到來，那時惡人
從地上被除去，只有義人存留。

•這裡對義人說了又說，他們要有好
結局，對惡人說，他們有禍了。將
兩者做對比，要互相對照。



• 惡人懼怕最壞的厄運，義人則嚮往最
好的結果。 惡人誠然有時行惡時趾高
氣揚，被徒然的希望所矇騙，但他們卻
逃脫不了懼怕的厄運，這些懼怕必臨到
他們。他們所惹怒的神要向他們發怒，
他們要在極大的恐慌沮喪中懼怕神的忿
怒。你該受的敬畏有多大，你的忿怒也
有多大（詩篇 ）。



•惡人懼怕罪的刑罰，但是他們沒有智慧，
不知道如何脫離懼怕，以致所怕的事必
臨到他們，而今日的懼怕就是來日受折
磨的憑證。 義人誠然有時也懼怕，但
是他們嚮往神的恩惠，以神為樂，這樣
的心願必蒙應允。神要按他們的信心賜
給他們，不是按他們的懼怕（詩篇
）。



• 惡人享福必很快過去，義人的喜樂卻
永遠⾧存，第 節。惡人鼓噪不息，像
暴風那樣催逼自己也催逼別人，威脅著
要掀翻㇐切擋道之物。但是他們也像暴
風那樣，㇐旦過去就永不復返。他們必
過去，所剩下的是暴風過去之後的寧靜
和快樂（詩篇 約伯記 ）。



•義人正相反，他們平凡無奇，像根基㇐
樣隱藏，低而不見，但是他們卻定意倚
靠神，嚮往美德，要成為永久的根基，
永不動搖。聖潔的仍要聖潔，永遠喜樂；
他的盼望建立在磐石上，不受暴風的動
搖（馬太福音 ）。義人是世界的柱
石（有人這樣理解）；世界為他們而立，
聖潔的後裔就是根本。



•翻譯：

• 惡人所怕的，它 原文用陰性 必
臨到他；義人所願的，必蒙應允。

• 暴風㇐過，惡人歸於無有；義
人卻有永久的根基。



懶惰人叫差他的人如醋倒牙，
如煙薰目。

•古代近東的背景下，沒有牙齒的護理，
理當很多成年人都受到齲齒的苦。喝
酒的人所期待的是甜酒，但得到的卻
是酸醋。如煙燻目所暗示的是同樣的
類比。預備食物的人期待有幫助的火
來烹飪，但得到的卻是煙霧和眼淚。



•對於懶惰人的論述，見 ： 。煙、醋
以及懶惰的僱員共同之處，在於它們嗆
人的特性 都讓人不愉快，而且難以忍
受。

•要注意， 懶散之人，就是喜愛安逸、
不能盡心做事的人，不配受重用，不配，
連跑腿送信都不配，因為他們不會認真
送信，也不會趕著回來。



•這樣的人非常不適合做神的僕人，基督
的使者。基督不會差派懶惰之人去收割
莊稼。 不小心把事情委託給懶散之人
且相信他們的，必會為之苦惱。懶惰的
僕人對主人來說是又麻煩又頭疼，如醋
倒牙，如煙熏目。懶散之人惹主人的怒
氣，就像醋令牙齒發酸，看見自己的事
受忽視受損失就憂愁，如同煙熏眼睛而
流淚。



•翻譯：

•如醋倒牙，如煙薰目，懶惰人對那
差他的人，正是如此。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
但惡人的年歲必被減少。 義
人的盼望必得喜樂；惡人的指望
必致滅沒。
•使人日子加多。這小節起首就宣稱，
敬畏耶和華能「加添日子」；在結
尾處（ ： ）宣稱義人永不動搖。
義人得建立，惡人被清除，都是永
久的。



•注意， 敬虔能延⾧人的年歲，成
就人的盼望。有何人喜好存活（詩
篇 ）？就是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能保守人遠離許多危及生命
的事，保守人在今世⾧壽，在來世
得永生。



•敬畏神要加添人的年歲，且超過人
的想像，也會在永恆中無限延⾧人
的壽數。有何人得享美福？就是信
神的人。他的年歲不僅增多，還要
喜樂，又喜樂又增多，因為義人的
盼望必得喜樂。他們要得到所盼望
的，且要得到不可言喻的滿足。



•他們以將來的未見之事為樂（羅馬
書 ），以所望之事為樂，不
以手中之物為樂。他們的盼望必以
碩果而告終，這就是他們永遠的喜
樂。。



• 惡能減少人的年歲，叫人的指望
落空：惡人的年歲虛度在罪的樂趣
中，虛度在世上的勞苦之中，必被
減少。妨害地的樹要砍去。不管惡
人如何為今生或來生尋找安慰和快
樂，都要落空，因為惡人的指望必
致滅沒，他的盼望要成為永遠的絕
望。



•翻譯：

• 敬畏耶和華使人壽命加多；惡
人的年歲必然減少。

• 義人的盼望帶來喜樂；惡人的
指望必致滅沒。



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
卻成了作孽人的敗壞。 義人
永不挪移；惡人不得住在地上。

•耶和華的道。注意道路的意象。
•正直人。字面意思為正直，是正直人
的詞性活用。

•義人的保障和惡人的毀滅，根據在於
上帝的道路。



•義人永不挪移。字面意思為「敬虔
的人，直到永恆，也不動搖。」

•這兩節經文與前面兩節的意思相同，
要表明敬虔人的喜樂和惡人的悲哀。
重複這些教訓很有必要，因為人都
是懶於相信、懶於思考的。



• 正直帶來保障和穩妥：耶和華的道
（指神的旨意，神沿著此道向我們走來）
是正直人的保障，要肯定正直人的正直。
神在他身上的㇐切作為，不論是憐憫還
是管教，都催促他好好盡自己的責任，
鼓勵他不致消沉。也可理解為，耶和華
的道（指敬虔之道，神指示我們走的道）
是正直人的力量。



•我們越靠近這條道，心中越想走這條道，
就越有力量事奉或受苦。良心若不受罪
的污染，能使人在危難中剛強壯膽，不
懈努力的盡責能使人在忙碌中得安逸。
我們為神做的越多，就越有能力為神做
工（約伯記 ）。靠耶和華所得的喜
樂唯有來自耶和華的道，這樣的喜樂就
是我們的力量（尼希米書 ），因此
義人永不挪移。



•持守美德就是持守平安喜樂，無人能將
此奪去；這樣的人有永久的根基（第
節）。 毀壞和敗壞是惡人的必然結果。
惡人不僅不能承受地土（儘管他們積攢
財寶在地上），連住在地上也是不能。
神的審判要把他們連根拔起。敗壞，又
兇猛又確定的敗壞，要臨到作孽之人。
神的榮耀和能力要敗壞惡人。



•不僅如此，耶和華的道對正直人是保障，
對作惡之人卻是吞吃，是恐懼。同㇐個
福音，在㇐些人來說是活的香氣叫他活，
而在另㇐些人來說卻是死的香氣叫他死
（哥林多後書 ）。同㇐位神，就像
同㇐個太陽，使㇐些人的心軟化，也使
另㇐些人的心剛硬（何西亞書 ）。



•翻譯：

• 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
對作孽的人卻是恐怖。

• 義人永不動搖；惡人不得住在
地上。



義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謬的
舌必被割斷。 義人的嘴能令
人喜悅；惡人的口說乖謬的話。

•這㇐組簡短的對句是這段落的結尾，再
次論到義人（ 作「敬虔的人」）的
「口」和「嘴」。

•這裡跟前面㇐樣，說明世人要按自己的
言語受審判，或稱義或被定罪（馬太福
音 ）。



• 這是要證明並稱讚說智慧話之人
的智慧和良善。義人的言語滋生智
慧，為別人帶來益處。神為了獎賞
他的義就賜給他智慧（傳道書
），而他為了感謝賜他恩賜和

公義的神，就善用智慧，以智慧敬
虔的言語造就他人。



•他的話能令人喜悅，蒙神悅納（因為他
盼望得神的喜悅過於得人的喜悅）。凡
能叫說話的人喜悅也叫聽的人喜悅、能
對自己有益也對他人有益的話，他就說。
口吐惡言的人，是惡人的罪，必引向
毀壞。惡人的口說乖謬的話，就是不蒙
神喜悅的話，惹怒他人的話。這會有什
麼後果呢？乖謬的舌必被割斷，就像油
滑誇大的舌㇐樣（詩篇 ）。



•翻譯：

• 義人的口結智慧的果實；邪惡
的舌必被割斷。

• 義人的嘴知道可喜悅的事；惡
人的口只知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