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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章第㇐個段落是前十二節，重點
爲論述愚昧的言行。雖然用類比方
式所寫的諺語最常見，其中還是有
各式各樣的文學類型。共有九則格
言用不同事物來比擬愚昧的行爲或
愚蠢的人：讚揚愚昧人，無異夏天
降雪或收割時下雨（ 節）；



•無理的詛咒只像鳥兒飛來飛去，不
能加害於人（ 節，從文脈來看，指
的是愚昧人所發的咒詛）；用鞭子
打馬，用嚼環勒住驢口，對愚昧人
也得動用棍子（ 節）；託愚昧人傳
送消息，無異砍斷自己的腳自找麻
煩（ 節）；愚昧人引用箴言，正像
瘸子使用他的腳（ 節）；讚揚愚昧
人，有如把大石塊綁在弓弦上（
節）；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荊棘刺
入醉漢的手（ 節）；雇用愚昧人或
醉漢的，就像射傷眾人的弓箭手
（ 節）；愚昧人㇐再做愚昧事，
就如狗回頭吃牠所吐出的東西（
節）。 節是用對偶句寫成的勸誡：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恐怕你與他㇐樣。」最後是用修辭
問句誇張地表達自以爲有智慧的人
連最愚昧的人也勝過他。



•第 章的第二個段落位於 節，
提出懶惰的論題：用同義格言指出
懶人用街上有獅子作爲不去工作的
藉口（ 節）；用類比的格言形容
懶人在床上翻來覆去，就像門扇在
樞紐上旋轉（ 節）；用同義格言
指出懶人伸手取食，連放進自己口
裡也嫌麻煩（ 節）；用類比的格
言誇大形容懶人以爲自己比七個對
答如流的人更有智慧（ 節）。



夏天落雪，收割時下雨，都不相
宜；愚昧人得尊榮也是如此。

• 愚昧人得尊榮也是如此。「尊榮」
或「榮耀」 與上㇐章關聯 。
人尋求自己的尊榮是不體面的 同樣給愚
昧人尊榮也不「合宜」。本首詩歌討論
什麼是合適、恰當或合宜什麼不是
起首的箴言使用了氣象學用語。



•這㇐段是說有關愚昧人。第 節用了兩
種不可思議的事，來說明愚人得智慧、
得尊榮都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當然沒
有聽過「夏天落雪」，「收割時下雨」
也是沒有的，為什麼？估計昔日農業
社會的時候，地球的大氣層未被破壞，
所有季節是很穩定的，如果不穩定他
們就存活不了，收割下雨有什麼後果，
所有殼米都會變爛。



•所以農夫沒有預計在三月至九月收割
的時候會下雨，正如我們不會預計愚
昧人可以得到上位，即是尊榮就是他
會得到很高的位置。

•白話 夏天下雪，是反常的氣象，愚人
得尊榮也是反常的現象。



麻雀往來，燕子翻飛；這樣，無
故的咒詛也必不臨到。

• 無故的咒詛。原文字面意思如
此。獨有這句箴言沒有這段落的鑰
字「愚昧」。



•學者認為 這㇐詩段的主題並不是講
愚昧人本身而是要突顯「諸多 不合
適的 的關係」這些關係也體現在不
當受的咒詛之中。「尊榮」 代
表「重量、重要性」而此處的「咒
詛」代表「輕浮、輕率」 兩節
經文的另㇐處對比。



•第 節是很有趣的，可以用兩個現象來
解釋，「麻雀往來，燕子翻飛」都有
㇐個目的，牠們不是在飄，是有目的，
麻雀要往要來是有㇐個時令為目標，
正如燕子翻飛㇐樣。又講到「無故的
咒詛也必不臨到」，咒詛在昔日古代
社會和祝福㇐樣是有目標而發，但當
目標不存在之後，咒詛和祝福都會沒
有效的。



•這裡是智慧人的說法，這說法在當時
的社會是有㇐個突破。當時的社會相
信咒詛是否有效，是在乎施咒人有沒
有效力。這㇐段卻說不是的，如果那
個被咒詛的人沒有出錯，那個咒詛就
變成沒有目標和對象了，所以咒詛就
不能傷害你。你看天上的麻雀都有著
目的而往返，燕子也為著目標而翻飛，
你自己又沒有該被咒詛的行為，你何
必怕人的咒詛。



•咒詛是不能傷害你的，咒詛是沒有目
標的。

•翻譯：小鳥在頭上飛舞，不會帶來傷
害；愚妄人的咒詛也不會帶來傷害。



鞭子是為打馬，轡頭是為勒驢；
刑杖是為打愚昧人的背。

• 打。希伯來文只把相關的事物
放在㇐起沒有使用動詞鞭子和馬、
韁繩和蠢驢、刑杖和愚昧人的背 參
賽 。



• 第 節，這幾節都與當時的生活很有關係，
「鞭子是為打馬，轡頭是為勒驢」，若是
把兩句對調就不合適了！馬是昔日作戰用
的，驢子是㇐般人的交通工具。昔日的
人用驢子來做交通工具，驢子若不能再工
作，就會把牠宰了來吃。你不能用鞭子打
驢子，鞭子是用來打馬，轡頭是用來勒驢。
為什麼不可以用鞭子打驢？若你用鞭子打
驢，牠會使你要生不得、要死不能，通常
騎驢子是幫助人翻山越嶺，穿街過巷，你
打牠，牠就會倚著牆壁而走，那你的腳㇐
定會弄致血肉模糊，驢子很聰明的，你不
可以打牠。



• 外國人說過驢子是很硬頸及有脾氣的動物，
其實驢子有自己的㇐套，你不要用鞭子打
牠，你用轡頭就可以指使牠。而「刑杖是
為打愚昧人的背」，我們不知道什麼事要
打愚昧人，但我們要記得這裡的教訓，最
先是爸爸教導子女，爸爸教導子女可不可
以用鞭子，那當然可以。有人常常說父母
教導子女，就是

，但現代人就說你不可以打小朋友，
小朋友懂事之後，你就不可以打他，你要
和他講道理；



•但是，其實你不需要和小朋友講道理，
因為他的邏輯細胞還沒有生出來。小
孩子真的很頑皮，再加上父母的教導
和榜樣根本是沒有權威存在的，小孩
子是不聽父母的話，有時很簡單，你
敲他㇐下頭殼，他才會聽到你說的話。
這是我們聖經的教導，你不責打自己
的孩子，就是害了他。

•白話：用鞭子轡頭制服坐騎的頑梗；
同理，用刑杖制服愚昧人的愚頑。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恐怕你與他㇐樣。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原文字面意思如此。這是勸告人不
要加入愚昧人的胡攪蠻纏而自降身
價、與他等同。



•恐怕你與他㇐樣。字面意思為「恐怕
你也被拿來與他比較」。如果你對他
的話做出回應那就是抬舉他的話你也
不會比他好到哪裏去。因此耶穌對希
律㇐句話也不說 路 。

•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原
文字面意思如此。這是勸告人不要放
任愚昧人的胡攪蠻纏而不顧。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原文字面意思
如此 自以為有智慧就是愚昧到了
極點 。不能讓愚昧人贏得辯論
那等於默認給了他尊榮 。耶穌讓
反對他的人啞口無言 路 。



•第 、 節，我們很少遇到這種說法，
但又是很典型的閃族表達方式。第㇐、
你不要照愚妄人的話來回答他，恐怕
你會變得和他們同㇐層次。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教會的情況和第 節的情況是
㇐樣的。這邊的意思大致上是認為作
為㇐個教導者，可以和會友做好好的
朋友，但是若會友言行愚昧粗魯，則
不要穿和他們㇐樣的衣服，與他們說
㇐樣的粗話、愚昧話，與他們的層面
㇐樣。



•我們常常以為能夠表現得和他們㇐樣
的層面，就會被他們接納，怎知道用
了這種方式，大家㇐起玩幾年後，現
今的團契就會愈不成形，制度是幾乎
不能運作的。除了失戀、失意、考試
不合格，找人傾訴，想找個人來依賴，
他們才會找你；但是在平日如果我們
沒有了教導的責任、榜樣和能力，因
為我們已與他們㇐樣，他們就不知道
為什麼要找你。



• 而第 節又是全然的反喻，為什麼要照愚昧
人的愚妄話回答他？這個意思是很有趣的，
就是㇐個 ，
這是讓人知道自己愚昧，免得他自以為有
智慧，這不是㇐種諷刺而是㇐種智慧的教
導。「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差不
多是用㇐種反諷來讓他知道自己是愚昧，
這可能是很高深的道理，不容易學到的，
因為我們若做得不好，就會變得尖酸刻薄，
這也不是箴言所容許的㇐種情況，



•你不要變得刻薄，但是同㇐時間以愚
妄話來回答愚昧的問題，讓他自己明
白，這就是藉著你的話引導他覺悟。

•白話：
• 不要有樣學樣，以惡還惡，以怒罵
還怒罵，以愚頑還愚昧。

• 愚昧人若處強勢，要以才智指出他
的謬誤和愚昧，壓服他的氣焰。



藉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斷自己的
腳，自受（原文是：喝）損害。

• 受損害。字面意思為「喝暴
力」。把工作交託給不負責任的人
即使是小事也具有毀滅性。



•你藉愚昧人送出㇐個信息，你以為信
息可以送到，當然不可以，即是你派
㇐個愚昧人將信息帶給㇐個鎮的人，
你以為這個愚昧人可以把信息帶到收
信的人嗎？是不可以的！情況就如你
砍到自己的腳，㇐點也沒有達到目的。

•白話：差愚昧人為使者，必自毀⾧城，
用人不善，誤了大事。



瘸子的腳空存無用；箴言在愚
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 瘸子的腳空存無用。字面意思
為「瘸腿搖晃」。學者認為「搖晃」
是 的㇐種不規則形式。「腿」
源於 意為大腿或膝蓋。這裏的
意思很清楚對於不知如何恰當運用
箴言的人而言箴言毫無力量。



•第 節，「瘸子的腳空存無用」，這裡
的希伯來文 ā 字應該直譯為「空
懸」，就是無所落腳的意思，這就是
瘸子的意思。你有沒有見過人撐著手
杖，另㇐條腳是懸空的，他本來的文
字是這樣精彩和生動的， ā 根本就
是「吊起」的意思，不是沒有腳，是
有的，但是他的腳是吊了起來。

•白話：箴言在愚昧人口裡是無用的，
如瘸子的腳是無用的㇐般。



將尊榮給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
子包在機弦裡。

• 把石子包在機弦裏。字面意思
為「把石頭綁在機弦裹」。「把石
頭綁在機弦裏毫無意義又荒唐，因
為石頭放在機弦裏是為了發射出
去。」愚昧人只會打自己的頭。



• 人用來擲石子，石子應該在皮袋裡，把石
子放在袋裡是可以擲出去，是利用離心力
擲出去。這個包著的原文是指包得很密實，
讓石子不能擲出去，就是把石子緊緊包裹
在機弦裡，怎會有人這樣愚蠢？就是你將
尊榮給愚昧人，這樣愚蠢。希伯來人說話
常常用他們生活上最常見，又最貼切的生
活事例、工作事例來表達這個意思，是很
荒謬的，但是正貼切表達了他要說的是真
理，所以你不要將尊榮給㇐個愚昧人。

• 白話：愚昧人得尊榮，如將石子緊包在機
弦裡，不能擲出去㇐樣荒謬。



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荊棘
刺入醉漢的手。

• 愚昧人不了解箴言在怎樣的場
合會發揮作用。在 這導致他們
無效地使用箴言。

•第㇐種解釋：此處偽裝的智慧帶來
傷害就像醉漢揮舞著「帶刺的荊
棘」 隨意傷害周圍不幸的人。



• 第二種解釋：這個刺入的翻譯是很好的，
它原本的字是說進入，你說㇐個醉漢為什
麼有荊棘進入他的手，這個醉漢當然是控
制不了自己的步履，以致㇐手就撐在荊棘
上，那時荊棘是被動地刺進醉漢的手。但
是為什麼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好像荊
棘刺入醉漢的手，其實這兩件事都是不好
的，都是叫人有難堪的下場，箴言在愚昧
人的口中的無用和難堪，就好像荊棘刺入
這個醉漢的手，這又是另㇐個角度說明箴
言在愚昧人的口裡所發生的情況。



•白話：
•箴言在愚昧人口裡是失去意義的，如
酒醉之人沒有刺痛的感覺。



雇愚昧人的，與雇過路人的，
就像射傷眾人的弓箭手。

• 雇愚昧人的與雇過路人的。有
學者贊同把 雇 修改為

根據他爾根 作「雇愚昧人或
醉酒的流浪漢」這樣就和前㇐節經
文關聯起來。這兩節經文已經通過
雙關語關聯起來。「過路人」字面
意思為「經過的人」 個跟群體
福祉毫無關係的流浪漢。



•就像射傷眾人的弓箭手。字面意思為
「 就像 刺 源於 所有人的弓
箭手 」。

•弓箭手㇐定是要有目標而發，而這裡
的弓箭手就亂箭發射，以致傷到眾人，
這個情況就好像你僱用愚昧人和僱用
過路人㇐樣，僱用過路人是猶太人會
做的事，為什麼會把他和愚昧人放在
㇐起呢？這樣就很難明白，僱用愚昧
人是很清楚的，會叫你自己受損害，
所以你不要做；



•但是例如猶太人在葡萄收成的季節㇐
定會僱用過路的人，他自己怎樣也會
做不完，而你可僱用的人也在隔鄰幫
忙收割，所以是無人可用。我們說在
葡萄收成的季節，連遊客也㇐樣被僱
用，因為他們趕忙收割，尤其是釀酒
的很講究葡萄收割的時間。回到這節
的意思，應該是指那些箭在精神錯亂
的弓箭手是完全無用的，只會帶來傷
害，正如愚昧人在僱主手中也是這樣。



•白話：雇用愚昧人，必使周圍的人
蒙受其害，害人也害己。



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
狗轉過來吃他所吐的。

• 就如狗轉過來吃它所吐的。在
舊約名詞「所吐的」總是由醉酒所
致，這樣就把本節經文與 聯繫
起來。彼得後書 在針對敗壞
教會的假教師的⾧篇論述中 就引用
了這句箴言。



•這些假教師從不悔改自己的惡行「他
們曉得義路 竟背棄了要他們過聖潔生
活的命令倒不如不曉得為妙。」

•第 節的和合本翻譯是很精彩的，但
是狗的行為是相當噁心的，而愚昧人
就是這樣，不斷做同樣的錯事。例如
你看賭徒，為什麼為了賭博連性命都
不要？他不斷重複做當初叫他受傷害
的事，為了賭博連身家性命財產都失
去，就是因為他不斷重複行愚妄事。



•我們想㇐想，有沒有什麼愚妄事是不
斷重複？不能擺脫的。如果你有這些
行為，不要輕易放過自己，你要比喻
自己好像狗㇐樣轉過來吃自己所吐的，
要坦白㇐點，下㇐節就是說不要自欺，
這真的是很困難的！

•白話：
•愚昧人愚不可及，不能分辨好歹，如
狗吃自己吐出來的污物。



你見自以為有智慧的人嗎？愚
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到此為
止，成為愚昧人是能想像到的最糟
狀況。但是，這裏出人意外地提出
㇐種更糟糕的狀況。愚昧人比「自
以為有智慧的人」更有「指望」改
過自新。



•這裏是本段落的點睛之筆：說到底愚
昧不是屬靈敗壞的極點。要救愚昧人
脫離愚昧 就要指明他的愚昧 。

•第 節，是箴言第㇐次，也是只有
㇐次給予愚妄人㇐些希望，不致完全
絕望，它用來說那些自欺的人，自欺
比愚妄人還要差。不自欺就是要面對
真實的自己，面對真正的你是很困難
的。



• 我們起碼要有新時代那種敢於承認自己
是罪人，又勇於接受恩典的心懷，愚昧
人可能不是別人，很可能是我們自己；
可能在恩典中，我們能夠謙卑㇐點。至
終我們仍然要返回這裡，就是不要自欺，
你能夠看到真正的自己，就要靠恩典來
接納自己，不是靠自己，而是因為神的
恩典，祂給我㇐條出路，讓我有改變的
能力，祂給我可以從愚昧的本相中走出
來，而真正能夠去到智慧那裡，有那種
新約恩典的勇氣。



•白話：
•愚昧人若然謙卑受教，比那些自以
為聰明的人更有見識和盼望。



懶惰人說：道上有猛獅，街上
有壯獅。

• 懶惰人說。「懶惰人」
是本小段的鑰字。關乎懶惰人的單
元有三個這是最後㇐個

。



•第 節，不要起床因為街上有猛獅，
這裡隱藏了㇐個隱喻，那個諷喻是街
上是沒有猛獅的，獅子不會在街上走
的。獅子在街上就必定會死，牠吃飽
之後就會睡，坐下來不會襲擊動物，
所以牠不會到城市找食物，牠會遠離
人羣。懶惰人當他想躲懶的時候，就
什麼藉口都想出來，他不會理會這些
藉口有沒有邏輯，他以為理由很充分，
但是旁邊的人聽後，就覺得完全荒謬。



•說獅子在街上，是他的藉口，他自己
覺得很有力、很充分，但別人卻知道
這個理由是荒謬的。

•白話：
•懶惰人不肯工作，以諸多藉口推搪說
「路上有勇猛的獅子，街上有強壯的
獅子。」拒絕外出工作。



門在樞紐轉動，懶惰人在床上
也是如此。

• 樞紐。這是舊約惟㇐㇐次使用
見 。在床上翻滾是懶惰

人的標誌性動作。



•第 節說到門在樞紐上轉動而懶惰
人在床上轉動意思是懶惰人無論怎
樣也離不開了睡床正如門離不開樞紐
㇐樣。例如農耕，懶惰人常常錯過了
早上下田的機會，常常都在床上轉來
轉去，在農業社會是很需要早起來作
農耕。

•白話：
•懶惰人日上三竿，美夢正酣甜，在床
上輾轉反側，猶如樞紐左右轉動㇐般。



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裡，就是向
口撤回也以為勞乏。

• 放手在盤子裏。字面意思為
「把他的手藏在盤子裏」。 前
半句與 前半句相同。

•就是向口撤回也以為要勞動。這裏
用無稽之語，描述懶惰人沒有精力
去完成他已經開始的工作。



• 當然這裡所說的，只是諷刺懶惰的人，實
際上沒有這種情況的。你把手放在盤子裡，
已覺得把手拿回去是很累的，其實你不把
手拿回去才叫你疲累，你嘗試把手垂直不
伸回去，哪有人會這麼愚蠢，那樣很不舒
服！那樣是不可能的，但這裡不是說它是
真或假，而是說懶惰人的懶惰是不可言喻
的。

• 白話：
• 懶惰人懶惰成性，連面前的食物拿進口裡，
也視為勞力工作，連動㇐動手都不肯。



懶惰人看自己比七個善於應對
的人更有智慧。

• 懶惰人看自己 更有智慧。
原文字面意思如此。這跟前㇐段落
的高潮部分直接關聯，那裏說愚昧
人比自以為是的傲慢偽智的人更有
盼望。懶惰人正是這樣的偽智的人



•比七個善於應對的人。字面意思為
「比七個以審慎 回應 的
人」。在希伯來文裏 的首詞和

的尾詞相似以此把這兩句箴言聯
繫起來同時這兩節經文都使用了
㇐詞。希伯來文 表明㇐種有正直
行爲的修養品味㇐種能辨明正直美善
的直覺力。才德的婦人有這個能力

與她相反的人則沒有 。



•論及食物時 這詞還有「味道」
之意 出 。此處該詞用作雙關
語 懶惰人沒有力量「品味」自己
的食物卻認為自己比七個有「品位」
的人更好



• 懶惰人自以為聰明什麼叫「比七個善於應
對的人更有智慧」？作者是用了猶太人的
反喻來表達的，七是代表完整的意思，㇐
個大約的數目 代表全部、完
全，而「善於」這個字直譯是眼睛，是雙
數，是指看得通透；「應對」本來不是動
詞，是指很謹慎地回答，本來的字是謹慎
和很有分寸地回答，七個人即表示全世界
的人的，眼睛都是有洞察力的，那個回答
是謹慎而又適合的，那表示這是我們的常
理。



•當所有人都是這樣看，都是㇐個有智
慧的選擇，就是常理，而當懶惰人躲
懶的時候，他會覺得常理是錯的，和
覺得自己很聰明，也覺得自己懶惰的
理由是比全世界人的智慧和常理更好，
你看那個人有多可怕！

•白話：
•懶惰人看自己，比七個善於應對的人
更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