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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年》信徒修敬主美德
乃 

成聖之路,此是箴言主題 

 

 

積
必
先
修 信德能

積不是
偶然 



箴言 

十分鐘功課(分兩組) 

第一組:請尋找箴言全書有關(我兒)的稱呼次數及章節! 

  第二組: 

1請將1:1-7節有相同及相反字義找出來 

      2請將31:10-31節的主角找出來,並圈以藍色,其與
有關係辭的則圈以紅色,其重要連接辭則加底線或

圈以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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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my son & son…?  
 

• 全書所提及的【我兒】或
【兒子】共有44x→22x2? 
Why 22 

（1：1，8，10，15；2：1；
3：1，11，12，21；4：1, 3，
10，20；5：1，20；6：1，3，
20；7：1；8：4，32；10：1，
1，5，5；13：1，24；15：
20；17：2，25；19：13，18，
26，27；23：15，19，26；
24：13，21；27：11，28：7；
29：17；30：1，4。）他/她
們有四個智力狀況(1:4-5) 

在希臘期仍配得進入
撒羅滿智王所起的聖

殿的子民 



1:1-7 
(將思高版的標點拿走及將其節數放後) 

以色列王達味之子撒羅滿的箴言1  

是為教人學習智慧和規律叫人明瞭哲言2  

接受明智的教訓－－仁義公平和正直3  

使無知者獲得聰明使年少者獲得知識和慎重4  

使智慧者聽了增加學識使明達人聽了汲取智謀5  

好能明瞭箴言和譬喻明瞭智者的言論和他們的隱語6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只有愚昧人蔑視智慧和規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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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原文才見到疊辭及掛鉤字 
1 ִ֭ ִ֭ש ִ֭ ֵליש ִ֭מ   דֶבן־ד ִ֭ הֹלמ   ִ֭ ו ֑ ֵא ִ֭י ש ִ֭ ֶלְךֶמ   ׃לר   Proverbs 

2a ִ֭ תד  ִ֭ל כ מ  ִ֭ ע   Wisdom           רּומּוס ִ֑֭ הח 
instruction 

2b ִ֭  ב  ִ֭ל ֵר ִ֭ יןה  מ  ינ  ִ֭ יא   The sayings ה׃ב 

3 ִ֭ תל   ח  ש ִ֭ רמּוס  ִ֭ ק  לה  ש ִּ֭ו ִ֭ ֶדקֶצ ִ֭ ֵּכ֑ טמ   Instruction           ׃יםר  ִּ֭וֵמיש ִ֭ ּפ  
wise 

4a ת ֵת  אי  ם ל  ת  פ  ה ל  ֑ מ  ר   naive             ע 

4b ר ע  נ   ת ל   ע  ז מ  ה׃ ד    youth             ּומ 

5a ע מ   כ ם י ש  ֹוֶסף ח   ח ו י  ק   wise             ֶל֑

5b ֹון נ ב  ֹות ו   ל  בֻּ ח  ֶנ ה׃ ת   wise             י ק 

6a ִ֭  ב ה  ל יןל  ש  יצ ִ֑֭ מ   ל   Proverb         הּומ 
figure 

6b י ֵר  ב  ים ד  כ מ   יד ת  ם׃ ח    Wise         ו ח 
riddles 

7a  ִ֭ א  ִ֭י תד ִ֑֭ יתֵראש  ִ֭ הו הי  ִ֭ תר  כ מ  ִ֭ ע   Fear of YHWH   הח 
wisdom 

7b ִ֭ ׃זּוב  ִ֭ יםֱאו יל  ִ֭ רמּוס  ִּ֭ו   fool 20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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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思高版:箴言：1： 1－7作者的用辭 

   

以色列王達味之子1a 

     撒羅滿                         的箴言1b 

 

     是為教人          學習  智慧和規律2a 

         叫人               明瞭哲言2b  

            接受                   明智的教訓－－－仁義、公平和正直3  

            使 無知者獲得聰明4a 

            使 年少者獲得知識和慎重4b 

            使 智慧者聽了，增加學識5a 

            使 明達人聽了，汲取智謀5b  
        （叫人）             好能明瞭箴言和譬喻6a 

                                               明瞭智者的言論和他們的隱語6b 

            敬畏上主是                         智慧的肇基7a 

                只有愚昧人       蔑視         智慧和規律7b  

 

為什麼有那麼
多疊辭及掛鉤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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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婦贊箴31：10－21＊ 
(將思高版的標點拿走及將其節數放後) 

賢淑的婦女，有誰能找到﹖她本身價值，遠勝過珠寶10  
她的丈夫對她衷心信賴，（他）一切所需從來不會缺少11  
她一生歲月，只叫他幸福，不給他煩惱12  
她弄來羊毛細麻，愉快地親手勞作13  
她宛如一隻商船，由遠處運來食糧14  
天還未明，她已起身，為給家人分配食物，給婢女們分派
家務15 
她看中一塊田地，就將它買了來，以（她）雙手所得的收
入，栽植了葡萄園16  
她以勇力束腰，增強自己臂力17  
她發覺自己經營生利，她的燈盞夜間仍不熄滅18  
她手執紡錘，手指旋轉紗錠19  
對貧苦的人，她隨手賙濟；對無靠的人，她伸手扶助20  
為自己的家人，她不害怕風雪，因為全家上下，都穿雙料
衣裳21  



2013/7/3 
伍國寶神父          聖經73之箴言             

Henry Ng kwok po 2013 
8 

賢婦贊箴31：22－31＊(將思高版的標點拿走及將其節數放後) 

她為自己做了華麗的舖蓋，身穿的是細麻和紫錦的衣裳22  

她的丈夫與當地長老同席，在城門口深為眾人所認識23  

她紡織紗布予以出售，又製造腰帶賣與商賈24  

剛毅和尊嚴是她的服飾，一念及將來便笑容滿面25  

她一開口即傾吐智慧，舌上常有仁慈的訓誨26 

她不斷督察家務，從不白吃閒飯27  

她的子女起來向她祝福，她的丈夫對她讚不絕口28 

「賢淑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群出眾。」29  

姿色是虛幻，美麗是泡影； 

敬畏上主的女人，纔堪當受人讚美30  

願她享受她雙手操勞的成果! 願她的事業在城門口使她受
讚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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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婦贊箴31：10－21＊ 
藍色為主角,紅色為主角的關係辭,橙色為重要連接詞 

賢淑的婦女，有誰能找到﹖她本身價值，遠勝過珠寶10  
她的丈夫對她衷心信賴，（他）一切所需從來不會缺少11  
她一生歲月，只叫他幸福，不給他煩惱12  
她弄來羊毛細麻，愉快地親手勞作13  
她宛如一隻商船，由遠處運來食糧14  
天還未明，她已起身，為給家人分配食物，給婢女們分派
家務15 
她看中一塊田地，就將它買了來，以（她）雙手所得的收
入，栽植了葡萄園16  
她以勇力束腰，增強自己臂力17  
她發覺自己經營生利，她的燈盞夜間仍不熄滅18  
她手執紡錘，手指旋轉紗錠19  
對貧苦的人，她隨手賙濟；對無靠的人，她伸手扶助20  
為自己的家人，她不害怕風雪，因為全家上下，都穿雙料
衣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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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婦贊箴31：22－31＊ 

她為自己做了華麗的舖蓋，身穿的是細麻和紫錦的衣裳22  

她的丈夫與當地長老同席，在城門口深為眾人所認識23  

她紡織紗布予以出售，又製造腰帶賣與商賈24  

剛毅和尊嚴是她的服飾，一念及將來便笑容滿面25  

她一開口即傾吐智慧，舌上常有仁慈的訓誨26 

她不斷督察家務，從不白吃閒飯27  

她的子女起來向她祝福，她的丈夫對她讚不絕口28 

「賢淑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群出眾。」29  

姿色是虛幻，美麗是泡影； 

敬畏上主的女人，纔堪當受人讚美30  

願她享受她雙手操勞的成果! 願她的事業在城門口使她受
讚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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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肋斯坦＊在希臘初受考驗 

  
         位 於 歐 、 非 、 亞 三 大 洲 的 結 連 點 - 巴 肋 斯 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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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在聖經目錄 
梅瑟五書 

創世紀 

出谷紀 

肋未紀 

戶籍紀 

申命紀 

歷史書 

若蘇厄書 

民長紀 

盧德傳 

撒慕爾紀上 

撒慕爾紀下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下 

編年紀上 

編年紀下 

厄斯德拉上 

厄斯德拉下 

多俾亞傳 

友弟德傳 

艾斯德爾傳 

瑪加伯上 

瑪加伯下 

智慧書 

約伯傳 

聖詠集 

箴言 

訓道篇 

雅歌 

智慧篇 

德訓篇 

先知書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哀歌 

巴路克 

厄則克耳 

達尼爾 

歐瑟亞 

岳厄爾 

亞毛斯 

亞北底亞 

約納 

米該亞 

納鴻 

哈巴谷 

索福尼亞 

哈蓋 

匝加利亞 

瑪拉基亞 

福音 

宗徙大事錄 

保祿書信 

公函 

默示錄 

46 

《箴言》一書，屬
於以民古代的智慧
文學,是屬首正典的
範圍,與聖詠及約伯
齊名 



2013/7/3 
伍國寶神父          聖經73之箴言             

Henry Ng kwok po 2013 
13 

箴言就是智王述說對人性救助的智慧＊ 

1. 幸福 

2. 拜偶像墮

落 

3. 天主的懲

罰 

4. 選民的呼

救 

5. 天主派遺

使者拯救 

6. 
默西

亞的

典範 

_從上而來的DN_(申) 

從人自身來TRUTH 

Torah & 

Temple (編) 
Raising 

power 

罪
性 

apostasy, 

oppression 

repentance 

salvation 

 

     Fidelity to     

     + 

     Yahweh 

  

 

 

 

 

達味＆撒羅滿 

及賢德長者 

這是智慧文學的 

隱含作者身份 

愚昧夫人
+atheism 

賢淑婦人
+敬愛神 



              撒羅滿的箴言全書結構 

 

I雙序言(1:1-7, 1:8-9:18) 

   II撒羅滿的箴言上集(10:1-22:16) 

      III智者的金言(22:17-24:22) 

      III’其它智者的金言(24:23-34) 

   II’撒羅滿的箴言下集(25:1-29:27) 

I’雙結語(30:1-31:9, 3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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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的真實作者 
• 箴言中的思想十分一致，但作者毫
無疑問不只一人，編者已清楚指出
有不同的作者。 

• 初時,學者都知這書有一部份是由
古埃及的訓誨借來的，約於公元前
2000年寫成。但大部分應屬撒羅滿
著述及收集（始於約公元前970-
931年）。 

• 後來也發現有希則克雅王和他的臣
民參與編寫本書,所以它的完成日
期推後至公元前700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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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的真實作者 
• 書中又包含一些非以色列的名人作品，
如阿古爾和肋慕耳，使著作年代更適
合在被擄巴比倫前後，約於公元前
550年，因為當時有較廣闊的國際交
流＊。 

• 一首涵養深刻的離合體詩－賢婦贊是
最後才編入的，約於公元前300－200
年（屬希臘向波斯封殺慘劇後的再生
智慧）。 

 

賢婦贊
3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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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結構由9：1以建造房舍為藍圖* 
how it (structure of the text) is recognized 

智慧建造了房舍，雕琢了七根石柱9：1 

編者把全書資料安排似一座智慧房舍（聖殿）而編
纂成書；這房舍分三大部份： 

• 前廊PORCH(1:1-7;1:8-9:18)→兩個序及其十個教
訓式的呼籲 

• 中堂NAVE (10:1-29:27)→四個箴言集 

• 內殿CELLAR(30:1-31:31)→兩個跋像兩個小房子 

 （A Saying of Agur (30:1-14) 

      B Numerical Proverbs (30:15-33)第一個跋完 

     A’ Saying of Lemuel (31:1-9)  

    B’最後一個附錄也屬全書的跋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10-31 WISDOM PERSONIFIED ) 
→至聖聖所,在其中住的是智慧 

 

 

 

至
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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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 

 

我兒，這稱呼有廣
義的用途，泛指以
色列民族所出的眾
子女→all those who 
read Proverbs－使
讀者榮主耀祖，抗
衡希臘化，保持猶
太人的虔信上主的
品格。 



 

每個猶
太人都
被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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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1： 1－7隱含作者的意圖→可從掛鉤字coupling words 開始 
  I=1;A=2;a=3;i=4;一=5;甲=6;1=7;I=8;A=9 

I 書名：在此隱含作者的意圖是定本卷的名字1A而1A’是隱含作者寫作原因 

IA ai以色列王達味之子1a 

      i’撒羅滿的                  箴言1b 

    a’                                    著書目的（2－7） 

     i 一        是為教人學習             智慧和規律2a 

       一’ 甲1   叫人          明瞭哲言2b  

                    1’（叫人）  接受明智的教訓－－－仁義、公平和正直3  

            甲’1     使 無知者獲得聰明4a 

                 2     使 年少者獲得知識和慎重4b 

                 3     使 智慧者聽了，增加學識5a 

                 4     使 明達人聽了，汲取智謀5b  
     i’  一甲 （叫人）             好能明瞭箴言和譬喻6a 

            甲’                                        明瞭智者的言論和他們的隱語6b 

        一’ 甲敬畏上主是                                           智慧的肇基7a 

                甲’只有愚昧人       蔑視                            智慧和規律7b  

 

Doublets 
&Couplets 
疊義與掛鉤
辭形成一個
單元 

書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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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有希伯來文序
數字辭形成一
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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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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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疊句而產生的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 

i→iii 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10-12) 
 
 

I=1;A=2;a=3;i=4;一=5;甲=6; 1=7; I=8; A =9;a=10; i=11;一=11;甲=12 (所以 (Bar code of i)必定分為二十二小段) 

   

I’A’a’ i一  甲       賢淑的婦女10a 

                甲’       有誰能找到10b  

            一’甲     她本身價值10c 

                 甲’    遠勝過珠寶10d 

         ii一            她的丈夫對她衷心信賴11a 

           一’      (                )一切所需從來不會缺少11b 

        iii 一           她一生歲月12a  

            一’甲     只叫他幸福12b                                

                甲’     不給他煩惱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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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 
必須定格以能見到第一個聚焦 

I’ A’a’ iv → vii 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13－16） 

I=1;A=2;a=3;i=4;一=5;甲=6; 1=7; I=8; A =9;a=10  
iv一      她弄來羊毛細麻13a 
   一’     愉快地親手勞作13b  
v一       她宛如一隻商船14a 
  一’      由遠處運來食糧14b 
vi一 甲  天還未明15a 
        甲’ 她已起身15b 
   一’甲  為給家人分配食物15c 
       甲’  給婢女們分派家務15d 
vii一 甲  她看中一塊田地16a 
         甲’ 就將它買了來16b 
   一’ 甲  以雙手所得的收入16c 
         甲’ 栽植了葡萄園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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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 

I’ A’a’ viii→ xi 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17-20) 

I=1;A=2;a=3;i=4;一=5; 甲=6; 1=7; I=8; A =9;a=10  

viii一    她以勇力束腰17a 

    一’   增強自己臂力17b  

ix 一    她發覺自己經營生利18a 

    一’   她的燈盞夜間仍不熄滅18b  

x 一     她手執紡錘19a 

   一’    手指旋轉紗錠19b  

xi 一甲  對貧苦的人20a 

       甲’ 她隨手賙濟20b 

   一’ 甲 對無靠的人20c 

        甲’ 她伸手扶助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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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xii→ xiii 

I’ A’a’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21-22) 

I=1;A=2;a=3;i=4;一=5;甲=6; 1=7; I=8; A =9;a=10  

xii 一甲  為自己的家人21a 

        甲’  她不害怕風雪21b 

    一’甲  因為全家上下21c 

         甲’ 都穿雙料衣裳21d  

xiii一      她為自己做了華麗的舖蓋22a 

    一’     身穿的是細麻和紫錦的衣裳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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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xiv→ xvi 
必須定格以能見到第二個聚焦 

I’ A’a’ 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23-25) 

I=1;A=2;a=3;i=4;一=5;甲=6; 1=7; I=8; A =9;a=10  

 

xiv 一 她的丈夫與當地長老同席23a 

     一’在城門口深為眾人所認識23b  

xv一  她紡織紗布予以出售24a 

   一’  又製造腰帶賣與商賈24b  

xvi一  剛毅和尊嚴是她的服飾25a 

     一’一念及將來便笑容滿面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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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xvii → xx 

I’ A’a’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26-29) 

I=1;A=2;a=3;i=4;一=5;甲=6; 1=7; I=8; A =9;a=10  

xvii 一她一開口即傾吐智慧26a 

      一’舌上      常有仁慈的訓誨26b 

xviii一她不斷督察家務27a 

      一’從不白吃閒飯27b 

xix一她的子女起來向她祝福28a 

    一’她的丈夫對她讚不絕口28b 

xx一賢淑的女子很多29a 

   一’唯有你超群群出眾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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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排陣顯露文章的稠密內張xxi→ xxii 

 
必須定格以能見到聚焦 在第三個七的小組最重要位置(第三個聚焦) 

I’ A’a’Acrostic Poem on the Good Wife (31:30-31) 

I=1;A=2;a=3;i=4;一=5;甲=6; 1=7; I=8; A =9;a=10  

 

xxi一甲  姿色是虛幻30a 

         甲’  美麗是泡影30b 

   一’甲   敬畏上主的女人30c 

        甲’   纔堪當受人讚美30d  

xxii一      願她享受她雙手操勞的成果31a 

     一’      願她的事業在城門口使她受讚揚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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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肋市提供的   
總結 

在第一個七她是有地權者 

在第二個七她的丈夫在民間很有地位 

在這第三個七,她被讚譽不在於美貌與權錢 

xxi一甲  姿色是虛幻30a 

         甲’   美麗是泡影30b 

     一’甲   敬畏上主的女人30c 

        甲’   纔堪當受人讚美30d  

     她敬畏上主 31：30→ midrashic  Ｋ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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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聖城內
的第二聖殿 

至
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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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天主】一辭分佈在全書十四次 

1十四次是雙七的分佈7x2 

2 【敬畏天主】這鑰辭平均地依主題發展 

3。1全書有一首尾呼應inclusion指出敬畏上主是人存在的
核心價值－智慧（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開始1：7→31：30）。 

3。2在1：7與31：30的關係上是一個具體述說智慧人格
化成功的過程。想像青少年由智慧帶領進入天主的聖
殿,由前廊，經中堂而進內殿至聖所The Holy of Holiness，
並在內殿讚美人格化的智慧。願娶祂為妻，終身為伴。 

3。3這敬畏天主的智慧人格化如何祝福了家庭衣食住行，
更關懷老弱貧困，參與社區福利(3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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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基督徒的智慧祇有在基督內(生活的聖殿)與聖神護慰下才能修敬主美德 

醫生提醒我們要過一個平安
生活才能長生，要在平安
中長命就要有四好：食好、
穿好、運動好及睡好。 

• 我鼓勵每個教友常領聖體
為第一食好。 

• 每天祈禱穿上天主恩寵生
活就是第二穿好。 

• 每日努力福傳就是基督徒
的第三運動好。 

• 每日閱讀聖經反省自己是
否依天主聖言生活，若是，
就可以習練安死就是第四
睡好。 

祈禱穿上天主恩寵 

努力福傳 

閱讀聖經 

常領聖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