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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書簡介 
李子忠 

9/92012 
 

1. 舊約聖經中的「智慧書」或「訓誨書」 

包括《聖詠集》、《約伯傳》、《箴言》、《訓道篇》、《雅歌》、《德訓篇》及《智慧篇》

（《巴路克先知書》其實也屬此類）。這七部經卷的文體並不劃一，但它們的內容

卻是自成一格，與其他經卷的內容，如歷史、先知及法律書是迥然不同的。 

 

2. 智慧書的特色 

－寫於充軍至耶穌降生的時期（公元前六至一世紀） 

－內容不局限於以色列民的課題，而有超越文化和宗教的特色（Trans-cultural & 
Trans-religious） 

－內容特別注重倫理道德 

－與古代近東民族文化交流的痕迹：埃及、巴比倫、希臘、阿拉伯 

－以簡短的格言方式來教訓人，頗似中國的成語或諺語 

－智慧文學所強調的「智慧」，主要並不是理智、明悟、學問方面的智慧，而是

處世為人方面的實際準繩，亦即人格道德的表現 

－訓誨的對象並不是團體，而是單獨的個人，是以父親教訓兒子的口氣來表達 

－智慧的泉源是天主 

－Σοφια-sophia（參看 Philosophy 哲學＝愛智）；חכמה-hokmah 
 

3.《箴言》的序言（箴 1:1-6） 

這序言指出：a) 應學習智慧的人；b) 獲取智慧的行動；c) 對智慧的不同寫照。 

以色列王達味之子撒羅滿的箴言
‧‧
：	 	 	 

是為教人學習智慧
‧‧
和規律

‧‧
，叫人明瞭哲言

‧‧
，	 	 	 

接受明智的教訓
‧‧‧‧‧

	 ─	 仁義
‧‧
、公平

‧‧
和正直

‧‧
，	 	 	 

使無知者獲得聰明
‧‧
，使年少者獲得知識

‧‧
和慎重

‧‧
，	 	 	 

使智慧者聽了，增加學識
‧‧
；使明達人聽了，汲取智謀

‧‧
，	 	 

好能明瞭箴言
‧‧
和譬喻

‧‧
，明瞭智者的言論

‧‧‧‧‧
和他們的隱語

‧‧
。	 	 

敬畏上主是智慧
‧‧
的肇基；只有愚昧人蔑視智

‧
慧
‧
和規律

‧‧
。  

 

a) 應學習智慧的人：無知者（peta'im 即無經驗者，而非愚笨的人）、年少者

（na'ar）、智慧者（hakam）、明達人（navon 明白事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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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獲取智慧的行動：認識（yada 尤指體驗，不僅是知識）、明瞭（byn 不在於資

訊，而在於明白事理）、接受（laqah 強調把持所得）、使獲得（natan 強調傳授）、

聆聽（shama 有虛心服從之意）、增加（yasaf 有再接再厲之意）、（汲取）獲取（qanah
付出代價而取得）。 
c) 對智慧的不同寫照：智慧（hokmah）、規律（musar）、哲言（imre binah）、明

智的教訓（musar haskel 即實用的教訓）、仁義（zedeq）、公平（mishpat）、正直

（mesharim）、聰明（ormah 精明）、知識（da'at）、慎重（mezimah）、智謀（tahbulot）、
箴言（mashal）、譬喻（melizah）、智者的言論（divre hakamim）隱語（hidot 即

謎語、寓言）。 
     

4.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箴 1:7） 

「敬畏上主」（yir'at YHWH）一語（以名詞形式）在《箴言》共出現 15 次，在

《德訓篇》（phobos Kyriou）共 18 次，在其他經卷中共 8 次（依 x3、編 x1、詠

x3、宗 x1）。以各種詞類出現的「敬畏天主」（yir'at Elohim 或 phobos Theou），

則有不下 50 次。可見敬畏上主是全部聖經的精髓之一，亦令以色列（及基督徒）

的智慧文學，充滿濃厚的宗教意味。 
 
這裡所指的「敬畏」並沒有人性怕懼之意（參看 NJB Ex 20:20i），而是尊重、崇

敬、尊敬、虔敬（義德之一的宗教之德，或稱敬德，參看 NJB Pr 1:7a）（參看 timor 
Domini, fear of the Lord; respect, reverence; devotion, religion）（參看 Otto Rudolf: 
fascinosum + tremendum = numinosum）。思高版譯作「敬畏」，韓承良則用「懷德

畏威」：「這裡所說的敬畏上主，是要人以兒女熱愛父母的心腸，自動地避免冒犯

父母，恐怕父母傷心難過；換句話說是懷德畏威的怕情，而不是奴顏婢膝，戰戰

兢兢的怕情，二者是迥然不同的（參看若一 4:18）。」 
 

5. 箴言導讀 

《箴言》一書，屬於以民古代的智慧文學，含有數種不同的格式：有成語，有諺

語，有金言，有譬喻；此外尚有較長論及「智慧」本質的散文和詩句。《箴言》

的目的，是在教訓人，尤其青年人，應學習「智慧」，躲避「愚昧」。所謂「智慧」，

並非指人的智力而言，而是就道德生活立論：教人怎樣敦品勵行，成一完人。為

此，本書說「智慧」是出於「敬畏上主」（1:7; 9:10; 15:33）；智慧屬於天主本性

的一種德能（8:21-31），但天主將這德能賦予人類（2:6），使人藉這「智慧」得

以獲享幸福的生命（8:32-36）。準此，與「智慧」相反的，即是「愚昧」，也即

是罪惡。將罪惡稱為「愚昧」，因為人犯罪，違背天理，與天主作對，實愚昧之

至，結果必然趨向滅亡（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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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標題稱為「撒羅滿的箴言」。無疑，本書內大部分的箴言，是出於這位以

智慧名聞天下的智王（列上 5:12）；但在本書內尚提及其他作者的「箴言集」。全

書分為多集：1-9 章可視為一篇頌揚「智慧」的真、善、美、聖的弁言；10:1-22:16
屬撒羅滿的箴言主集；22:17-24:22 及 24:23-34 屬數位智慧人的箴言；25:1-29:27
屬撒羅滿的箴言拾遺；30:1-31:9 為阿古爾和肋慕耳兩位作者的箴言。最後是一

篇賢婦讚（31:10-31）。 
 
《箴言》舉例： 
1) 貪富關係（14:20,21,31; 17:5; 19:17） 
2) 正義與宗教敬禮（15:8,29; 21:3,27） 
3) 天主凌駕一切（16:1,2,3,9） 
4) 天主與壞人的關係：修和（16:4,5,6,7） 
5) 舊約的人觀（16:1,32; 18:8; 耶 11:20） 
6) 人與人的關係（17:1,2,3,5） 
7) 智者與愚者（17:16,24,28） 
8) 信心問題（18:10,11,12） 
9) 數字遊戲（30:7-9,11-14,15-16,18-19,21-23,24-28,29-31）（參見德 25:1-2,3-4,9-16; 
26:25-27,28） 
10) 爭訟之道（18:17,18,19; 25:8,9,10） 
11) 賢婦讚（31:10-31）（參看猶太人星期五晚安息日禮儀中的 Eshet hayil） 
 

6. 探索智慧的不同途徑 

人生在世有價值嗎？《訓道篇》和《智慧篇》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訓道

篇》和《智慧篇》成書的年代相距二百年，分別以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寫成，體裁

風格也各有異；兩位智者的信念都不一樣，所得結論亦然有別。他們悟通智慧的

真理，都是源於日常的人生體驗（訓 4:7-12；智 7:1-6）。但他們一致認為，與天

主保持正確的關係，是生死攸關的（訓 4:17-5:6；智 1:15）。他們都竭力幫助讀

者達致智慧的真諦：活出美好的人生。 
 
1)《訓道篇》：探究生命中的挑戰和酬報 

《訓道篇》約於公元前 250 年成書，作者是一位耶路撒冷的智者，他在書中自稱

為訓道者（希伯來文 Qoheleth，希臘文譯作 Ecclesiastes）。訓道者（1:2,12; 7:27; 
12:8-10）一詞反映了作者的職責可能是團體的領導和召集人。無論如何，就如

12:10 結語所言，訓道者要蒐集智慧言論，忠誠地寫下立身處世的至理名言，教

導人們學懂真理。所以，人們也尊稱訓道者為導師或宣講者。 
 
訓道者託名「達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1:1）而寫下《訓道篇》，這裡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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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是撒羅滿。撒羅滿在聖經中是享譽盛名的智者和偉大的君王，他於公元前十

世紀掌政。訓道者假託撒羅滿智王的名，重申他的思想來規勸公元前三世紀的人

們。作者在《訓道篇》的上半部（第一至六章），形容自己有如富可敵國的撒羅

滿王，不斷追求各樣享樂和挑戰。在下半部（第七至十一章），作者蒐集不同的

格言雋語，有的他予以肯定，有的他加以攻斥。在尾段他默想人到晚年，徘徊於

死亡的門檻（11:7-12:8），推斷善人只有在天主前才有光明，安享永遠的福樂。

因此，他在結語中再次提醒人們應緊記「智慧」是出於「敬畏上主」（12:9-14）。 
 
《訓道篇》的中心主題是「虛幻」，全書的結構似乎是以「虛幻」（hevel）一詞

作骨幹。「虛而又虛」這個疊詞在《訓道篇》中共出現了 3 次，分別在開首（1:2
兩次）和結語（12:8）。整部《訓道篇》共有 222 節，中間的分界線是第 111 節。

訓道者在前半部（1:1-6:9）引述了「一切都是空虛，都是追風」共 7 次（1:14; 
2:11,17,26; 4:4,16; 6:9），他蓄意的舖排是要點出，無謂的探索是徒勞無益的。在

後半部（6:10-12:14），訓道者再三說明，人是不可能知道或洞察天主的計劃

（7:14,24; 8:17; 9:5; 11:2,5,6），要忖度天主的旨意也是「虛幻」。 
 
在《訓道篇》中還有兩個思想是值得我們深究的，其一是訓道者對死亡終向的看

法，另外是他如何掌握及時行樂（按其積極意義）的智慧。訓道者曾追問生命的

價值與死亡之間是否存在著矛盾，這掙扎令他最終明白到，人是不能抗拒命運的

安排，無論我們在現世擁有多少，一切都是虛無，死亡是無法逃避的事實（2:15-17; 
3:19-20; 7:1-2; 8:8; 9:3-6; 12:1-8）。人死後或會在沉寂幽暗的陰府中渡過，但這不

等同生命是毫無價值的，因為訓道者懂得在有限的現世生命裡，把天主交付的一

切都視為恩典，全然接納，及時行樂，這就是智慧的泉源。（2:24-26; 3:12-13,22; 
5:17-19; 8:14-15; 9:7-9; 11:9-10）。在尚未有復活的啟示前，這看法已可算是智慧

的極點了（Carpe diem!）。 
 
猶太教有五大節慶，在禮儀中會宣讀節慶書卷 (Festival Scrolls)，希伯來語稱為

「五卷書」(megillot)。《訓道篇》是其中一部在帳棚節中選讀的書卷。其餘四部

書卷分別為《雅歌》（逾越節）、《盧德傳》（五旬節）、《哀歌》（哭殿節）及《艾

斯德爾傳》（普陵節）。帳棚節是收穫和收藏的時節，人心易滿足於物質的富裕，

《訓道篇》提醒人世物的易逝：「人在太陽下辛勤勞作，為人究有何益？…我的

心對我的一切勞苦工作實在滿意；其實，這也是我由勞苦工作應得的報酬。但當

我回顧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以及工作時所受的勞苦，看，一切都是空虛，都是追

風；在太陽之下，毫無裨益」（1:3; 2:10-11）。 
 
2)《智慧篇》：追尋真理的延續 
《智慧篇》是公元前 50 年左右的著作，是舊約聖經中最後成書的一本，作者不

詳，估計他是僑居在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一位智者。《智慧篇》的原文是希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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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世紀末的辣彼並沒有把這部著作視為猶太正典經書。可是，基督徒一直使用

《智慧篇》，順理成章把這書歸納為舊約聖經的一部份。 
 
《智慧篇》分為兩大部分。前編是第一至九章，後編是第十一至十九章，第十章

是過渡的篇章，把前後編銜接起來。前編可細分為第一至六章及第七至九章兩部

分。作者在第一至六章申述了他的信念，「正義是不死不滅」（1:15）的中心思想，

然後闡釋渴慕正義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只要抱擁著正義，必能跨越痛苦、無兒無

女、英年早逝，以及善人與惡人的結局。在第七至九章，作者假託撒羅滿王之名

說教（如同《訓道篇》）。他首先對智慧夫人讚嘆不已，祈求天主把智慧的恩典賜

給他，仿似是撒羅滿王向上主求賜一顆慧心的延續，而最終他獲得了上主的歡心 
（參見列上 3:5-14）。《智慧篇》的作者為撒羅滿王寫了一篇頗長的求智慧禱文

（9:1-19），並指出智慧夫人是一切美善的根源。在第十章中，作者展示了智慧

夫人在以色列歷史中，由創世到步過紅海期間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再連接後編（第

十一至十九章）講論他對以民出谷過曠野的體會。作者憶述上主運用大自然的產

物護佑著有信德的人，也以此懲治祂子民的敵人；一個接著一個的例子，盡見天

主的慈愛，反觀以民愚昧崇拜偶像，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發揮了警醒作用。 
 
《智慧篇》的重要性可見於多個層面。作者把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以希臘文重新

演繹，以古訓今之餘，也加深了人們對舊約經卷的理解，迎合了當時的實際需要。

聖經中對智慧的描寫，始見於《箴言》第八章；《德訓篇》的第二十四章及五十

一章可說是一個延續。《智慧篇》對智慧夫人的闡述和頌讚，充實了前兩書，更

把智慧的真善美圓滿地表達出來。此外，在《智慧篇》的第二章講述「惡人共謀

壓迫義人」一段，正好預示了褔音上耶穌基督受苦受難，救贖人類的事蹟。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是，《智慧篇》是獨有的一部經卷，清楚地交待了人死後還有永恆
生命的概念。「不死不滅」是天主賜與人類的恩典（1:15; 2:23），是基督徒信仰的

根基，在基督光榮復活中完全地彰顯出來。故此，在天主教殯喪禮儀中經常選讀

《智慧篇》，這是要提醒我們死亡只是一個過程，天主的恩澤與仁慈，必歸於祂

所選拔的人（3:1-9）。本書的神學觀點，較其他舊約各書更近乎新約的啟示，所

以有人稱本書為「新約的曙光」。新約作者，雖未指明引用本書，但事實上，曾

多次引用了本書，為講明耶穌所啟示的真理。參閱羅 9:19-23／智 12:12-22；格

後 5:4／智 9:15；格後 4:17；羅 8:18／智 3:5, 6；羅 1:19-23／智 13:1-9；希 1:3
／智 7:25, 26 等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