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書簡介

箴言

約伯記

傳道書
三種不同的季節，需要三種不同的智慧

智慧何處尋第一課



Date Content

6/5

Video 1 智慧三部曲(箴言約伯記傳道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SZYHWD_WY
Video2 生與死的選擇（箴言第九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cPExLY4y4

6/12

Video 3 才德的婦人(箴言第31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sbDh1g5BQ

6/19

Video 4 當神試驗時（約伯記第1章，38-42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GvBQe8FaM

6/26

Video 5 當災難來臨時(約伯記1:13-22,第3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N9jMjY4zk

7/3

Video 6 當理念衝突時(約伯記第4-40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A8kXIwl1Q

7/10

Video 7 當第四個朋友時(約伯記第32-37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e88P-pWEQ

7/17

Video 8 當神顯現時(約伯記38-41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VkaKuYK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sZYHwD_w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cPExLY4y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sbDh1g5B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GvBQe8F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N9jMjY4z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A8kXIwl1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e88P-pWE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VkaKuYKgE


Date Content

7/24

Video 9 當神顯現後(42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4iaJqcHNww

7/31 宣道年會 – no class

8/7

Video 10 從短暫到永遠(傳道書1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jlFf-uFcU

8/14

Video 11 只此一生(傳道書3,8,11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ZOHsAT8Jg

8/21

Video 12 從智慧書看家庭(箴言約伯記傳道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1hUiRTDeWY

8/28 總結與問題解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4iaJqcHNw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jlFf-uFc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ZOHsAT8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1hUiRTDeWY


1.神義論
2.賞罰善惡的原則
3.神的創造
4.人論

智慧書主題



箴言 風平
浪靜

EQ-Emotional Quotient
情緒商數
評估個人自我情緒控制能力的指數

約伯
記

狂風
暴雨

AQ - 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商數
評估個人處理壓力或是挫折能力的
指數

傳道
書

風雲
變幻

UQ -Uncertainty Quotient
不確定商數
評估個人處理不確定環境的能力

三本書的比較



平常的日子-風平浪靜
▪ 當我們操練箴言中的原則跟智慧的時候，我們增加
待人處事的各種智慧

▪ 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難來到，如同暴風；
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
卻不答應，懇切地尋找我，卻尋不見。(1：27-28)

▪ 兩種角度：
1.黑白分明

▪ 義人、惡人
▪ 富人窮人

2.男性的角度

箴言



1. 勸人選擇智慧(1-9)
2. 操練智慧活出智慧(10-30)
3. 娶(取)得智慧 - 娶得一個智慧的女人(31)

箴言隱喻智慧是一條道路
▪ 道路-選擇智慧，選擇生命，通向神
▪ 選擇愚昧，通向死亡

箴言的結構



1. 約伯 – 1：19a  狂風暴雨的日子
▪ 突然來到消息，顛覆我們的生命，對世界的觀念，對
人的觀念， 對神的觀念

2. 用多種角度來看苦難
3. 苦難不是約伯記得主題，乃是藉苦難來認識神
4. 交響樂 – 多種聲音+主音-神的聲音
▪ 經過三輪的對話，神出現，但沒有回答約伯有

關苦難的問題，為什麼祂容許苦難的發生
▪ 但當神講完話，約伯悔改，說從風聞有你，如

今親眼看見你
▪ 接受,順服,悔改

約伯記



1. 在苦難中問，你是誰，我是誰，我的定位
是甚麼？
▪ 答案：我是受造者，袮是創造者
▪ 雖然我們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我們確定神與我

們同在，神顧念我們，

2. 約伯記的教導：
▪ 在狂風暴雨的時候，我們要相信神在那裏神聽

見我們對他的呼求
▪ 雖然我們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我們神顧念我們，

他在苦難當中與我們同在

約伯記的教導



1. 從矛盾的角度來看生活,忙碌,死亡,享樂,時間
2. 中心思想-不是虛空,而是死亡.短暫的人生
3. 活在未知中，我們該如何生活？11：1-7
▪ 11：1 有智慧地去投資我們資源，之後一定會有一個
報酬

▪ 11：2 我們要為將來作準備，不要把所有的資源放在
一處。因為不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

▪ 11：3 用自然現象來表明人生的無常-要有智慧地做
計劃

4. 在困惑中敬畏，在短瞬中珍惜，在無常中感恩，
在艱難中奮進 - 黃儀章

傳道書 – 風雲變幻的日子



1. 箴言-9：10 開端
2. 伯28：28 中間
3. 傳12：13 -總結
▪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上的辯士
在哪裏？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
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

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這就是神的智慧了。(林1：20-21)

▪智慧讓我們認識自己的有限，使我們認識耶
穌，讓我們依靠神

智慧三部曲主題：敬畏神



1.序言 1：1-7
a.給年輕人的忠告（1：8-9：18）

父親奉勸遠離淫婦

b.所羅門的箴言（10:1-22:16) 親自編寫而成
c.智者之言（22：17-23：14） 30句名言
d.給年輕人的忠告（23：15-24：22）
e.智者之言（24：23-34）六句名言
f.所羅門箴言（25：1-29：27）

希西家文士收集抄錄
2.亞古珥之言 30：1-33

a.給年輕人的忠告（31：1-31）
母親奉勸娶個賢妻

From David Pawson

箴言大綱



1. 用擬人法定方式來代表智慧
2. 要選擇 智慧的婦人-智慧
3. 遠離淫婦 - 愚昧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聰明.(9:10)”

箴言-生與死的選擇



1. 第九章是1-9章的總結
2. 第九章是10-30章的引言
3. 第九章中的對比
▪ 兩個主人（智慧，愚昧）
▪ 兩個宴席
▪ 兩個邀請
▪ 兩條道路
▪ 兩種後果

箴言第九章



結論-要選擇智慧的路以致於得生



討論問題

16

1.甚麼是智慧？請用你自己的話來描述
2.箴言這兩個字的意義？
3.箴言的文體是哪一種？有甚麼特色？
4.有人說箴言中有許多神的應許,譬如:

▪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
必成立。(16:3)

▪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22:6)

你的看法為何？
5. 你如何讀箴言？請分享你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