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



《圣经》中总是拟⼈化 

咏85:11 “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 

咏89:15 “仁爱和忠信在袮的前⾯开路” 

箴20:1 –清酒和烈酒是⼈格化的(箴23:31-32)。 

这样的⼿法让⽂字更加鲜活。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智慧的⼈格化呢？ 

还是⽂学⼿法吗？ 

是真实的⼈格吗？ 

我们将看⼏个例⼦: 

约28，箴8，德24，巴路克3:9-4:4；智7-9。



约伯传28

在哪⾥可以找到智慧(28:12, 20) 

约28:20-23。 

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找到很多东⻄，但是当谈到智慧时，只有天主
知道智慧在哪⾥(约28:23-27；参⻅巴路克3:14-37)。



这段话表明智慧不同于受造物，如深渊或海洋(约28:14)。 

为什么只有天主知道她在哪⾥？ 

德训篇提供答案(德 1:9-10；参⻅德 1:4-5)。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智慧是神圣的秘密(德
1:1)。 

天不智，地不智，但智慧存在于上主的所有化⼯中。



根据约伯的说法，⼈类不知道“她” 的道路(28:13 LXX)，但上主知
道她的道路和处所(28:23)。 

约伯指出⼈类探索神圣奥秘是徒劳的。 

约伯和三个朋友都⽆法理解神的道路。



箴⾔ 8

箴⾔8是智慧⼥⼠的基本⽂字，因为她以⾃⼰的名字讲话(参考 
1:22-33; 9:4-6). 

⽐较8:1-3和1:20-21和9:3 –相似的介绍. 

她的演讲是公开的，⾯向所有⼈都，甚⾄是愚钝和⽆知的⼈



她的第⼀个主张是诚实和正直。 

它与巧⾆如簧的⼈形成鲜明对⽐，就是箴⾔中的“奇怪”⼥⼈ 2:16; 
5:3; 6:4; 7:21. 

智慧发出真理和正义(8:7-8)。  

这些话与诚实公正的主相关。 

因此，她的教导是⽆价的(8:10-11；参⻅2:4；3:14-16；约28:15-
29。智7:8；8:5)。



在8:12-16中，她谈到了她所传达的品质——谨慎、知识和对邪恶
的厌恶。 

智慧可以成为王室统治的基础，因为她有谋略、洞察⼒和⼒量。 

我们在约伯传12:13中发现了与上主有关的相似品质。 

在依撒意亚11:2中，这些是主的神给默⻄亚的礼物。



但是，不仅是皇室，任何爱她的⼈(8:17-21)都有发财的机会。 

接下来是关于她的起源的精彩段落: “智慧赞”或“智慧颂”(8:22-31)。 

让我们来看看。



8:22 - MT有“主⽣了我”；LXX有“主创造了我”。 

8:24-25 -在这⾥，我们再⼀次发现，上主“⽣”智慧先于⼀切。 

8:23-29 -表明当上主开始创造宇宙时，智慧已经存在了。



8:30-31结束了这篇⽂章。 

这段话⾥有欢乐的⽓氛。 

“⾼兴”、“⾼兴”、“欣喜”等词表示创作完成时的快乐和喜悦的⽓氛。 

它似乎指向了创世纪(创世纪1:1-2:4)中的七个“⾮常好”。 

这段话也可以表明智慧乐观的天性。



8:32-36 -三次重复命令“倾听”(8:32-34)，祝福指向那些将致⼒于
追求智慧的⼈。 

⽐较8:35和18:22——智慧和妻⼦。 

另⼀边是死亡(8:36)。 

源于⽣命之源的智慧带来⽣命。



那她是谁 

也许，在这⾥我们可能正在接近神的三位⼀体之谜。 

上主通过她陪伴并拯救了⼈类（参⻅智慧9:18）。 

在箴8:35中-智慧说话像上主，但她不是上主-她脱离于上主。



箴8:22-36影响了基督论对耶稣神性的讨论。 

亚略和圣亚⼤纳修在陈述他们对基督奥秘的不同理解时都提到了
它。



德训篇24

息辣将她与“敬畏上主”联系起来，她被“倾倒”在受造物上(1:11-20)。 

但是在第24章她被特别描述了。 

在约伯传28章中，她没有在阴间被发现。那她在哪⾥？



在她的⺠族中称扬⾃⼰ (24:1). 

在⾄⾼者的集会中开启⾃⼰的⼝ (24:2). 

她把⾃⼰⽐作雾(24:5-6; 参考创1:2 – 天主的神). 

她穿越天空、深渊和⼤地(24:8-9) 

但她被指定了位置：雅各伯(24:13)，更具体的是在熙雍 (24:15; 
cf. 24:15-16). 



24:14 – 她拥有时间 

24:15 – 她参加了神圣的礼仪。 

24:17-23这些⽐较是取⾃巴勒斯坦⼈的⽣活。  

24:29 -⽭盾的是，她增加了对⾃⼰的“⻝欲”。  

越是拥有她，越是想要拥有她。  

24:30 -对她的顺从使⼈免于⼀切邪恶



然后息辣把她和律法联系在⼀起(24:32; 参考 出⾕纪24:7; 申33:4 
LXX). 

在圣咏19篇中已经存在—将受造物与法律联系在⼀起 

同样在Deut 4:6-9 -遵守法律是智慧的证明。 

但是，律法被⽐作创世纪2:11的河流和约旦(24:35-36). 



律法被⽐作光，她的思想充满了整个宇宙(24:39)。 

她把⾃⼰⽐作⼀条运河或⼀条⽔道，通过她的教导把学⽣与律法
的智慧联系起来(24:40-47)。



巴路克 3:9-4:4

巴 1:1-3表明这本书写于公元前582年左右。  

巴路克是耶肋⽶亚的秘书(耶36:4-8)。  

但是，今天圣经学者认为，这本书不可能写在公元前538年之前。



第⼀部分(1:1-3:8)与先知书分享相同的信息。 

它承认⼈⺠的罪恶及其后果(1:17-20)。 

第⼆部分(3:9-4:4) -与连接律法和智慧的德训篇有相似之处。 

第三部分(4:5-5:9)展示了依撒意亚40-66章的模式。



神学

1:1-3:8 – 呈现了流亡者的祈祷 

巴1:15-2:10; 参考 达尼尔 9:4-19. 

他们承认⾃⼰的罪过  

求主宽恕 

并希望通过忏悔和皈依重获失去的⾃由



4:5-5:9 -  

1.在耶路撒冷的哀歌中，我们有被流亡的原因，但也希望这不是最
后的结果。(4:5-20)；  

2.在第⼆部分，耶路撒冷给流亡者带来了希望的信息(4:21-5:9；
参⻅依 40:1)。他们要回来(4:36-37)。 

在这⾥，我们还发现了对那些摧毁耶路撒冷的⼈的警告(4:31-35).



在书的结尾，我们还有耶肋⽶亚的信(6:1-72)，这是⼀篇反对异教偶
像及其崇拜的论述。 

这最后⼀部分是涉及耶肋⽶亚29章。 

在那⾥，先知写了流亡史，虽然他们的流亡很⻓，但只要避免崇拜异
教徒的偶像，他们就可以依靠上主的怜悯和解放 

但是，第6:1-72节不像⼀封信，并且耶肋⽶亚是作者，这⼀点是有疑
问的。



巴路克的智慧

3:9-4:4 

它将律法描述为智慧，在过去被以⾊列⼈抛弃，但是服从律法是
复得和虔诚的唯⼀途径 

巴 4:1-2; 参考 德24:23.



这⾸诗以“听！以⾊列”开头(参⻅申6:4；5:1)。 

流亡者的困境被解释为他们放弃“智慧之泉”的结果(4:12)。 

他们必须找到智慧，但在哪⾥可以找到她呢？(3:14-15；Job 
28:12，20)。 

3:16-31 -指出那些⽆法找到智慧的地⽅。 

3:21/20 -没有⼈知道去她的路。那怎么办？



巴3:28/29 植根于申30:12-14 (罗⻢书10:6-7). 

3:32-37 -求助于我们的上主，只有祂知道她. 

此外，祂把她交给了以⾊列，祂的仆⼈和祂所爱的⼈(3:37). 

最后，巴鲁克将她与律法联系起来(4:1). 

⽣命在她⾥⾯，所以以⾊列应该回到她身边(4:1-2) 

在律法中，以⾊列可以找到什么是上主所喜悦的(4:4).



智慧篇 7-9

这个部分从⼀个序⾔开始(6:22-25) -作者说，他将解释智慧的起
源。 

作者的智慧之路(7:1-21); 

赞美智慧的赞美诗(7:22-8:1); 

智慧是⼈⽣的伴侣(8:2-18);



8:19-9:12 -祈求为了得到智慧； 

9:13-18 -这⼀部分可以被认为是下⼀部分的序幕，下⼀部分讲述了
“拯救”历史上的智慧。



7:7 -作者之所以获得智慧，是因为他祈求智慧. 

在这⾥，我们有了⼀个新的表述——“智慧的神”. 

在希腊世界，神意味着-世界的“灵魂”（柏拉图） 

以及“⼀种普遍的神圣原理，使整个宇宙充满活⼒并渗透其中，使
它具有实质性和统⼀性”(斯多噶学派; 参⻅智 1:7; 12:1).



在9:17中，智慧和上主的“圣神”⼀起被提到。 

都是洞悉神的旨意所必须的吗？ 

还是智慧与神的圣神等同？ 

在7:7和9:17中，智慧与神的圣神等同。 

在7:22-23中，作者告诉我们在智慧内的神具有21种品质(参⻅依 
11:2)。



其中之⼀是渗透⼀切的品质(7:23，24)。 

然后，我们有了7:25-26的有⼒陈述。 

作者⽤来描述智慧⼥⼠的⽐喻是: 

⽓息，神圣荣耀的流露，永恒的光明，德能到明镜，神圣的形
象。 

在这⾥，超越了箴8:22-25和德24:5。



在Is 60:19-20 -主是“永远的光”。 

在创1:4，10，12中，-上主看到⼀切都是好的。 

创造被标记为“上主善的形象” 

我们可以想想《若望福⾳》1:9；《若望⼀书》1:5。 

我们也可以想想《哥罗森⼈书》 1:15。



9:9展示了智慧在创造中的作⽤(参⻅箴8:30). 

8:3-4 -介绍她为上主所爱，分享上主知识的秘密 

7:27再次将智慧和圣神联系起来(咏 104:30). 

8:1”她把⼀切都安排得很好”——似乎表明她实际上是上主的旨意



如果智慧夫⼈是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作者为什么会爱上她(8:2) 
并且祈求智慧 (9:1-12). 

作者意识到只有上主才能给他这份礼物(8:21). 

但是，这个祈祷还有更多实际的理由。. 

她知道并了解万事万物，并使⼀个⼈能够知道什么是上主喜悦和
对的事情(9:9, 11-12). 

⽐如8:7——四⼤美德



结论

1.智慧来源于天主 
箴8:22；德24:5，14；智 7:25-26； 

2.她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了，似乎在创世中发挥了作⽤: 

箴8:22-29；德1:4；9-10；智 9:9



3. 智慧等同于圣神： 

智 1:7; 9:17; 12:1; 

她在世界上也⽆处不在(智7:24; 8:1). 

4.智慧解释了宇宙的连贯性和永恒性： 

智 1:7; 7:24, 27; 8:1; 11:25.



5. 智慧有着对⼈类的特殊使命： 

箴 8:4, 31-36; 德 24:11, 16, 26-30;智7:27-28; 8:2-3; 

(a) 她向世⼈讲话(箴1, 8, 9;德 24: 26-30;智6:12-16; 7:22a; 8:7-9; 
9:10-16); 

(b) 她承诺她的追随者⽣活和繁荣，⼀切祝福(箴1:32; 3:13-18; 
8:1-5, 35; 9:1-6;德1:16-26; 6:18-32; 15:1-8; 24:26-47;智7:7-14).



6. 智慧与以⾊列联系紧密: 

(a)她受神的命令居住在以⾊列(德24:12-16); 

(b) 她可以被认作是律法 (德24:31; 巴 4:1); 

 (c)她在以⾊列历史上做⼯(智 10:1-21).



7.智慧是上主的恩赐: 

箴 2:6; 德1:9-10, 26; 6:37; 智 9:4; 

但同时她⼜与努⼒和纪律联系在⼀起: 

德4:18-19; 6:18-36; 箴 4:10-27; 6:6: 智1:7; 7:14;



8.最后，有些段落中的智慧被拟⼈化了: 

约28; 箴 1, 8, 9; 德1:9-10; 4:12-22; 6:18-31; 14:22-15:8; 51:18-29; 巴 
3:9-4:4; 智 6:12-11:1. 

但是为什么智慧被拟⼈化为⼥性，却没有令⼈满意的答案。  

有⼈指出，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智慧”的词性是阴性的。 

 但是，这并不是充分的理由。



在新约中，智慧的拟⼈化仍在继续 

路 7:35; 11:49; 玛 11:19. 

智慧也影响了若望福⾳ 1:1-18. 

保禄将智慧与基督等同起来-格林多前书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