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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 傲 與 謙 卑 
 

引題：您對驕傲的定義為何？ 對謙卑的定義為何？ 

前言：俗語有：「滿招損，謙受益」。奥古斯丁曾說過，經歷神，見到神的秘訣，第一是謙

卑，第二是謙卑，第三也是謙卑。神又怎樣看驕傲與謙卑？箴言裡有很多至理名言，

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一．驕傲的人有何現象？ 

 

箴 14:3愚妄人口中驕傲，如杖責打己身；智慧人的口必保守自己 

箴 11:2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問題】根據上述經文，箴言告訴我們驕傲的人有何現象？ 

【註釋】驕傲的人通常有二表現：1) 高抬自己，喜歡 show-off。2)“踩”低別人。 

 

二．神對驕傲者有何看法？ 

 

箴 6:16-18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 

箴 15:25 耶和華必拆毀驕傲人的家，卻要立定寡婦的地界。 

箴 16:5 凡心裏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聯手，他必不免受罰。 

箴 21:4 惡人發達（發達：原文是燈），眼高心傲，這乃是罪。 

【註釋】6:16 高傲的眼應是神最憎惡的罪中之罪。 

        15:25驕傲不獨害己，且會連累家人遭殃。參賽 14:12-21。 

16:5 “聯手”乃當時常用成語，有“（有人）擊掌讚賞或贊成他”的意思。 

21:4“發達”(nara)字根可能指翻土、耕種。“惡人”(godless) 原指無神論者；

目中無神者驕傲自我，乃是最大的罪。 

【思想】上述經文對你有何提醒？ 

【問題】你對驕傲的人有何反應？ 

 

三．驕傲帶給人什麼結果？ 

 

箴 11:2  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箴 11:10 驕傲只啟爭競；聽勸言的，卻有智慧。 

箴 16:18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箴 18:12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 21:24 心驕氣傲的人名叫褻慢；他行事狂妄，都出於驕傲。 

箴 28:25 心中貪婪的，挑起爭端；倚靠耶和華的，必得豐裕。 

箴 29:23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 

箴 20:13 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舉。 

【註釋】11:10 人心有不忿,便會爭競，最容易心有不忿，乃是驕傲的人。 

        16:18敗壞：毀壞，損害自己與神及人的關係、形象、名聲；跌倒（sheber）原意

指四肢折斷、裂開的意思。 

        16:18 & 18:12這兩節經文清楚交代了驕傲與敗壞乃屬因果關係。 

        21:24褻慢：目中無神，好批評。狂妄：目中無人，獨行獨斷，不尊重別人意見。 

29:23不獨神對高傲人及謙卑人之態度如此，人的反應也是這樣。高傲者被人“鋤”

（挫其銳氣），謙卑者受人同情。愈以為自己了不起，愈容易變得卑下。 

20:13 眼目高舉：眼皮也表達了其驕傲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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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驕傲帶給人什麼結果？你是否有同感？ 

 

【思想】驕傲的表現為何？聖經中有何代表人物及事件？ 

（參考答案）1. 驕傲表現在「主觀」—以利亞 

【王上 19:10-18】10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 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

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耶和華

說：「… 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主觀使人眼睛蒙蔽，以為只有我一人為主大發熱心。主觀人的特點：1)對每件事都有看

法評判；2)自以為對甚麼事情都很清楚；3)覺得自己的看法最對，我的感動是對的；4)容易

判人死刑；5)把別人對自己的評價當成人身攻擊。 

 

2. 驕傲表現在「無能聽的耳」—烏西雅王 

【代下 26:4-21】4 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5 通曉

神默示，撒迦利亞在世的時候，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就使他亨通。…15下 

烏西雅的名聲傳到遠方；因為他得了非常的幫助，甚是強盛。16 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以

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17 祭司亞撒利雅率領

耶和華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隨他進去。18 他們就阻擋烏西雅王，對他說：「烏西雅啊，給

耶和華燒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亞倫子孫承接聖職祭司的事。你出聖殿吧！因為你犯了罪。你

行這事，耶和華神必不使你得榮耀。」19 烏西雅就發怒，手拿香爐要燒香。他向祭司發怒的

時候，在耶和華殿中香壇旁眾祭司面前，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20 大祭司亞撒利雅和眾祭司

觀看，見他額上發出大痲瘋，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為耶和華降災與他。21上 

烏西雅王長大痲瘋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別的宮裏，與耶和華的殿隔絕。 

神對烏西雅王的評語——1)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2)定意尋求耶和華。 

神對烏西雅王的祝福——1)使他亨通；2)得了非常的幫助 3)甚是強盛。 

烏西雅王後來變成——1)心高氣傲（不尊重祭司的位分和權柄）；2)行事邪僻。 

烏西雅王的結局——1)長大痲瘋直到死日；2)與耶和華的殿隔絕（祝福變咒詛）。 

 

3. 驕傲表現在「容易爭競、嫉妒」—掃羅 

【撒上 18:5-10】5 掃羅無論差遣大衛往何處去、他都作事精明．掃羅就立他作戰士長、眾

百姓和掃羅的臣僕、無不喜悅。6 大衛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眾人回來的時候、婦女們從以

色列各城裡出來、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舞、迎接掃羅王。7 眾婦女舞蹈唱和、說、

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8 掃羅甚發怒、不喜悅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

我、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9 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10 次日、從 神那裡來的惡魔、

大大降在掃羅身上。 

爭競嫉妒的人沒有安全感且看不得別人被稱讚。當我們看不得別人被稱讚時，是一個好

機會來對付我們裡面的驕傲。事奉神的人常處於兩種困境：成功與失敗。當事奉稍有成果，

就易沾沾自喜，目中無人或滿於現狀；當事奉沒看到果效，就易自暴自棄，怨天尤人，想換

工場。 

 

【問題】主觀使人眼睛蒙蔽，以為只有我一人為主大發熱心。你的生活中有此經歷嗎？ 

【問題】一個人是否謙卑，是否有屬靈的生命力，最簡單的試驗方法，就看他如何面對同輩

或晚輩被人稱讚。你同意此說法嗎？ 

 

四.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 15:33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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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18:12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 22:4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箴 29:23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 

【註釋】15:33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人得救條件乃謙卑認罪，人的成聖也與謙卑有關。 

        22:4原文：心存謙卑的賞賜是敬畏耶和華，富有、尊榮、生命等。 

 

【問題】謙卑的表現為何？聖經中有何代表人物及事件？ 

（參考答案）1. 謙卑表現在「不主觀」—保羅（腓 1:15-18） 

【腓 1:15-18】15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16 這一等是出於愛

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17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

捆鎖的苦楚。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

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出於嫉妒分爭」或指有些信徒不同意保羅的工作，認為他被囚是自找苦吃，罪有應得，

而不與他尋求交通，另行出去傳揚福音，他們這樣作，是出於自私的野心和黨派的爭競。保

羅不介意誰去傳福音，也不在乎傳福音的人動機如何，他所在意的是只要所傳的福音是正確

的，基督能被傳開。 

主觀者，自己的老我常坐在寶座上當審判官。他判人死刑，定人罪，以律法審判人，無

法忘記背後（過去的失敗）。當別人動機不對時，他就禁止對方的服事。 

  我們若有像保羅那樣對主、對福音的委身，就不會在意自己的得失，而以主的得失為得

失。一個真正主的工人，可以容忍靈命未成熟的人或動機不純正的人所作的主工。有許多人

雖然基於不純的動機而傳福音，但福音本身仍是神的大能（羅 1:16），並不因傳福音者的情

況而受阻。真正的愛，是在愛裏看事情，看肢體。 

 

2. 謙卑表現在「有能聽的耳」—乃縵(王下 5:1-14) 

【王下 5:1-14】1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得

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2 先前亞蘭人成群地出去，從以色列國擄了一個

小女子，這女子就服事乃縵的妻。3 「她對主母說：『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馬利亞的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痲瘋。』」4 乃縵進去，告訴他主人說，以色列國的女子如此如此說。5 亞

蘭王說：「你可以去，我也達信于以色列王。」於是乃縵帶銀子十他連得，金子六千舍客勒，

衣裳十套，就去了；6 且帶信給以色列王，信上說：「我打發臣僕乃縵去見你，你接到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痲瘋。」7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

呢？這人竟打發人來，叫我治好他的大痲瘋。你們看一看，這人何以尋隙攻擊我呢？8 神人

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發人去見王，說：「你為甚麼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

我這裏來，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9 於是，乃縵帶著車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門

前。10 以利沙打發一個使者，對乃縵說：「你去在約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復原，而

得潔淨。」11 乃縵卻發怒走了，說：「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著求告耶和華─他 神的名，

在患處以上搖手，治好這大痲瘋。12 大馬士革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

好嗎？我在那裏沐浴不得潔淨嗎？」於是氣忿忿地轉身去了。13 他的僕人進前來，對他說：

「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豈不做嗎？何況說你去沐浴而得潔淨呢？」14 於是

乃縵下去，照著神人的話，在約旦河裏沐浴七回；他的肉復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潔淨

了。 

乃縵——1)亞蘭王的元帥 2)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得勝 3)是大能的勇士 4)在王面前

為尊為大 5)長大痲瘋。乃縵很自信，對自己的想法很有把握。所以當以利沙要他去做（一件

簡單、低下、看不上）的事與他的想法（一件體面、榮耀、喜歡的事）不同時，他很憤怒地

轉身離去。然而因著乃縵及時醒悟，在謙卑僕人提醒之下，能放下自己，最終得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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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謙卑表現在「不爭競、不嫉妒」—摩西 

【民 11:24-29】24 摩西出去將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長老中七十個人來，使

他們站在會幕的四周。25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對摩西說話，把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

長老，靈停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就受感說話，以後卻沒有再說。26 但有兩個人…卻沒有

到會幕那裏去，靈停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在營裏說預言。… 28 …約書亞…説，請我主摩西禁

止他們。29 摩西對他説，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麽？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説話，願耶和華

把靈降在他們身上。 

摩西身爲領袖，並不處處防著別人，惟恐別人得著他的優勢或能力，反而願意耶和華的

百姓都受感説話，願耶和華把靈降在他們身上。正如經上所記：「摩西爲人極其謙和，勝過

世上眾人。」（民 12:3） 

 

【思想】謙卑會帶給我們什麼結果及影響？ 

 

結語：驕傲是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自顯為高；驕傲是以不當誇口的自誇，看不起別人不如

自己的；驕傲是一心自誇自己所擁有的，深怕別人超越自己；驕傲是倚靠世界，不倚

靠神的態度。謙卑是正確的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所缺的是什麼，而且也不自卑；謙卑

是一種降卑，也是一種委順的態度，而委順的對象則是神；謙卑是一種貧窮（虛心）

的心態，是一種時時刻刻依靠主的心態；謙卑是在聖靈的光照下，明白自己屬靈光景

的真象。 

 

每 日 箴 言（金 句） 
 

第一日 箴 21:4惡人發達，眼高心傲，這乃是罪。 

第二日 箴 11:2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卻有智慧。 

第三日 箴 16:18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第四日 箴 18:12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第五日 箴 15:25耶和華必拆毀驕傲人的家，卻要立定寡婦的地界。 

第六日 箴 29:23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 

 

 

詩 歌：謙 卑   （生命河靈糧堂—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 

 

我需要謙卑 需要謙卑 求使我謙卑 才能到主面前 

主使我謙卑 求主使我謙卑 我需要謙卑 才能到你面前 

 

哦主 求你來破碎我的驕傲 使我重新想起你的憐憫 

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跡  使我清醒 謙卑跟隨你 

 

謙卑我心 進入我生命 拿去我面具 真實與你相遇 

求煉淨我心 使我更像你 求悅納我心 我謙卑呼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