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課 智慧的通關密語

箴言

第五課…
第五課
…

我們在得真智慧之前，需要知道
幾個很重要的通關密語，
幾個很重要的通關密語
幫助我們進到真智慧的途徑。
透過 箴三1-12 ─
如何得著真智慧。

智慧的通關密語
10 秒後自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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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作者吩咐年輕人，要把父母導師的話放在心上，
會延長受教者的壽命，帶給他生命的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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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仰賴耶和華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你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三5-7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倚靠、安穩

要專心靠著上帝，祂是堅固的保障，
使我們的生命得著安穩
 可以被人倚靠，代表祂是穩固的
 從箴言知道 ─ 就是上帝的話


敬畏上帝經常與遵行神的誡命連在一起，
 誡命就是《妥拉》五經當中，
誡命就是《妥拉》 經當中
上帝透過摩西頒佈的誡命 ─ 愛神與愛人
 上帝的話跟敬畏上帝是連在一起，
上帝的話跟敬畏上帝是連在 起
幫助我們有穩固的根基，在根基上有智慧建造的過程

箴言有不少處的經文，與申命記的教導做比對、對參，
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敬畏神的不二法門 ─
了解上帝的話、實踐神的誡命。

申八6

第一道通關密語：信靠神 三5-8

畫面右下角
切換全螢幕

敬畏上帝的人，是放下自己的聰明和謀算、包括經驗，
不是指不負人當負的責任；是在 切所行的事上 都認定神 ─
不是指不負人當負的責任；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神
回歸到上帝的話、明白神的心意為何，
 不只是有禱告恩賜的人，分享為我們禱告的感動
不只是有禱告恩賜的人 分享為我們禱告的感動
 在聖經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了解

箴言提到這樣的人絕對會蒙上帝的引導，
他行事為人的根基是扎根在上帝的道上。
十六20 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
正在尋求人生前面的道路、渴望明白上帝的旨意，
正在尋求人生前面的道路
渴望明白上帝的旨意
 需要自省是否有一個敬畏上帝的態度…
 回到上帝話語當中、放下自己的意思、讓神的旨意帶領
回到上帝話語當中 放下自己的意思 讓神的旨意帶領
主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的祈求 ─
倘若可行，求你把這苦杯撤去，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

十九世紀被譽為孤兒之父的屬靈人喬治慕勒，
出生在普魯士王國 (今日德國東部)，
(今日德國東部)
父親在稅務局工作，是個掛名基督徒。
在德國當牧師有很好的待遇 所以告訴喬治慕勒 ─
在德國當牧師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告訴喬治慕勒
不管有沒有蒙召，就是去讀神學院。
喬治慕勒聰明靈巧，成績優異，但品行惡劣，
雖然後來進入了哈勒大學讀書，但過程當中…
直到受邀參加查經班，回歸上帝的話、經歷重生得救。
他很羡慕成為宣教士，可是貪慾發作 ─
上帝你若要我成為宣教士，就讓我買樂透可以中獎；
他真的中了一個小額的獎，他就去差會 ─ 但被拒絕了。
成為宣教士跟買樂透中獎是兩碼子的事，
喬治慕勒卻在禱告中試探神…
因著不是存著敬畏、信靠神的態度，上帝也不用他。

第二道通關密語：尊榮神 三9-10
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先看到福份才想學習敬畏神，
而是因為對神又敬又怕，懂得要將榮耀歸給神。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
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三9-10

要從耶和華你神賜你的地上
將所收的各種初熟的土產取些來，盛在筐子裡，
往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去。

申廿六2

《妥拉》以色列人的節期跟農業生活是習習相關 ─
 夏天收割完大麥
夏天收割完大麥，開始收割小麥時，要過五旬節
開始收割小麥時 要過五旬節
 秋天收割完小麥、葡萄等穀物時，要過住棚節
每個節期，都要把初熟 ─ 最好的果子獻到上帝面前，
那是信心的操練，過程中學習尊榮上帝。

直到多年之後他生命有更多的轉變 ─
學習回歸上帝的話 禱告 尋求神的旨意
學習回歸上帝的話、禱告、尋求神的旨意
 到英國開拓孤兒事工，祝福成千上萬名孤兒
 憑信心生活，透過祈求、禱告、感恩，
憑信心生活 透過祈求 禱告 感恩
將所要的告訴神，上帝供應他豐盛的需要
 後來多餘的資金奉獻給宣教機構，
後來多餘的資金奉獻給宣教機構
包括戴德生創辦的中國內地會
 七十歲那年終於成為宣教士 ─ 他已經預備好了…
他已經預備好了
在海外服事長達十七年之久，影響更多的人
有人問他最大的學習是什麼？
他說最大的學習是讀經 了解神的話 按著神的心意禱告
他說最大的學習是讀經，了解神的話、按著神的心意禱告。
因著他回歸神的話、信靠上帝的指教，
使得他在接下來的人生當中
使得他在接下來的人生當中，
在神與世人當中得著喜愛與美名，得享長壽與繁榮。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詩一二七1

人有當盡的本份，但人生有太多的意外，
所以必須要祈求上帝的保守。
 將財物和初熟的土產獻上，是把榮耀歸給神，
是敬畏上帝的生命表現
 對工商社會，願意在日光之下，所獲得的
聲望、名譽、地位，透過這些來尊榮上帝。

財富確實也是上帝祝福祂子民的管道
確實也是上帝祝福祂子民的管道。
上帝不僅讓亞伯拉罕得到財物，也讓他在外邦人當中得敬重，
說亞伯拉罕在他們當中是 位 尊大的王子」
說亞伯拉罕在他們當中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亞伯拉罕所到處就築壇敬拜神，到異邦都不例外，
因著他隨時隨地將一切尊榮獻給神，
神也讓他在世人當中得著所得的尊榮。

申廿六2、10、17-19

第三道通關密語：順服神 三11-12

神應許 ─

那些遵行祂道、謹守祂誡命，
那些遵行祂道
謹守祂誡命
把初熟的果子盛在筐上帶到上帝面前敬拜的人，
會得著「稱讚 美名 尊榮 超乎他所造的萬民之上
會得著「稱讚、美名、尊榮，超乎他所造的萬民之上」。
神很樂意將財富、名聲，
賜給那些敬畏上帝的兒女，
 使他們在世人當中，也可以得尊榮
 並且將一切的榮耀，
再歸給賜我們尊榮的上帝
因此，財富、名聲、地位，並不可恥！
為什麼基督徒談起這些會小心翼翼呢？
很容易迷失了自
人很容易迷失了自己，
對上帝失去單純倚靠的心。

今天基督徒面對的時代比古代複雜多元，特別置身在一個
非基督教的國家與社會當中 面對的試探是很多的 ─
非基督教的國家與社會當中，面對的試探是很多的
有時蒙了上帝祝福，卻忘了神的恩惠，
開始 物質作為生命中的偶像
開始以物質作為生命中的偶像，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
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詩十六4a

因為思慮就愈來愈多
因為思慮就愈來愈多。

摩西之歌也有教導 ─
耶和華使他乘駕地的高處，得吃田間的土產；
耶和華使他乘駕地的高處
得吃田間的土產；
又使他從磐石中咂蜜，從堅石中吸油…
但耶書崙漸漸肥胖，粗壯，光潤，踢跳，奔跑，
便離棄造他的神，輕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別神 觸動神的憤恨
敬拜別神，觸動神的憤恨，
行可憎惡的事，惹了他的怒氣。
申卅二13 16
申卅二13-16

家道豐富、功成名就，往往是一個非常大的試探，
人很容易在志得意滿的時候，開始忘記敬畏神，
並且做出偏離上帝、敬畏上帝的事。
聖經中晚節不保的例子…
聖經中晚節不保的例子
 士師基甸，曾帶領三百勇士爭戰得勝，
後來製造偶像、讓以色列百姓落在罪中得罪上帝
來製
像 讓
列
在罪中 罪 帝
 以色列開國君王掃羅，曾被聖靈所感、謙卑過，
後來竭盡所能的要追
後來竭盡所能的要追殺大衛
衛
 南國猶大君王烏西雅，武功強盛，
就驕傲自大 自取祭司的職份 獻祭
就驕傲自大，自取祭司的職份、獻祭，
後來染了大痲瘋
聖經中因得著上帝豐盛的祝福，
以致驕傲自大忘記神恩惠的人，大有人在！

上帝與祂子民立約，神保護我們 ─
 兒女受屈，祂會伸冤
兒女受屈 祂會伸冤
 兒女悖逆，祂會管教，為要引導
回歸上帝預備的道路
訓誨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三11-12

犯錯被神管教 代表神還非常的在乎我們
犯錯被神管教，代表神還非常的在乎我們。
很多基督徒認為因為神管教我們，所以神不愛我們 ─ 錯了！
受世俗影響 ─ 愛的極致是自由，管教讓人感受規範、束縛
 許多時候所強調的自由是放縱的自由 ─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實際上卻被許多的邪情私慾、放縱無度所綑綁，
吸毒、縱慾、性關係、抽菸酗酒 的自由，
吸毒、縱慾、性關係、抽菸酗酒…的自由，
真實的景況：他們已經離不開這些東西、不是真正的自由人。


聖經所應許的自由，是上帝所帶來的管教，
是為要讓我們得釋放 懂得來管理自己
是為要讓我們得釋放、懂得來管理自己、
得勝肉體邪情私慾，戰勝上癮、脫離轄制的自由。


上帝允許財迷心竅的基督徒，
在投資理財的過程中，
因著偏離神的心意…遭受到損失，
讓心在瑪門身上的人，得以被挽回



上帝允許飲食無度的基督徒，
在突發病痛中意識到要控制飲食、適當運動，
在突發病痛中意識到要控制飲食
適當運動
不要受口腹之欲的捆綁

希伯來書引用箴言告訴我們，
神管教的目的 ─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

希伯來書引用箴言告訴我們，
經歷過管教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經歷過管教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原文直譯：給那些被鍛練過的人獎賞，
就是公義的平安果實。
一個願意順服上帝的人，
 就是 接受指正、紀律、管教的人
 像運動員接受教練的指導，
使他在人生無數的賽事當中，
可以不斷的克敵制勝、榮耀主聖名
從箴言發現智慧的通關密語 ─
信靠神、尊榮神、順服神，
願主祝福我們 ─ 更加的得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