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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第六課 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權

猶太人有一個傳統故事 ─ 當猶太孩童還年幼時，

媽媽問：「假如你的房子被燒、財產被人搶光，媽媽問 假如你的房子被燒 財產被人搶光

你將帶著什麼逃命？」─ 像信仰基要真理問答

孩子 可能當下反應 ─ 錢、鑽石、珠寶 ，孩子 可能當下反應  錢 鑽石 珠寶…，

但是父母通常會回答：「孩子，你要帶走的不是…，

而是智慧，因為智慧是任何人都搶不走的。」而是智慧，因為智慧是任何人都搶不走的。」

過去兩千多年，猶太人失去國土、流離失所，

但至今，猶太人彷彿是聖經歷史的活化石 ─
確實是聖經所記載上帝的選民

不管在歐洲、美國，猶太人掌管金融命脈

諾貝爾獎公佈的時候，全世界民族，

猶太人獲獎率最高

從 箴言三13 –四27來了解 ─ 
為什麼智慧那麼的重要？

因為得智慧的人就是得著「財產權」，

是別人奪不走的！

共出現五段「我兒」，
發現我兒，就知道是一個段落的開始…

─ 得福氣

五個段落分別是

 三13-20

─ 得平安

─ 得尊榮

 三21-35

 四1-9

─ 得引導

─ 得生命

 四10-19

 四20-27

第一個智慧財產權：三13-20 得福氣

「有福」在聖經出現一百多次，箴言中也出現 23 次之多，
可見猶太人跟華人一樣，都喜歡追求福氣可見猶太人跟華人 樣 都喜歡追求福氣

希伯來文的「有福」就是指「幸福、快樂」…
得智慧的人會得著幸福、快樂得智慧的人會得著幸福 快樂

基督徒祝福人幸福、快樂，

有 個重要的涵義 得智慧有一個重要的涵義 ─ 得智慧，

願這個人人生得著真智慧…
三13 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

三18 她與持守她的作生命樹；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智慧原文是陰性字，智慧被擬人化成為女子

對那些堅守智慧的人，她是生命樹 ─ 智慧成為生命樹，對那 守智慧的 是生命樹 智慧成為生命樹

對那些持守她 (智慧) 的人，他們被稱為有福的。



「生命樹」在聖經經卷中只出現在創世記、箴言、啟示錄，

創世記 當亞當 夏娃被驅逐離開伊甸園創世記 ─ 當亞當、夏娃被驅逐離開伊甸園，

沒有辦法吃生命樹的生命果，開始經歷死亡

箴言 生命樹 都 智慧有關連箴言 ─ 四次提到生命樹，都跟智慧有關連

啟示錄 ─ 廿二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信上帝的人，因著耶穌的寶血得潔淨

可以重新去吃生命樹果子，生命樹有醫治之能

生命樹是人獲得生命存續的來源，生命樹是人獲得生命存續的來源

箴言比喻追求智慧、把守從上帝而來的話語、

得真智慧的人，已經開始預嚐生命樹的果子，得真智慧的人 已經開始預嚐生命樹的果子

成為生命力量中供應的源頭

與神關係有所連結 ─ 神會指教他們當行的路與神關係有所連結  神會指教他們當行的路

被稱作有福的 ─ 最大的靠山、智慧的源頭上帝！

原來得福氣的秘訣，就是得智慧，
個有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也會是蒙福的人生一個有智慧的人，他的人生也會是蒙福的人生，

得智慧，比得金銀財寶還來得寶貴，

金銀財寶怕人偷 搶 騙金銀財寶怕人偷、搶、騙，

擁有的人被綑綁、充滿思慮

得智慧的人超乎在這之上得智慧的人超乎在這之上，

智慧是生命的美德，無法用金錢來買到

三16 她 (智慧) 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

不是有智慧的人都一定長命百歲、而且有錢不是有智慧的人都 定長命百歲 而且有錢

是指有智慧的人懂得避禍，生命得著延長，

可能得到社會上的尊榮，甚至財富上的提昇可能得到社會上的尊榮 甚至財富上的提昇

亞伯拉罕在神面前存著完全的心 ─ 順服與信靠的心，

上帝就使他在迦南地的異鄉社會中，上帝就使他在迦南地的異鄉社會中，

得著外邦人的尊重，神使他家道豐富。

當但以理與他三個朋友被擄到新巴比倫帝國時，

勢 寄 籬他們沒錢、沒勢，只能寄人籬下，

任憑異邦君王安排他們的生死。

但是，因著擁有別人看不到、奪不去的

智慧 ─ 這顆生命樹，

使他們在許多的試煉中化險為夷、步步高陞

他愈持定智慧，

反而愈獲得別人對他的敬重

十一30 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十 30 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第二個智慧財產權：三21-35 得平安

有智慧的人懂得信靠神、不陷入罪惡網羅，

賙濟窮人 ─ 神如何賜福他，他也關顧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

與人和睦，是神所喜悅的義人，蒙神保守

生命平安、心靈也平安，所到之處播下和平的果子，生命平安 心靈也平安 所到之處播下和平的果子

和平之子 ─ 與上帝和好，與人和好，帶領人與神和好

申命記摩西教導以色列百姓申命記摩西教導以色列百姓 ─
把上帝的話放在額上，綁在手上，躺下、起來都要思想。

箴三21-22 我兒，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
她必作你的生命，頸項的美飾。

箴言 ─ 真正的保平安是真智慧，

把持守真智慧、謀略放在心板上，把持守真智慧 謀略 在 板上

讓神的話做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默想上帝話語、把智慧的道放在心裡，也是一個行道的人…

三27-30 智慧人懂得與鄰舍保持和睦。

如果一個基督徒說他多愛神，

但是與弟兄姊妹關係很糟，跟鄰舍、異教徒不和諧...
一個真正敬虔、得真智慧的人，

會懂得如何與人保持和睦的關係，

在他們需要時，不該拖延推託

上帝的話 ─ 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不能因人與我的信仰不同、

膚色不同，而導至與人關係有差別之分

在人際關係的抉擇中，我們都面對兩條路 ─在人際關係的抉擇中，我們都面對兩條路

義人的路，行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

惡人的路，背棄上帝的誡命、惡人的路，背棄上帝的誡命

做上帝話語的仇敵

三31-35 不可嫉妒強暴的人，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
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為他所親密。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為他所親密。

耶和華咒詛惡人的家庭，賜福與義人的居所。

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榮；愚昧人高陞也成為羞辱。

人際關係也是一種試探 ─
他做惡，結果愈來愈發達、也沒有被抓到

我效法他的行為，或許也可以跟他一樣…

聖經讓我們知道 ─聖經讓我們知道
人際關係在社會上常是兩條路的抉擇，

要相信有公義的法碼在上帝那裡，要相信有公義的法碼在上帝那裡

神鑑察人心，上帝的眼目看著我們 ─
與上帝的關係和睦，自然會與人的關係和睦與上帝的關係和睦 自然會與人的關係和睦

懂得有智慧去判斷，做出義路、惡路正確的抉擇

第三個智慧財產權：四1-9 得尊榮

四1-6 作者再次用父母導師的身份勸勉年輕人追求智慧 ─
智慧化身為妙齡女子，父母認為是最理想的伴侶…

四7-9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聰明。在你 切所得之內 得聰明

高舉智慧，她就使你高陞；

懷抱智慧，她就使你尊榮。

她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

以投資角度來看 ─教導年輕人以投資角度來看  教導年輕人…
把智慧當做最重要的伴侶，永不輕言放棄，

始終渴慕、尊榮、欣賞、愛慕她始終渴慕 尊榮 欣賞 愛慕她

智慧像是能幹的婦人，

可以幫助愛慕她的丈夫得著加倍的祝福可以幫助愛慕她的丈夫得著加倍的祝福

把智慧比擬為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

有一個地方，對女人下聘金是送牛。

有天 個男人拉了八頭牛出門有天，一個男人拉了八頭牛出門，

街頭巷尾紛紛議論…
單身漢敲一戶人家的門，村民一片嘩然 ─

求婚的對象是一個長像普通的女子，

多年後，村民不曉得這對夫妻如何？就去看看，

用八頭牛娶這名女子，村民都認為不值！

沒想到門一打開，出來一個氣質非凡、充滿自信的女子，

原來是當年平凡的村姑。

他們就問男子是怎麼調教的…

男人說：我就是用八頭牛的價值來對待妻子，男人說 我就是用八頭牛的價值來對待妻子

我愈愛我的太太…，她就散發出亮麗的光彩，

愈來愈有自信、愈美麗，愈來愈有自信 愈美麗，

我們婚姻生活非常美滿。



「要讓丈夫成為國王，就必須先讓妻子先成為女王。」

四7-9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內必得聰明。

高舉智慧，她就使你高陞；

懷抱智慧，她就使你尊榮。

華 榮 交

它把智慧比喻成年輕男子絕對要去追求的妙齡女子

她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

它把智慧比喻成年輕男子絕對要去追求的妙齡女子，

雖然起初覺著得智慧有什麼用？

比得過金銀珠寶？比得過金銀珠寶？

但當愈加的追求、愛慕、高舉她，她就必來

高陞你 將榮耀的冠冕戴在你頭上高陞你、將榮耀的冠冕戴在你頭上。

八頭牛新娘的比喻 ─ 
智慧在我們身上所彰顯的光芒，也是如此。

第四個智慧財產權：四10-19 得引導

延伸義路與惡路的對比 ─
19 惡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麼跌倒。

12 義人行走，腳步必不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18 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義人指公義的人，當名詞用，

字根是指「弄直」─ 跟走直直的路有關

惡人的路用「彎曲」對比，文學方面的技巧

義的字跟也可解釋「標準」─義的字跟也可解釋 標準」  
義人雖不是完全人、但符合上帝標準，

亞伯拉罕、挪亞、但以理、約伯都稱為義人，亞伯拉罕 挪亞 但以理 約伯都稱為義人

共有的特徵就是信靠神，神看他們是對的 ─
信心的標準在上帝身上，時刻仰望主信心的標準在上帝身上 時刻仰望主

讓上帝指引他們的道路

義人的路，

上帝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那把尺，
引導我們走純正的道路，不偏不倚

並不是一開始就光明燦爛 ─ 好像黎明的光，

在黑暗中小小星星的光芒

沒想到愈走愈光亮，像是日正當中太陽的閃亮

得智慧也是如此 ─ 一開始覺得智慧能吃嗎？

但一生追隨智慧、奉行上帝話語的人，

伯八6 7 你若清潔正直，

生命中得著智慧財產權一定非常豐盛。

伯八6-7 你若清潔正直，
他必定為你起來，使你公義的居所興旺，

你起初雖然微小，終久必甚發達。你起初雖然微小 終久必甚發達

第五個智慧財產權：四20-27 得生命

四22 因為得著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生命樹 啟廿二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生命樹 啟廿二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
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新天新地中，上帝讓伊甸園重返人間，

讓我們再次享受生命樹給我們生命的供應。

亞當與夏娃受撒但欺哄，被逐出伊甸園，

想要與上帝一樣有智慧，

結果因為悖逆、愚蠢，使他們結出罪的果子 ─ 
死亡，失去了生命樹

但 啟示錄提到，生命樹會重返人間，

使我們再次得享上帝所賜生命樹的果子、使我們再次得享上帝所賜生命樹的果子

得著醫全體的良藥



四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 生的果效是由 發出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生命的泉源

十十11 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十三14 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十三14 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

十四27 敬畏耶和華就是生命的泉源。

十六22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十六22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

生命的泉源可以對應生命樹 ─
得智慧跟得救恩是有關聯的

得生命，就是得永生

我們在伊甸園所失落的

重新透過我們的信仰 ─ 耶穌基督，

得著恢復與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