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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向開車經過鎮上的人打招呼，他的孫女陪伴他。
一位訪客：「請問，這是怎樣的小鎮？」
位訪客：「請問 這是怎樣的小鎮？
老人反問：「請問你來自怎樣的小鎮。」
陌生人回答 「我原來住的地方
陌生人回答：「我原來住的地方，
人人都很喜歡批評別人…
是
是一個爛透的小鎮，我恨不得馬上搬離。」
透
鎮 我
得馬
老人不急不徐的說：「很遺憾，這個小鎮也是如此。」
又出現訪客，問老人：「住在這兒還不錯吧！」
老人反問
老人反問：「你原來住的地方怎樣？」
你原來住的地方怎樣？」
這位父親說：「我住的小鎮非常好，
人都很親切 也樂於幫忙人 」
人都很親切，也樂於幫忙人。」
老人不急不徐回答：「我們這裡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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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非常納悶，問爺爺 ─
「兩個陌生人問 為什麼你的答案差距那麼大？
「兩個陌生人問…為什麼你的答案差距那麼大？」
老人說：「一個人的心會影響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態度，
第 個人的心往黑暗的方向
第一個人的心往黑暗的方向，
看什麼都是不好，他搬到那裡都一樣；
第二個人的心願意往美善的方向，
第二個人的心願意往美善的方向
看什麼都是正面，搬到那裡也都一樣。」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論心靈與意志

箴言 126 處經文提到心，其中 91 處用的是 leb
具體意思 ─ 指內臟器官，心臟
臟 官
臟
 抽象意義 ─ 表示一個人內在的心靈、意志


聖經中最常用這個字表現出一個人非物質的人格，
包括感情、意志、思想，
不只是針對感情部份，
也包括理性、意志層面的參與。

箴四23

你要守護你的心，生命的泉源從那裡出來。
一個人生命泉源湧出的是甜水或苦水，
個人生命泉源湧出的是甜水或苦水，
主要是看他那顆心 ─
 甜的心自然會發出甜液
 苦的心就會湧出苦水

心也是智慧跟悟性的所在，
所以我們的心是可以經歷
「更新變化」與「成長」…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十二1-2

1. 心需要經過鍛鍊
十七3

試驗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一三九23-24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金子、銀子需要千錘百煉，
金子
銀子需要千錘百煉
煉出純淨無瑕的品質、顯出份量與珍貴
 上帝藉由考驗、環境的試煉，
煉
讓神的百姓的心思意念，被焠煉得更加乾淨


有形有體的心臟，維繫著人類的健康，
鍛鍊心臟，會透過運動操練…讓心臟更有力量
無形無體的心 也關乎著生命的益處
無形無體的心，也關乎著生命的益處
基督徒操練的就是我們的心，為要遵行神的心意，
 在屬靈的操練上，上帝像是
在屬靈的操練上，上帝像是一個優秀的教練，
個優秀的教練，
知道如何幫助我們變得更成熟、健康
 在箴言當中對於心的鍛鍊列出許多的教導，
跟上帝在我們心中如何工作、運作有關

2. 心需要被掌控
讓自己的情緒，交託給上帝，
不像先前如同脫韁野馬，
容易被風吹動、攪動翻騰。

箴言中，有幾段經文跟情緒有關，
以反義平行的方式，表達兩種心境帶來結果的對比…
十四29
十四30
十五13
十五18
十六32

十七22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爛。
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裡憂愁，靈被損傷。
暴怒的人挑啟爭端；忍怒的人止息分爭。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
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詩人主動告訴上帝…，心思、意念，是同義詞，
害怕自己偏行己路…，讓他再次回歸上帝的義路。
為何我們這顆心接受上帝的鍛鍊是一件重要的事呢？
 遵行神的旨意之外
 上帝要讓我們跟人的關係上活得更健康
在人際關係當中，我們的心很容易受到影響，
當人願意把他的心交給上帝掌管 ─
上帝成為心的舵手 上帝的話
上帝成為心的舵手，上帝的話
成為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經常指正我們的行為。
詩十八30b

上帝的話是煉淨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妒忌、憂愁、動不動就生氣、脾氣暴躁…都是情緒反應。
「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一個人心裡所想的，
個人心裡所想的
即使嘴巴不說出來，表情也會透露出蛛絲馬跡。
林肯：「人四十歲後，就要為自己的長相負責。」
過了四十歲，已有閱歷，對內心產生巨大影響，
在外在的容貌、表情上，帶來一些變化。
經常活在妒忌 憂愁 動不動就生氣 脾氣暴躁的人
經常活在妒忌、憂愁、動不動就生氣、脾氣暴躁的人，
 生命的氣質流露出來的，就是內心的反應
 情緒的反應，會導致健康的虧損
情緒的反應 會導致健康的虧損
新譯本 ─
十四30 心裡平靜，可使身體健康；但嫉妒能使骨頭朽爛
心裡平靜，可使身體健康；但嫉妒能使骨頭朽爛。
十五13 喜樂的心使人臉上容光煥發；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頹喪。
不管制我們的心，後果不堪設想 ─
破壞跟人的關係，靈性、身體，都會受到虧損。

廿五28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
古代的城池一定興建城牆作為防禦用途，
座城沒有牆垣 代表沒有防禦能力
一座城沒有牆垣，代表沒有防禦能力，
仇敵隨時可以進去、撂奪與破壞。

如果不懂得管理我們的心、控制
如果不懂得管理我們的心
控制情緒，
就像一座城沒有城垣 ─
 一點閒言閒語、環境風吹草動，
閒言閒語 環境風吹草動
都會影響內心上上下下
 情緒快樂、憂鬱與否，取決於別人對我們的態度
情緒快樂 憂鬱與否
對我
態度

有些人情緒失控可能因生理因素，但箴言指的是一般現象 ─
如何有智慧的來處理這顆
如何有智慧的來處理這顆心、包括情緒。
包括情緒
有些人情緒問題，可能來自天然、自然反應，
自卑容易嫉妒 壓力大容易暴怒 內 沉重 憂鬱。
自卑容易嫉妒；壓力大容易暴怒；內心沉重而憂鬱。
憂鬱
維持平靜、喜樂，讓我們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但要好好的做，卻很困難…
要
難
我們只能仰望我們的主 透過禱告呼求 ─
我們只能仰望我們的主、透過禱告呼求
主阿，來掌管我們這顆心、做這顆心的舵手，
你親自透過聖靈的工作，更新變化我們；
你的工作在我們心中，如同一座城建造城垣，
讓我們被你的話充滿與包圍，就是堅固台。

想想很多時候 都是將我們的心交給別人
想想很多時候，都是將我們的心交給別人，
情緒是靠別人的言語、眼神、反應，來主導。
心沒有城垣 就像河岸沒有河堤
心沒有城垣，就像河岸沒有河堤，
稍一泛濫，就一發不可收拾。

聖經裡有幾位被上帝重用的器皿，都有個性上的軟弱…
 摩西，早年一時衝動失手打死埃及人，
摩西 早年 時衝動失手打死埃及
就逃難去了，後來被上帝磨塑成謙卑的人
 使徒約翰，曾被耶穌稱作半尼其
使徒約翰 曾被耶穌稱作半尼其 ─ 雷子，
雷子
性情暴燥、容易動怒，
晚年叮囑人要彼此相愛 被稱為愛的使徒
晚年叮囑人要彼此相愛，被稱為愛的使徒
近代中國佈道家宋尚節博士，身體不好、脾氣暴躁…
幾次因翻譯的基督徒翻得不好，把人推倒在台下。
 他承認自己脾氣不好、處世智慧有待加強
 身上有痔瘡，每次發作都在折服他的脾氣，
是上帝所允許的試煉
天然人的性格不好，並不可恥，
可恥的是遮掩、抗拒、自以為是，久而久之就剛愎自用，
拒絕將軟弱交託、信靠主，讓主來更新變化我們的生命。

我們會感受到生命的泉源被清潔、消毒，
 流露出的泉水，是乾淨、安寧、喜樂的生命
流露出的泉水 是乾淨 安寧 喜樂的生命
 我們要學習降服在神的管教當中，接受祂的指正

3. 心 ─ 包括意志需要被指正
十六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評估、測量、調整到標準值

人看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
 人有盲點，不小心陷入自我欺瞞
只有上帝能給我們最公正的評估 讓生命調整到標準值
只有上帝能給我們最公正的評估，讓生命調整到標準值。


十六9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堅固、預備
我們可以進行謀劃、思考，
但必須把心、道路，交在上帝手中，憑敬畏的態度、求祂引導。
人擁有心思判斷的自由、策劃未來的能力，
但所做所為要仰望主鑑察、帶領 ─ 只有上帝知道好不好…
只有上帝知道好不好
敬虔愛主的基督徒，也不代表每次判斷都是正確的。

喬治慕勒 ─ 孤兒之父，在十九世紀從德國到英國
興辦孤兒事工，前後收養一萬多名孤兒。
興辦孤兒事工
前後收養 萬多名孤兒
早期事工拓展時，某次孤兒院急需食物供應，
早
早上雖沒早餐，他還是吩咐孤兒、同工，
早餐
還是
跟他一起向上帝作感恩的謝飯禱告。
這時門鈴響了，有家麵包店由於某工廠臨時大罷工，
老闆不曉得如何處理已做好的麵包，就差人整車送了過來。
不久又有人按門鈴，
有輛滿載鮮奶的車子，正巧在孤兒院門口壞掉，
老板決定將整車牛奶捐到孤兒院，免得壞掉。

喬治慕勒早年透過買樂透，來試探上帝的旨意，
一度他的心是由自己來掌舵、而不是交給上帝；
他漸漸發現需要神來引導，透過讀經、祈禱，
求神來掌管他的全人全心。

晚年慕勒曾說：
「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
「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
當我是個輕率虛浮的青年人時，
就引領我認識了主耶穌，而且他不斷的保守我，
在對祂的敬畏和真理中，給我極大的尊榮，
使我能長久事奉他。」
他在做一件事之前，必定查問 ─
主喜悅這件事嗎？是否是你要我做的？
要我現在做呢？還是要再三等候？
多年的等候、察驗、讀經、禱告，
讓他更加清楚明白主的旨意，
將他的心交給主來掌管。
學習 將我們的心，交給我們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