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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作者吩咐年轻人，要把父母导师的话放在心上，
会延长受教者的寿命，带给他生命的昌盛。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三5-7

请按

开始播放

专心仰赖耶和华

倚靠、安稳

要专心靠着上帝，他是坚固的保障，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安稳
 可以被人倚靠，代表他是稳固的
稳
 从箴言知道 ─ 就是上帝的话


敬畏上帝经常与遵行神的诫命连在一起，
 诫命就是《妥拉》五经当中，
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诫命 ─爱神与爱人
 上帝的话跟敬畏上帝是连在一起，
帮助我们有稳固的根基，在根基上有智慧建造的过程

箴言有不少处的经文，与
有不少处的经文 与申命记的教导做比对、对参，
的教导做比对 对参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敬畏神的不二法门 ─
了解上帝的话、实践神的诫命。

申八6

敬畏上帝的人，是放下自己的聪明和谋算、包括经验，
不是指不负人当负的责任 是在 切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神 ─
不是指不负人当负的责任；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
回归到上帝的话、明白神的心意为何，
 不只是有祷告恩赐的人，分享为我们祷告的感动
不只是有祷告恩赐的人 分享为我们祷告的感动
 在圣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了解

箴言提到这样的人绝对会蒙上帝的引导，
他行事为人的根基是扎根在上帝的道上。
十六20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
正在寻求人生前面的道路、渴望明白上帝的旨意，
 需要自省是否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
 回到上帝话语当中、放下自己的意思、让神的旨意带领
主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求 ─
倘若可行 求你把这苦杯撤去
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撤去，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

十九世纪被誉为孤儿之父的属灵人乔治慕勒，
出生在普鲁士王国 (今日德国东部)，
(今日德国东部)
父亲在税务局工作，是个挂名基督徒。
在德国当牧师有很好的待遇 所以告诉乔治慕勒 ─
在德国当牧师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告诉乔治慕勒
不管有没有蒙召，就是去读神学院。
乔治慕勒聪明灵巧，成绩优异，但品行恶劣，
虽然后来进入了哈勒大学读书，但过程当中…
直到受邀参加查经班，回归上帝的话、经历重生得救。
他很羡慕成为宣教士，可是贪欲发作 ─
上帝你若要我成为宣教士，就让我买乐透可以中奖；
他真的中了一个小额的奖，他就去差会 ─ 但被拒绝了。
成为宣教士跟买乐透中奖是两码子的事，
乔治慕勒却在祷告中试探神
乔治慕勒却在祷告中试探神…
因着不是存着敬畏、信靠神的态度，上帝也不用他。

第二道通关密语：尊荣神 三9-10
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先看到福份才想学习敬畏神，
而是因为对神又敬又怕，懂得要将荣耀归给神。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 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三9-10

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
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
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

申廿六2

《妥拉》以色列人的节期跟农业生活是习习相关 ─
 夏天收割完大麦，开始收割小麦时，要过五旬节
 秋天收割完小麦、葡萄等谷物时，要过住棚节
每个节期 都要把初熟 ─ 最好的果子献到上帝面前，
每个节期，都要把初熟
最好的果子献到上帝面前
那是信心的操练，过程中学习尊荣上帝。

直到多年之后他生命有更多的转变 ─
学习回归上帝的话 祷告 寻求神的旨意
学习回归上帝的话、祷告、寻求神的旨意
 到英国开拓孤儿事工，祝福成千上万名孤儿
 凭信心生活，透过祈求、祷告、感恩，
凭信心生活 透过祈求 祷告 感恩
将所要的告诉神，上帝供应他丰盛的需要
 后来多余的资金奉献给宣教机构，
后来多余的资金奉献给宣教机构
包括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
 七十岁那年终于成为宣教士
十岁那年终 成为宣教士 ─ 他已经预备好了…
已经预备好了
在海外服事长达十七年之久，影响更多的人
有人问他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他说最大的学习是读经，了解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祷告。
因着他回归神的话、信靠上帝的指教，
使得他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
在神与世人当中得着喜爱与美名，得享长寿与繁荣。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诗一二七1

人有当尽的本份，但人生有太多的意外，
所以必须要祈求上帝的保守。
 将财物和初熟的土产献上，是把荣耀归给神，
是敬畏上帝的生命表现
 对工商社会，愿意在日光之下，所获得的
声望、名誉、地位，透过这些来尊荣上帝。

财富确实也是上帝祝福他子民的管道。
上帝不仅让亚伯拉罕得到财物，也让他在外邦人当中得敬重，
说亚伯拉罕在他们当中是 位「尊大的王子」。
说亚伯拉罕在他们当中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亚伯拉罕所到处就筑坛敬拜神，到异邦都不例外，
因着他随时随地将 切尊荣献给神，
因着他随时随地将一切尊荣献给神
神也让他在世人当中得着所得的尊荣。

申廿六2、10、17-19

第三道通关密语：顺服神 三11-12

神应许 ─

那些遵行他道、谨守他诫命，
那些遵行他道
谨守他诫命
把初熟的果子盛在筐上带到上帝面前敬拜的人，
会得着「称赞 美名 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 民之上」
会得着「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
神很乐意将财富、名声，
赐给那些敬畏上帝的儿女，
 使他们在世人当中，也可以得尊荣
使他们在
当中， 可以得尊荣
 并且将一切的荣耀，
再归给赐我们尊荣的上帝
因此，财富、名声、地位，并不可耻！
为什么基督徒谈起这些会小心翼翼呢？
人很容易迷失了自己，
对上帝失去单纯倚靠的心。

今天基督徒面对的时代比古代复杂多元，特别置身在一个
非基督教的国家与社会当中 面对的试探是很多的 ─
非基督教的国家与社会当中，面对的试探是很多的
有时蒙了上帝祝福，却忘了神的恩惠，
开始以物质作为生命中的偶像
开始以物质作为生命中的偶像，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诗十六4a

因为思虑就愈来愈多。

摩西之歌也有教导 ─
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
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盘石中咂蜜，从坚石中吸油…
但耶书仑渐渐肥胖 粗壮 光润 踢跳 奔跑
但耶书仑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盘石；
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
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
申卅二13 16
申卅二13-16

家道丰富、功成名就，往往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
家道丰富
成名就
非常大的试探
人很容易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开始忘记敬畏神，
并且做出偏离上帝、敬畏上帝的事。
圣经中晚节不保的例子…
 士师基甸，曾带领三百勇士争战得胜，
后来制造偶像、让以色列百姓落在罪中得罪上帝
 以色列开国君王扫罗，曾被圣灵所感、谦卑过，
后来竭尽所能的要追杀大卫
 南国犹大君王乌西雅，武功强盛，
就骄傲自大，自取祭司的职份、献祭，
后来染了大麻疯
圣经中因得着上帝丰盛的祝福
圣经中因得着上帝丰盛的祝福，
以致骄傲自大忘记神恩惠的人，大有人在！

上帝与他子民立约，神保护我们 ─
 儿女受屈，他会伸冤
儿女受屈 他会伸冤
 儿女悖逆，他会管教，为要引导
回归上帝预备的道路
训诲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
，
；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三11-12

犯错被神管教，代表神还非常的在乎我们。
很多基督徒认为因为神管教我们，所以神不爱我们 ─ 错了！
受世俗影响 ─ 爱的极致是自由，管教让人感受规范、束缚
爱的极致是自由 管教让人感受规范 束缚
 许多时候所强调的自由是放纵的自由 ─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实际上却被许多的邪情私欲、放纵无度所捆绑，
吸毒 纵欲 性关系 抽烟酗酒 的自由
吸毒、纵欲、性关系、抽烟酗酒…的自由，
真实的景况：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自由人。


圣经所应许的自由，是上帝所带来的管教，
是为要让我们得释放 懂得来管理自己
是为要让我们得释放、懂得来管理自己、
得胜肉体邪情私欲，战胜上瘾、脱离辖制的自由。


上帝允许财迷心窍的基督徒，
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
因着偏离神的心意…遭受到损失，
让心在玛门身上的人，得以被挽回



上帝允许饮食无度的基督徒，
在突发病痛中意识到要控制饮食、适当运动，
在突发病痛中意识到要控制饮食
适当运动
不要受口腹之欲的捆绑

希伯来书
书引用箴言
言告诉我们，
神管教的目的 ─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

希伯来书引用箴言告诉我们，
经历过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经历过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原文直译：给那些被锻练过的人奖赏，
就是公义的平安果实。
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
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
 就是接受指正、纪律、管教的人
 像运动员接受教练的指导，
像运动员接受教练的指导
使他在人生无数的赛事当中，
可以不断的克敌制胜 荣耀主圣名
可以不断的克敌制胜、荣耀主圣名
从箴言发现智慧的通关密语 ─

信靠神、尊荣神、顺服神，
愿主祝福我们 ─更加的
更加的得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