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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第十一课 一念之间一念之间 论心灵与意志

一位老人向开车经过镇上的人打招呼，他的孙女陪伴他。

位访客 「请问 这是怎样的小镇？」一位访客：「请问，这是怎样的小镇？」

老人反问：「请问你来自怎样的小镇。」

陌生人回答 「我原来住的地方陌生人回答：「我原来住的地方，

人人都很喜欢批评别人…
是 个烂透的小镇 我恨 得马上搬离 」是一个烂透的小镇，我恨不得马上搬离。」

老人不急不徐的说：「很遗憾，这个小镇也是如此。」

又出现访客，问老人：「住在这儿还不错吧！」

老人反问：「你原来住的地方怎样？」

这位父亲说：「我住的小镇非常好，

人都很亲切，也乐于帮忙人。」都很亲 ， 乐于帮 。」

老人不急不徐回答：「我们这里也差不多。」

孙女非常纳闷，问爷爷 ─
「两个陌生人问 为什么你的答案差距那么大？」「两个陌生人问…为什么你的答案差距那么大？」

老人说：「一个人的心会影响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态度，

第 个人的心往黑暗的方向第一个人的心往黑暗的方向，

看什么都是不好，他搬到那里都一样；

第 个人的心愿意往美善的方向第二个人的心愿意往美善的方向，

看什么都是正面，搬到那里也都一样。」

箴四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你要守护你的心，生命的泉源从那里出来。

一个人生命泉源涌出的是甜水或苦水个人生命泉源涌出的是甜水或苦水，

主要是看他那颗心 ─
 甜的心自然会发出甜液 甜的心自然会发出甜液

 苦的心就会涌出苦水

箴言 126 处经文提到心，其中91处用的是 leb
具体意思 ─ 指内脏器官，心脏

抽象意义 ─ 表示一个人内在的心灵、意志

圣经中最常用这个字表现出一个人非物质的人格，

包括感情 意志 思想包括感情、意志、思想，

不只是针对感情部份，

也包括理性 意志层面的参与

心也是智慧跟悟性的所在，

也包括理性、意志层面的参与。

所以我们的心是可以经历

「更新变化」与「成长」…

罗十二1-2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 心需要经过锻炼 试验

十七3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金子、银子需要千锤百炼，

炼出纯净无瑕的品质、显出份量与珍贵

上帝藉由考验、环境的试炼，帝藉由考验、环境的试炼，

让神的百姓的心思意念，被焠炼得更加干净

有形有体的心脏 维系着人类的健康有形有体的心脏，维系着人类的健康，

锻炼心脏，会透过运动操练…让心脏更有力量

无形无体的心 也关乎着生命的益处无形无体的心，也关乎着生命的益处
基督徒操练的就是我们的心，为要遵行神的心意，

在属灵的操练上 上帝像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在属灵的操练上，上帝像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变得更成熟、健康

在箴言当中对于心的锻炼列出许多的教导在箴言当中对于心的锻炼列出许多的教导，

跟上帝在我们心中如何工作、运作有关

诗一三九23-24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甚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上帝诗人主动告诉上帝…，心思、意念，是同义词，

害怕自己偏行己路…，让他再次回归上帝的义路。

为何我们这颗心接受上帝的锻炼是一件重要的事呢？

 遵行神的旨意之外遵行神的旨意 外

 上帝要让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活得更健康

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影响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影响，

当人愿意把他的心交给上帝掌管 ─
上帝成为心的舵手 上帝的话上帝成为心的舵手，上帝的话

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经常指正我们的行为。

诗十八30b 上帝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2. 心需要被掌控

让自己的情绪，交托给上帝，
不像先前如同脱缰野马，

容易被风吹动、搅动翻腾。

箴言中 有几段经文跟情绪有关箴言中，有几段经文跟情绪有关，

以反义平行的方式，表达两种心境带来结果的对比…

十四29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
十四30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十五13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十五18 暴怒的人挑启争端；忍怒的人止息分争。
十六32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十七22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妒忌、忧愁、动不动就生气、脾气暴躁…都是情绪反应。

「相由心生」 个人 里所想的「相由心生」，一个人心里所想的，

即使嘴巴不说出来，表情也会透露出蛛丝马迹。

林肯林肯：「人四十岁后，就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

过了四十岁，已有阅历，对内心产生巨大影响，

经常活在妒忌、忧愁、动不动就生气、脾气暴躁的人，

在外在的容貌、表情上，带来一些变化。

经常活在妒忌、忧愁、动不动就 气、脾气暴躁的人，
 生命的气质流露出来的，就是内心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会导致健康的亏损情绪的反应，会导致健康的亏损

新译本 ─
十四30 心里平静，可使身体健康；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十四30 心里平静，可使身体健康；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
十五13 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颓丧。

不管制我们的心 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制我们的心，后果不堪设想 ─
破坏跟人的关系，灵性、身体，都会受到亏损。



廿五28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

古代的城池一定兴建城墙作为防御用途，
一座城没有墙垣，代表没有防御能力，座城没有墙垣，代表没有防御能力，

仇敌随时可以进去、撂夺与破坏。

如果不懂得管理我们的心 控制情绪如果不懂得管理我们的心、控制情绪，

就像一座城没有城垣 ─
点 境 草 一点闲言闲语、环境风吹草动，

都会影响内心上上下下

想想很多时候，都是将我们的心交给别人，

情绪快乐、忧郁与否，取决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

想想很多时候，都是将我们的心交给别人，
情绪是靠别人的言语、眼神、反应，来主导。

心没有城垣 就像河岸没有河堤心没有城垣，就像河岸没有河堤，

稍一泛滥，就一发不可收拾。

有些人情绪失控可能因生理因素，但箴言指的是一般现象 ─
如何有智慧的来处理这颗 包括情绪如何有智慧的来处理这颗心、包括情绪。

有些人情绪问题，可能来自天然、自然反应，

自卑容易嫉妒 力大容易暴怒 内 重 郁郁自卑容易嫉妒；压力大容易暴怒；内心沉重而忧郁。忧郁。

维持平静、喜乐，让我们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但要好好的做，却很困难…

我们只能仰望我们的主、透过祷告呼求 ─我 只能仰 我们的 、透过祷 呼求
主阿，来掌管我们这颗心、做这颗心的舵手，

你亲自透过圣灵的工作，更新变化我们；， ；
你的工作在我们心中，如同一座城建造城垣，

让我们被你的话充满与包围，就是坚固台。

我们会感受到生命的泉源被清洁、消毒，
 流露出的泉水 是干净、安宁、喜乐的生命 流露出的泉水，是干净、安宁、喜乐的生命

 我们要学习降服在神的管教当中，接受他的指正

摩西 早年 时冲动失手打死埃及人

圣经里有几位被上帝重用的器皿，都有个性上的软弱…
摩西，早年一时冲动失手打死埃及人，

就逃难去了，后来被上帝磨塑成谦卑的人
使徒约翰 曾被耶稣称作半尼其 雷子使徒约翰，曾被耶稣称作半尼其 ─雷子，

性情暴燥、容易动怒，

晚年叮嘱人要彼此相爱 被称为爱的使徒晚年叮嘱人要彼此相爱，被称为爱的使徒

近代中国布道家宋尚节博士，身体不好、脾气暴躁…
几次因翻译的基督徒翻得不好，把人推倒在台下。

他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处世智慧有待加强

 身上有痔疮，每次发作都在折服他的脾气，

是上帝所允许的试炼

天然人的性格不好，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遮掩 抗拒 自以为是 久而久之就刚愎自用

是 帝所允许的试炼

可耻的是遮掩、抗拒、自以为是，久而久之就刚愎自用，

拒绝将软弱交托、信靠主，让主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

3. 心 ─ 包括意志需要被指正

十六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评估、测量、调整到标准值

人看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人看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人有盲点，不小心陷入自我欺瞒

只有上帝能给我们最公正的评估，让生命调整到标准值。只有上帝能给我们最公正的评估，让生命调整到标准值。

十六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坚固、预备我们可以进行谋划、思考，

但必须把心、道路，交在上帝手中，凭敬畏的态度、求他引导。， 帝 ， 敬畏

人拥有心思判断的自由、策划未来的能力，

但所做所为要仰望主鉴察 带领 ─ 只有上帝知道好不好但所做所为要仰望主鉴察、带领 ─ 只有上帝知道好不好…
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也不代表每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乔治慕勒 ─ 孤儿之父，在十九世纪从德国到英国
兴办孤儿事 前后收养 万多名孤儿兴办孤儿事工，前后收养一万多名孤儿。

早期事工拓展时，某次孤儿院急需食物供应，

早上虽没早餐，他还是吩咐孤儿、同工，

跟他一起向上帝作感恩的谢饭祷告。

这时门铃响了，有家面包店由于某工厂临时大罢工，
老板不晓得如何处理已做好的面包，就差人整车送了过来。

不久又有人按门铃，

有辆满载鲜奶的车子，正巧在孤儿院门口坏掉，

老板决定将整车牛奶捐到孤儿院，免得坏掉。

乔治慕勒早年透过买乐透 来试探上帝的旨意乔治慕勒早年透过买乐透，来试探上帝的旨意，
一度他的心是由自己来掌舵、而不是交给上帝；

他渐渐发现需要神来引导 透过读经 祈祷他渐渐发现需要神来引导，透过读经、祈祷，

求神来掌管他的全人全心。

晚年慕勒曾说：
「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

当我是个轻率虚浮的青年人时，
就引领我认识了主耶稣 而且他不断的保守我就引领我认识了主耶稣，而且他不断的保守我，

在对他的敬畏和真理中，给我极大的尊荣，
使我能长久事奉他 」使我能长久事奉他。」

他在做一件事之前，必定查问 ─
主喜悦这件事吗？是否是你要我做的？主喜悦这件事吗？是否是你要我做的？

要我现在做呢？还是要再三等候？

多年的等候、察验、读经、祷告，
让他更加清楚明白主的旨意让他更加清楚明白主的旨意，

将他的心交给主来掌管。

学习将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