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08 年 ⼗⼆ ⽉28⽇ 

論⽗與兒⼦ (⼗三): 箴⾔書第八章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約翰福⾳音1:14節:「道成了了⾁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理。我們也⾒見見過他的榮
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箴⾔言書第八章。

前⾔言
謝謝淑貞分享「我的主耶穌」。基督徒成長的過程乃是⼀一個榮上加榮, 恩上加恩, ⼒力力上加⼒力力的
過程, 是⼀一個不斷向上升的過程。由於這榮耀是漸顯的, 敢於分享是值得稱慶的事。由於我們
常以靜態的完全來來看⾃自⼰己或他⼈人分享, 故給了了⾃自⼰己或他⼈人許多不必要的壓⼒力力, 以致總是分享成
功的⼀一⾯面, 不願談失敗的過去, 這⼜又額外造成分享的困難。其實, 分享⾃自⼰己的失敗與不⾜足有時反
⽽而更更能激勵⼈人⼼心。箴14:25節說:「作真⾒見見證的, 救⼈人性命。」但, 箴19:5節也說:「作假⾒見見證的, 
必不免受罰。」箴21:28節再次強調說:「作假⾒見見證的必滅亡, 惟有聽真情⽽而⾔言的, 其⾔言長存。」

榮上需加榮, 如果後⾯面的榮耀沒有前⾯面的榮耀來來得⼤大, 或說如果後⾯面所認識主耶穌的深度沒有
前⾯面來來得深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好好反省, 到底⾃自⼰己所走的路路對不對。基督徒的⼈人⽣生因是榮上
加榮的⼈人⽣生, 這樣的⼈人⽣生是不斷有⾼高峰的⼈人⽣生, 因主耶穌可讓我們不斷地追求。但世⼈人卻是過
著⾼高峰之後隨即下滑的⼈人⽣生。

耳聽
基督徒常不覺屬靈榮耀有何重要, 敏感度常是不⾜足的, 甚⾄至有的還認為有也好, 沒有也沒關係。
主耶穌常責備這樣的態度, 他常在說完比喻教訓時, 說:「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啟⽰示錄也常
記聖靈向眾教會說:「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主耶穌和聖靈要我們耳聽什什麼? ⽗父上帝說:「這是
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這問題的答案很簡單, 當聽耶穌⼝口中所說的⼀一切話。這
豈豈不與箴⾔言書第八章的意義相同? 這樣, 只有聽基督智慧的話的⼈人才有可能過⼀一個「榮上加
榮」的⼈人⽣生。

切勿可憐主耶穌
上週題到主耶穌誕⽣生的種種, 絕不是要各位去可憐他為何遭遇如此悲慘。當耶穌走向各各他的
途中, 跟著他走的百姓當中有好些婦女, 她們為耶穌的處境號咷痛哭。耶穌卻轉⾝身對她們說: 
「耶路路撒冷的女⼦子, 不要為我哭, 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路路23:28) 這告訴我們, 耶穌不
要⼈人可憐他, ⽽而要⼈人知道他本⾝身就是⾯面鏡⼦子, 照出⼈人類諸惡惡來來, 凡發⽣生在他⾝身上的不義皆出於罪
⼈人對他不義的對待。基督是真光, 罪⼈人只有在基督的光中才能看到⾃自⼰己的不義與諸惡惡來來。

回顧箴⾔言第八章1-9節
我們在前兩兩個禮拜題到箴⾔言第八章所說的「智慧」指的就是主基督。基督因是智慧的本體, 他
⾃自然有權與有能命令⼈人聽他說話。凡欲得著上帝智慧的⼈人, 當敬畏基督; 凡尊基督為⼤大的⼈人,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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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悟靈明, ⼼心裏明⽩白, 是個有智慧的⼈人。基督主權的彰顯乃以⼝口說為之, 亦即是主基督是傳道
者。這樣, 凡傳基督的道的⼈人乃與基督的主性有分, 他本⾝身是王也正在彰顯基督的王權。這與
我們⼀一直所強調的「兒⼦子觀」乃異異曲同⼯工, 即⼈人本具有王權, 基督所拯救的乃是因墮落落⽽而失去
王權的⼈人, 他不是提升僕⼈人⾄至王⼦子的地位。

即便便基督徒不可能完全得著基督的智慧, 但基督卻賜其極⼤大的尊榮, 傳揚他的聖名, 因為基督知
其所得的智慧是他的。啟⽰示錄第五章12節寫到使徒約翰看⾒見見且聽⾒見見千千萬萬的天使⼤大聲說: 
「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 豐富, 智慧, 能⼒力力, 尊貴, 榮耀, 頌讚的。」因此, 當我們傳揚釘⼗十字
架的基督時, 就是將權柄, 豐富, 智慧, 能⼒力力, 尊貴, 榮耀, 頌讚全歸給基督, 這是有基督⽣生命者的
實際表現。

我們看到, 基督所⽤用使愚昧⼈人變成智慧⼈人的⽅方法是比較法, 比較祂所說的話, 與愚昧⼈人所說的話, 
因愚昧⼈人只有在與智慧的本體的比較之下才知他⾃自⼰己的愚昧。簡⾔言之, 基督的⾔言語是「極美的
話」,「正直的事」,「真理理」,「公義」等, 世⼈人的⾔言語則是「邪惡惡」,「彎曲乖僻」,「驕傲」,
「狂妄」,「惡惡道」, 「乖謬」等。

基督樂意將祂的智慧傳給愚昧⼈人與愚蒙⼈人, 使他們受他的洗⽽而可以成為智慧⼈人。⽽而基督賜智慧
給誰呢? 答案是, 賜給上帝所愛的, 箴⾔言3:12節說:「主所愛的, 祂必責備, 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
的兒⼦子。」愚昧⼈人轉成智慧⼈人的鑑定標準是, 基督的智慧對他⽽而⾔言是明顯的, 基督的知識對他
⽽而⾔言是正直的(箴8:9)。凡⾃自認是聰明⼈人或智慧⼈人卻不明⽩白基督和他的話時, 他還是愚蒙⼈人。

箴⾔言八章10-11節: 得智慧的障礙
第九節的「有聰明的以為明顯, 得知識的以為正直」是聰明⼈人當有的看⾒見見, 他明顯地看⾒見見基督
的智慧, 也視基督的知識是正直的知識。但⾃自以為有基督智慧者眾, 因此必須要有憑證, 依其來來
證實愚昧⼈人真的得著了了基督的智慧, ⽽而第10和11節論的就是這憑證。基督在這兩兩節中題到了了每
個⼈人都愛的⽩白銀, 黃⾦金金, 珍珠等貴物, 因這些可⾒見見的寶⾙貝最易易使⼈人迷失了了⾃自⼰己, 是得智慧的基本
且最難通過的障礙。

名利利乃是世⼈人勞勞碌碌⼀一⽣生所期盼擁有的資產, 是世⼈人⼼心中認為最榮耀的兩兩件⼤大事。古今中外, 
無⼀一⼈人不在名與利利的雙軌上向前奔⾏行行。當世⼈人得了了名利利, ⼜又如何? 事實顯⽰示, ⼈人有了了名與利利之
後, ⼼心中還是不滿⾜足, 有了了名還要求更更⾼高的名, 有了了利利還要謀更更⼤大的利利。他的⼼心不因得了了名利利⽽而
滿⾜足, 他的⼼心在得名利利之後依舊覺得空虛無比, 即便便他得了了全世界也是如此。世界的名與利利好
像流沙⼀一般, 不多時便便從指縫間流失掉。為什什麼? 因為⼈人的根是毀爛的, 毀爛的根怎能承載⼤大
樹? 

基督徒的財寶觀
我們基督徒對⽩白銀,黃⾦金金,珍珠,紅寶⽯石等財富的態度是什什麼? 視之為邪物, 不可擁有? 如果是這
樣的話, 那為什什麼新耶路路撒冷的牆是碧⽟玉造的, 城是精⾦金金的,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參參
啟⽰示錄第21章)? 故, 基督在第10和11節所論不是貶低⽩白銀, 黃⾦金金, 珍珠等的價值, ⽽而是要告訴基
督徒,「智慧比珍珠更更美, ⼀一切可喜愛的, 都不⾜足與比較。」(箴8:11；3:15) 也就是說, 追求這些
寶⾙貝不可成為得到基督智慧與知識的絆腳⽯石, 要知道最尊貴的資產就是基督的智慧。

耶穌與少年年⼈人(⾺馬太福⾳音⼗十九章16-24節)
⾺馬太福⾳音⼗十九章16-24節寫到主耶穌與⼀一位少年年⼈人的遭逢, 這位少年年⼈人遵守誡命, 就是不殺⼈人,不
姦淫,不偷盜,不作假⾒見見證,孝敬⽗父⺟母, 以及愛⼈人如⼰己等等。他以為這樣就可得著永⽣生, 但基督卻要
他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 並且還要這位少年年⼈人來來跟從他。結果呢? 聖經說,「那少年年⼈人聽⾒見見這話,
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了．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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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與這少年年⼈人的遭逢豈豈不呼應箴⾔言這兩兩節經⽂文? 少年年⼈人以為他是聰明⼈人, 得著了了上帝的智
慧⽽而遵守誡命, 但他卻緊守地上財物。這樣, 我們當怎樣看待或追求⾃自⼰己的財富? 其中的要領
是, 認識基督的深度永遠要比⼝口袋的深度要來來得深。以少年年⼈人為例例, 如果你⽉月入百萬或更更多, 你
是否⽢甘⼼心樂意地奉獻? 

知不⼀一定肯
我們知比較法是使我們靈命成長的鑰匙, 然我們有這知卻不⼀一定⾏行行得出來來, 就如少年年⼈人⼀一樣。
現今最好的例例⼦子就是, ⼀一個⼈人明明知道歸正系統可使他更更明⽩白聖經, 更更認識主耶穌, 更更能達到
「有聰明的以為明顯, 得知識的以為正直」之情, 但他就是不願走歸正路路線。這便便告訴我們, 知
是⼀一回事, 肯是另⼀一回事。

那麼, 從知到肯中間的障礙在那裏? 主耶穌有⼀一次責備猶太⼈人,「你們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
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見證的就是這經。然⽽而, 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來得⽣生命。」主耶穌接著將他們
的弊病指了了出來來, 他說:「我不受從⼈人來來的榮耀。你們⼼心裏沒有上帝的愛。…你們互相受榮耀, 
卻不求從獨⼀一之上帝來來的榮耀, 怎能信我呢?」(參參約5:39-44) 猶太⼈人知聖經多, 但他們卻不肯到
基督那裏得其⽣生命, 其中的癥結在於他們沒有上帝的愛, 為什什麼沒有? 因為他們查考聖經乃是為
了了要得著從⼈人來來的榮耀, 且彼此互相受榮耀。

這樣看來來, 基督徒有了了聖經知識不等於他有了了肯跟隨基督的⼼心智與能⼒力力。事實上, 當我們以為
有了了聖經知識卻沒有跟隨基督, 那知識還算不得是我們所擁有的知識。這是有些受歸正神學造
就的⼈人常忽略略的事, 以為聽多知多講多, 那知識就是他的。那, 怎樣才算有那肯跟隨基督的⼼心智
與能⼒力力呢? 或說, 怎樣才算擁有聖經知識呢? 其中關鍵在於你是否有基督的愛, 像他⼀一樣傳揚智
慧給對愚昧⼈人。

這次佈道會的舉⾏行行適時地為這節聖經作了了最好的註解。我們在傳福⾳音受阻時, 邀請的⼈人卻沒來來
時, ⼼心裏必感⼼心灰意冷, 不願再對那些⼈人有所努⼒力力。這樣的情緒是⼈人之常情, 是⼀一般⼈人都會有
的。然, 我們對愚昧⼈人這樣的⼼心思態度卻有違基督在這裏的教訓, 不符合他對愚昧⼈人的對待。
換個⽅方式來來說, 對福⾳音事⼯工受阻⽽而沮喪是地上性情的表現, 受阻⽽而依舊活潑為之則是天上性情
的展露。試想, 若若我們的主耶穌沒有這樣天上的性情, 對我們有著無比的愛與耐⼼心, 我們早就遠
遠離開他了了。 
下週繼續講論「論⽗父與兒⼦子(⼗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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