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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頭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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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求智慧

在基遍夜間夢中， 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 對他說：

“你願我賜你什麼？ 你可以求。” （王上3:5）

“耶和華我的神啊，如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做王，但我是幼

童，不知道怎樣出入”。（3:7）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

你的民，

能辨別是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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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1-6.  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 要使人得智慧和訓誨，

分別通達的言語，使人處世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

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

使聰明人得著智謀，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詞和謎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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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為首

智慧為首， 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內， 必得聰明（箴

4:7）

因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愛的， 都不足與比較（箴8:11）

因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箴8:3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賜於眾人， 也不斥責

人的神， 主就必賜給他” （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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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工具

The quality of hav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good 

judgment, the quality of being wise.  The soundness of an 

action or decision with regard to the applying of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good judgment. 智慧是擁有經驗，

知識， 判斷的特質。能夠優秀地應用經驗，知識， 判斷去決定和

行動

智慧是通向永生的手段， 也是今生蒙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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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善行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 （雅3:13）

智慧和見識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見識：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 (subject of matter 

expert)
基督徒具備屬靈的見識和實踐的智慧
智慧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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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的智慧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 就不可自誇， 也不可說謊

話抵擋真道（3:14）在何處有嫉妒分爭， 就在何處有擾亂，和

各樣的壞事 （3:16）

• 在家庭： 雞犬不寧

• 在教會：四分五裂

• 在職場：勾心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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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的智慧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魔鬼

的（3:15）

• 因為各樣美善的恩賜， 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

的，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雅1:17）

• 情慾的事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姦淫， 污穢， 褻蕩， 拜偶

像， 邪術， 仇恨， 爭競， 忌恨， 惱怒， 結黨， 分爭

， 異端， 嫉妒， 醉酒， 荒宴等類（加5: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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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的智慧-與世俗為友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 是從哪裡來的呢？ 不是從你們百體中

戰鬥之私欲來的麼？你們貪戀， 還是得不著， 你們殺害，嫉妒

， 又鬥毆爭戰， 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不求，

你們求也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妄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雅4:1-3）

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 （4:4）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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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頭來的智慧

但上頭來的智慧， 先是清潔， 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 滿有

憐憫， 多結善果，沒有偏見， 沒有假冒， 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雅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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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物喜，勿以己悲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

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雅1:9）

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

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余，或缺乏，隨

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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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智慧人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 所以經上說， 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

謙卑的人， 故此， 你們要順服神， 務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

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

哪！要潔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 要清潔你們的心。

（雅4:6-8）

• 謙卑

• 順服

• 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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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150年，1400後裔：

一位美國副總統， 一位法學院院長，

一位醫學院院長， 3位參議員， 3位州長，

3位市長， 13位大學校長， 30位法官，

60位醫生， 65位教授， 75位軍官，

80位官員， 100位律師， 100位牧師，

285位大學畢業生

Edwars is a Godly man ， also hardworking， intelligent and moral.  

Further more, much of the capacity and talent, intensity and character 

of the more than 1400 of Edwards’ family is due to Mrs. Edwards.



Max Jukes
150年， 1200 後裔
7個殺人犯； 60個小偷； 190個妓女； 150個其它罪犯； 310個赤貧救濟；

440個酒鬼， 300 名早死

Many of the criminals could also be linked to "Margaret, the 

Mother of Criminals", renamed "Ada" in his report, who had 

married one of Max's sons.

Dugdale estimated to the New York legislature that the family 

had costed the state $1,308,000 (1877)



智慧人生
驕傲的人是無法禱告的， 因為他無法承認有一個高於他自己

的存在， 禱告就是承認有一位奧秘的存在， 你可以稱他為父

或生命的源頭， 禱告就是承認他的主權， 在社會和家庭生活中

與他同行。 John Goodenough



敬畏神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 總意就是敬畏神， 謹守他的誡命， 這是人所

當盡的本份（傳道12:13）

世人哪，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

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彌迦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