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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加以分析、评估、确认，才可能告诉你，
你是得了什么病？严重不严重？这种智慧从哪里

主题经文 (诗篇 90: 12)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有一本书的作者作广告说他能够回答一个问
题：“为什么聪明人经常做一些傻事？”哈，我
没读过这本书，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
有一个答案：就是知识跟智慧是不同的，知识跟
智慧是有区别的。
据说一个非常杰出的教授，有一天走进教室，
头上戴着两顶帽子。而他不知道。学生以为他是
要用这两顶帽子来阐明一个高深的经济学理论
呢。然而他们错了，这个教授进了教室以后，把
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面，就开始授课。教完课

来的呢？要经过训练，还有靠经验，也就是说要

以后，又把两顶帽子戴在头上，走出教室去了。

付代价。你若遇到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学生们都不记得他那堂课教了什么，但是却不会

你总不太放心吧？你总希望有一个富有经验的医

忘记他所戴的那两顶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

生来为你看病？他已经行医几十年，什么病例都

戴两顶帽子。

见到过，他花了几乎一生的功夫在那里阅读、聆

智慧并非知识的另一个名字，你有知识并不

听、思考，成长，甚至于犯错误，也就是说他付

代表你有智慧。你有 10 个的博士学位也并不代表

了代价，以至于最后了能够达到成功的地步。所

你有智慧，最多说你有丰富的知识，有高深的学

以你相信他的诊断和医治方案会比较正确。

问，今天的网路时代，只要你会在网上搜索，知

不管你有多高的学位，不见得你就是一个有

识几乎随手可得， 点一下鼠标就出来了。我现在

智慧的人。智慧是为了正当的目的而正确的运用

90%的问题可以在 Google 找到答案。如果你不喜

知识，智慧是借着神给我们的原则，过一个美好

欢 Google 收集你的隐私，用那个 duckduckgo 也

的生活。如果任何人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的话，

能达到目的。当然这里说的是知识，你不能用这

你必须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方法得到智慧。

一．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有智慧的神。

智慧是从真理来的，不是从知识来的，而且

“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

你要得到智慧还必须付出代价。箴言 23：23 说“你

（约伯记 12：13）为什么说基督徒有智慧呢？因

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

为我们信神，我们的神是全智的，我们是在敬拜

有事实为根据的知识很重要，但是却需要用智慧

一位有智慧的神。人有时候有智慧却没有能力，

来加以确认、分类、评价和运用。当你生病的时

因而没办法按照你所知道的付诸实施。但是相反，

候，你的医生通过各项检查搜集了关于你的健康

如果你有能力却没有智慧的话，那你会把事情搞

的很多资料，但是在这位医生告诉你这些资料的

得一团糟。

含义之前，他必须运用他的智慧，把这些事实聚

我们的神能行祂的旨意，从来不犯错、不误
事。因为祂是有智慧的神。在神向但以理启示王

二．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是借神的大能和智慧所
创造和所控制的。

的梦以后，但以理怎样赞美神呢？但以理说：
“神

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对神在祂的创造中所

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

设立的原则和律法加以组织和运用而已，那些原

能力都属乎他。”（但 2:20）

则和律是神早就确立好了的，并非你的发明。

罗马书 11：33 用感叹的口吻说“深哉，神丰富

箴言 3:19 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

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

定天” ；耶利米书 10：12 也说“耶和华用能力

其难寻！”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智慧跟能力

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

彰显出来，使我们随时可以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太空人是没有办法到月

智慧是什么？那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把知识实

球又平平安安地回来的。神预先设立了律和原则，

际的运用出来。

科学家根据这个律和原则，把太空船输送上月球

神的旨意不只是祂的爱的一种表达而已，也

并返回；工厂制造机器，但是神供应那个不改变

是神智慧的彰显。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神并没

的律，使这机器能够运作；我们在晚上看星空的

有即刻差遣摩西去到他们中间，叫他们的释放。

时候，是否想到在罗盘、无线电、雷达、声纳、

神让他们英明的领袖摩西在米甸旷野一段时间，

GPS 发明以前，星星是引导船只定向必不可少的

去照管无知、顽梗的羊群。神先叫摩西预备好去

依据。

带领像羊群一样顽梗的以色列国。神知道以色列
需要什么，也知道摩西需要什么。神以祂的智慧
为以色列人预备摩西做他们的领袖。
智慧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优先的次序
是有关系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有一个正确的
价值观，什么事在先，什么在后，有优先的次序。
我曾对师母讲“你做事情认真仔细，各方面都不
错。只是有一个问题，你常常没有把轻重缓急搞
清楚，就开始做事情。有时候把次要的事情放在
重要，重要放在次要。其实，我发现这个现象在
不少姐妹们当中也比较明显。你要她做事情，做
得很好，但是什么在前，什么在后分不太清楚，
很多时候就浪费时间，在小事上打转。

环顾四周，我们就会看到各种植物和动物，
从最小的种子到高大的的红杉，从微生物、阿米

如果我们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有时候会恍

巴到大象，乃至于恐龙的骸骨，生命的多种多样

然大悟，为什么当初神允许某件事或某个人进入

性叫人难以想象。人的生命更为奇特，如果以 x

到我们生命里面？当时我看不出来，可能还满腹

光透视身体，我们可以看见内脏的情况，只要有

牢骚。但是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那事那人临到

必要，医生在动手术的时候，家人可以在显示屏

我乃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的旨意。如果当时我执

上看到这个手术的全过程，除了叫人紧张，还有

意照自己的方法去做，非做错事不可。

惊叹。其实这些东西老早都在神定的律里面，人
不过是发现它们，找出来加以运用而已。好像诗
篇 139：14 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

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神

眷顾我们吗？难道不能使用我们来完成祂创造我

为了我们的好处和祂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人类，又

们和拯救我们的目的吗？绝对能！

借着空气、水、植物、动物、矿物质跟其他的资
源来养活我们，实在是伟大，奇妙。
有一位医学院女学生，她原来觉得诸如神啊、
宗教信仰啊，对她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她不信
神，也没有什么信念。但是有一天，她在实验室
里研究人的手臂和手，她注意到在手的肌腱外围
被含润滑液的腱鞘包住，具有润滑肌腱之作用，
这是保证手和手臂自由运动所必需的，这是她过
去没有认真想过的。这一天当她一个人潜心研究
人手的精细结构和复杂功能的时候，突然意识到
这是高级智慧设计的结果。你看不到神，但是从
祂所创造之物，你不能不承认神的存在。她又想
到即便是一只小小的蝴蝶，当它张开一对翅膀的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在相信神的事情上迟
疑、推脱？我们应该敞开心扉信靠这位创造者、
救主、天父，让祂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满
足我们身、心、灵的需要。
三. 神的智慧很清楚地记载在神的话语当中。
神的智慧在哪里？很清楚，在圣经里面。从
神创造的运作跟人类的历史，使我们看见神的智
慧，它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运作，使我们喜
悦神的话和祂的旨意，寻求祂在我们身上所定规
的。耶稣基督的话必须丰丰富富住在我们里面，
以便于圣灵能使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
要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必须以神的话来喂养我们
自己。
愚顽人心中没有神，以为凡事总可以自己作
主。可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有权掌管生
命。诗篇 90: 12，诗人向神祷告说“求你指教我
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
心。”以弗所书 5：15-16 也说，“你们要谨慎
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必须善用我们的时
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追回逝去的、浪费掉的时
间。
诗篇 119 篇把焦点放在圣经对信徒生活的重

时候，你会惊叹它美轮美奂的、对称的彩色图案，

要性方面。“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

这简直就是艺术作品呀！难道是偶然产生的吗？

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

决非偶然，乃是神的手在运作的结果，一切都在

慧。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神的计划里面。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

神差遣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祂按祂的计

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

划所成就的。我们必须称谢祂，赞美祂的智慧和

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藉著你的

能力。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有智慧和能力，能够

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诗 119：

控制整个宇宙，难道祂不能引导我们这个小小的

97-104）

生命吗？难道不能管理我们的生活吗？难道不能

成长，为神的荣耀去过成功生活的几个方法。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智慧里的

一个是借经验。正面的经验或是反面的教训

越有智慧。但是有些例外，有些人年纪大了，没

对我们都会有帮助。如果我们注意圣灵的工作，

有成长，没有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跟年轻人比差

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会教导我们一些功课。诗人并

不了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通晓圣

没有说他比他的老师、敌人及长者知道得更多，

经，年老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往后看的时候就看

但是他说他比他们了解更多。或者说在知识方面，

见神持守祂的应许，神使用了奇妙的方法来完成

他不见得比他的老师、敌人及长者更多，但是他

他的目的。当我们逐渐变老，视力会减退，但是

却更加明白这些事情。敌人依据事实知道发生了
些什么（What？）事，但是诗人依据事实背后的
真理知道为什么（Why？）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不
同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不同？靠着神的智慧，
而这些智慧藏在神的话语中。
智慧不是依靠你的知识的来的，是从神的话
语而来，照神的话语去做，你才有那个智慧。很
多出色的大学教授，在他们所教的科目当中专精
于许多事实，但是他们完全错失事实背后的真理
和原则。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历史里面神的手的话，
那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迷失方向；如果在文学艺
术中没有听见神的声音的话，这样的作品就丢失
了最宝贵的精华；如果我们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对
创造主的智慧无动于衷，那么就错失了最重要的
功课。
对神的话语的知识，不仅是成功的基督徒生
活的基石，也是好的教育的基础。你看看西方的
文明跟艺术怎么来的？查查历史就会知道，全都
植根于圣经。今天西方的文明之所以出现危机，
就是因为离开圣经的缘故。明白圣经中属灵的真

我们属灵的眼睛会更加清晰、明亮。
有一个卡通画。画着两个学生坐在桌前，一
个学生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旁边标注这个人在
找“Books to Prepare Our Life”这个人想通过
读这一大堆书预备日后的生活所需的知识。另外
一个学生也坐在旁边，他只有一本书，卡通画家
旁注“The Book to Prepare Our Eternal Life”
这本书是为我们永生所预备的。最后还有一个大
标题：“Students，How Wise Are You?”学生们
哪，究竟你多有智慧？

理，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今天你看电视或者报纸
上的新闻，不妨多多思想圣经，对照一下神的话

四. 我们必须走在敬畏主的道路上面。

语，用不同的眼睛来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你

你要过有智慧生活，你必须敬畏主。

所看见、所明白的就会比最受欢迎的主播的那些

前天，我女儿从打电话来跟师母谈了一两个

意见和评论更具有洞察力。

钟头。我女儿抱怨说“你们已经两三年没有到我

神所重用的仆人，坎培尔·摩根说，“历史

们北加州来看我们了，都是我们跑来洛杉矶看你

乃是有关神的故事，它是对的。”在犹太人的社

们，带着孩子开车那么远。”她拿我跟她的公公

会里，老年人与智慧之间好像划了等号。但是诗

作比较，说，她已退休的公公为了给参加篮球比

人宣告它比老年人更加明白。诗篇 119:100 说“我

赛的孙子鼓气，特地从外地赶来，住旅店，第二

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一般说

天亲临赛场。话中之意，好像爸爸不关心他们，

来，智慧跟年纪是有关系的，你年纪越老，应该

不爱他们。最后我跟师母讲，“你告诉他们，你

爸爸每天为你们一家四口祷告，一年之久，从来

诗篇 2：11 说“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

没有放弃过。如果我不关心、不爱他们，会这样

存战兢而快乐。”陶恕（A.W. Tozer，宣道会牧

吗？然而，爸爸的第一优先，是服事主。人若爱

师、著名神学家）说“No one can know the true

父母、妻子、丈夫、儿女胜过爱主的，就不配跟

grace of God who has not first known the fear

随主。我是传道人，还没有退休，不能放下教会

of God.”一个还没有懂得敬畏神的人，不可能真

的工作常常去看你们，很抱歉！我只要知道你们

正知道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明白什么

一家平安，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照神话去做，

是神的恩典，你首先必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相信我这样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关于有智慧的生活，今天我讲了四点。第一，

“敬畏 神”（fear of the Lord），在圣

我们在敬拜一位有智慧的神；第二，我们生活在

经里共出现 27 次，光是箴言里面就出现 14 次，

神智慧所控制的这个宇宙当中；第三，神的智慧

这是圣经神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观念。乔尔斯·布

在祂的话语里面表彰出来。多读神话，你就会有

里迟，在他的“箴言注释”里面给“敬畏主”下

智慧；第四，我们必须走在敬畏主的道路上，你

了一个定义：“这是一种对神温柔亲切的崇敬，

才能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使神的儿女谦卑地屈身于天父的律法之下。”敬
畏不是怕到瘫痪的那种感觉，而是充满活力的，
这种态度鼓励我们在一切事情上来讨主的喜悦。

祷告：天上的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
袮面前。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没
有智慧，因为我们没有照着你话去行，我没有把
你话当作基础、原则和标准。父啊，求袮赦免我
们这些罪，叫我们余生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不像世人。虽然有时候他们比我们多有知识，却
没有我们从主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智慧。求你教
的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
心。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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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明了什么叫做敬畏神，你就要读而
且遵行（箴言 2：1-5）的话。“我儿，你若领受
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

--- 诗歌链接 MP3+LRC --048_神的路最美善

048_LRC

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它，如寻找
银子；搜求它，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
畏耶和华，得以认识

神。”敬畏主经常是与神

的恩典、爱和怜悯联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要对
自己很诚实的话，我们就会承认我们真是罪人。
神居然爱我们，在祂的怜悯和恩典中拯救我们，
是叫我们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敬畏主不止是对
神的管教的一种有益的害怕，同时也是因害怕失
去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祝福而产生的正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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