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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武 著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自己心裏思想說：『我的出產（我）沒有地方
（我可以）收藏，（我）怎麼辦呢？』又說：『我要這麼辦：（我）要把我的倉房拆了，（我要）另
蓋更大的，在那裏（我要）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然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
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
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路加福音12章16-21節

有一次耶穌教導門徒，論及假冒為
善─ 在人前假裝有真品德─ 的人要
小心，因要面對將來臨的審判。祂勸勉
門徒不應怕人而隱藏對主的效忠，卻當
靠聖靈幫助勇敢承認主。正教訓時，有
一個人突然插入，請耶穌為他分家業。
耶穌為此將教訓主題轉為財產，講了經
文中這個財主的比喻：地上的財產使人
貪心，以致在最重要的事上貧窮！
這比喻可叫作：「一個財主的貧
窮」，或「一位精明人的無知」。兩者
本質的意思是相同的，都是因不知道生
命的意義！
什麼是生命的意義？每一個人都想
活得長，並且活得有意義！從亞當犯罪
墮落後，人類就一直在找這個答案！
大多數人因為沒有得到這問題的
答案，把一切的時間與資源都投資在今
生，追求被人接納，活得有價值有保
障，而完全忽視了來世！經文中的主角
就是這樣一位不看重自己靈魂，以及來
世永恆去向的惟物主義者。他雖是財
主，但靈裏卻極為貧窮。
主耶穌要藉這個比喻教導我們一
個教訓：要作智慧人，謹防貪心，生命

不在乎財富，卻要在神前富足。如何作
一個智慧人，活出有意義的生命呢？有
兩方面：第一，不要作無知的人；與第
二，要作智慧人。

壹、不要作無知的人—防禦性
第20節：「神卻對他說：『無知的
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
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
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這是句重要
的教訓，也是神對你、我的提醒！
本比喻的「扭轉律」
（註1，第125頁）
出現在路12: 19-20。所有聖經的比喻中通
常會有個「扭轉」，造成比喻的趣味及
緊張。第20節是神對這位財主的定論；
也是祂向財主「靈魂謬論」（路12: 19）
之回應，帶出兩項重要的觀念：
第一，主耶穌，這位公義憐憫的
審判官斷定財主是「無知的人哪！」無
知原文是「無」加上「領悟」（思想，
或心志），也就是「不會領悟」！第
二，審判官質詢：「你所預備的要歸誰
呢？」這是主對世人的挑戰︰針對生命
的意義作出回應。讓我們思想「無知的
人」之定義。

一、無知的人依靠財富（路12: 15）—
「免去一切的貪心」
第15節：「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
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
豐富。」這是此比喻重要的上下文，其
中的「貪心」是本節與這比喻的鑰字：
依靠財富的人會得「貪心」病。這是極
危險的心態！
在解釋過程中，除了要用「扭轉
律」找出比喻中的重點外；還要應用文
學結構律（註1，第125頁）中的「總括
律」，找出教訓的目的。解比喻過程往
往可以用「漢堡」來示範（註1，第224225頁）。比喻中的「扭轉」就是牛肉，
是漢堡中好吃的部分！但漢堡上下的麵
包也很重要，襯出比喻的重點與真理，
就是「總括律」的作用，通常可在比喻
的上下文中找到。
本 比 喻 的「 總 括 律 」
（ 註 1， 第
125頁），正好也是重點（路12: 15, 21）。
耶穌的信息是要人「免去一切的貪
心」。這是財富可能帶來的危險，也正
是始祖亞當不順服的根源。貪心來自
「自我」，是人類墮落的焦點。讓我們
思想依靠財富的危險：

第一，自我中心的生活（路12: 17-19
上）—世界中錯的定位
這個財主依靠財富過著以自我為
中心的生活。在比喻中耶穌用了十二次
「我」，來形容這財主所想的，盡都是
他在世界中所擁有的東西（「我的」四
次），他所關心的（「我」三次）以及
他的意願（「我要」五次）。他將自己
放在宇宙的中心，這是錯誤的定位！
主耶穌講這比喻是叫人「免去一切
的貪心」（路12: 15）。「貪心」不但會
導致人過自我中心的生活，而且會引致
物質主義的心態與行為。不要以為每個
人都「貪心」，只不過多少而已，是能
控制的。這是不正確的思想！法國歷史
上有個人物就是最好的證明。
尼古拉斯．富凱（Nicolas
Fouquet,
1615-1680）是十七世紀法國政壇名人。
他是法國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出自貴
族世家，被封為子爵。他35歲時就擔任
巴黎最高法院首席檢察官。38歲作財政
大臣，在1653-1661年間，他轉變了法國
的經濟，使之成為富裕之國。他人生的
最大計劃就是建造一個古堡（chateau），
他說：「我要好好享受我的一生」。
富凱雖極其精明，但卻不知道這種
依靠財富的心態，會使他更貪心，並且
更加自我中心。他不知道主耶穌所說，
生命的意義「不在乎家道豐富。」（路
12: 15下）這正是他的無知！為什麼？因
為他成為一位物質主義者，這是件可怕
的事！
第 二 ， 過 物 質 主 義 的 生 活 （ 路 12:
19）—忽略靈魂的可怕
第21節：「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
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這是比喻
的尾節，也很重要，指出人富足的對象
之 重 要 性 。 本 節 與 第 15節 是 這 比 喻 的
「總括律」。財富的危險之二：自滿的
幻覺：使人有一種自足、安全和幸福的
錯覺（註2，可4: 19註釋）。「自滿」是
種危險的心態，非但認為不需要神，而
且會帶出物質主義的生活。比喻中的財
主，完全忽視自己靈裏的需要，他把靈
魂看的和出產、倉房與財產同等（路12:
19上）。神不允許任何人，抱著自滿的
心態進入應許之地或神的國度！
第21節是耶穌的警告及應用：凡在
神前貧窮的要小心，將來他會因靈裏的
貧窮而受審判。人的靈魂是由神創造和

保 守 的 ， 人 死 表1，相對律：誰掌握人靈魂的去向呢？
後 靈 魂 仍 然 存 12:19 「無知的人」說： 「要對我的靈魂說」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
「必要你的靈魂」
死亡的急迫性
在 。 本 節 也 有 12:20 神說：
第一，他們依靠財富，過著以自我
正面的信息：當依靠神，「積攢財寶在
為中心的生活，他們是物質主義者，不
天上」（太5: 20）。將神所賜的時間、
顧自己靈魂的永恆；
金錢、思想及精力投資神國，使我們在
第二，他們也不怕神，體會不到死
神前富足！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過物質的
亡的急迫性。他們的結局是永死！是極
生活，卻在得享永生。
其可怕的。
二、無知的人不怕神（路12: 20）—不
尊重神的權柄
第 19-20節 說 ： 「 『 然 後 （ 我 ） 要
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
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
的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

貳、要作一個智慧人—積極性
路加福音12章4-5節：「我的朋友，
我對你們說，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什
麼的，不要怕他們……當怕的是誰：當
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正要怕他。」此處上
下文幫助我們找到這比喻的意義及應
用。首先，我們「當怕」的是誰？其
次，「地獄」的可怕！前者幫助我們作
智慧人，後者指出智慧人的定義以及如
何作一個有智慧的人。
什麼是「智慧人」？有何特徵（他
的品格，各種關係及言語）？
一、智慧人敬畏神— 世界中的定位
（神人關係的恢復）
在上下文中有個重複五次的鑰
字「怕」（路12: 4, 5, 5, 5, 7），就是敬
畏，也包括相信。這「怕」是對神聖潔
懼怕，對神權柄尊重，以及在祂的威榮
前存敬畏及信靠的心。
讓我們在這比喻的上下文（路12: 45）中應用比較律，來看該怕的是誰？
表2是比喻的上下文中主耶穌的警
告及應用︰當怕神，不要怕人，因為神
是公義憐憫的審判官，掌握人靈魂的去
向。你我當看重來世，並投資永恆！加
爾文說︰「凡不是憑信心所作的事，都

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
的……』」「無知的人」不僅是只知道
依靠財富；另一方面，他們的無知在於
不怕神。
試問：誰掌握人離開世界之後，靈
魂的去向呢？答案就在這比喻的「扭轉
律」中（路12: 19-20）。請見表1中的相
對律。
表1中有幾項事實：首先是神的介
入：惟有祂掌握靈魂的去向；其次，死
亡的急迫性：「必要你的靈魂」；此
外，「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凡不憑信
心作的都是暫時的，沒有永恒價值。
世上絕大多數的人不知道誰掌握人
靈魂去向！為什麼？這問題的答案與人
的智力無關，而是與聖經所講的智慧
有關！
那位精明強幹的法國貴族富凱，與
比喻中的財主一樣，也是主耶穌所謂不
怕神的「無知的人」。他說：「這是我
的園地，我將它當作自己的主要歸宿；
我也打算將我所喜愛的身分與地位，能
在這裏留下不朽的痕跡。」座落在巴黎
沒有永恆的價值。」
東南外郊Melun附近的沃克斯子爵宮就是
富凱的無知當然是出於他不怕看
富凱建築的園地，是法國有名的古堡名
不見的神，但是他卻也不怕看得見的
勝之一。富凱為了建築這座古堡聘請了
王！法王路易十四有一個親信名字叫柯
三位世界級名師：建築師：路易斯．勒
爾貝爾（Jean Baptise Colbert）。這人的
沃（Louis Le Vau）
；藝術家：查理．勒布
精明與富凱不相上下，曾是法國攝政王
朗（Charles Le Brun）
；與園林建築師：安
及主教的助手。他因嫉妒想找機會陷害
德烈．勒諾特爾（Andre Le Notre）
。他
富凱，好取代他的位置。法王路易十四
熱愛並收藏了許多名貴藝術品，因之富
也是個很有妒忌心的人。柯爾貝爾向富
凱的古堡是十七世紀法國最有名的建築
之一。
表2，比較律︰當怕的是誰？
富凱就像耶穌所說，不
對 象
結 局
知生命意義的無知的人！他 12: 4 「不要怕」︰他們（逼迫者） 不尊重人︰「殺身體」
12: 5 「當怕」︰神
不尊重神︰「丟在地獄裏」
們有兩種特徵：

凱建議等到城堡造好後，開個史無前例
盛大的慶祝宴會，特別要邀請國王路易
十四及其母后來「剪彩」。富凱家族曾
有個座右銘：「有何高位他不能達到的
呢？」這個座右銘使富凱更貪心的理直
氣壯，甚至對國王都不畏懼了！
智慧人的定義是︰敬畏神的人（箴1:
7）。讓我們就從「怕」的角度來思想，
為什麼智慧人必定敬畏神？
第一，為什麼主說「當怕」神？
答案很簡單，至少有三個原因︰首
先，人是神創造的（創1: 26-27）。其次，
基督決定靈魂去向（路12: 5下；啟1: 18）
；
另外，基督成就了救贖（約19: 30）。

表3，比較律：拿八∕無知的人
了當時的財政大臣。
無知的人（路12: 13-21）
富凱的故事正是 拿八（撒上25: 10-11）
耶穌是誰？
一位精明人的無知， 「大衛是誰？」
「耶西的兒子是誰？」
「大衛的子孫」又是誰？（路18: 38-39）
成為我們的警戒。你
「給」我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人？ 「信」我不知道從哪裏來的耶穌？
我要接受主耶穌的警
告，不要作無知的人，當認耶穌為主，
個彼此相認的約！當我們憑信心承認耶
作個智慧人！
穌，祂也會在天父前認我們。
第一，不認耶穌為主的警告
我們當如何「認」基督呢？聖經告
詩人說︰「愚頑人心裏說：『沒有
訴我們，當承認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
神。』……」（詩14: 1） 愚頑人的字根
兒子，祂在十字架上擔負起我犯罪的刑
就是「拿八」，當大衛逃掃羅時，拿八
罰；並且使我被稱為義，以恩典使我走
是那個對他傲慢又不認他的人！讓我們
在成聖的道路上，得豐盛的生命。
用比較律來比較兩段的經文（見表3），
主耶穌的教訓也包括了應用：當投
就可以看出一件事實。當年拿八不認神
資於永恆─神，神的話及人的靈魂！

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祂
說︰「 人 子 來 ， 為 要 尋 找 拯 救 失 喪 的
人。」（路19: 10）相信基督救贖的人就能
得到救恩。所以當存敬畏的心感謝祂，
敬拜祂。
第二，基督掌握「地獄」之門！
地獄的教義在基督徒的基要信仰之
中，包括至少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智
慧人相信有地獄，而且知道是誰掌管
「陰間的鑰匙」（啟1: 18）；其次，耶穌
的教訓中清楚論及地獄（太25: 41-46；路
12: 5）
；還有，地獄不單沒有神的同在，
而且是神忿怒和刑罰臨及的地方。另
外，地獄是永恒的，死後的人沒有「第
二次」機會了（猶13；啟20: 10）。
讓我們作一個智慧人，怕神，也就
是敬畏祂並且相信祂。
二、智慧人以神為主（路12: 8-9）—生
命中的回應（神：主體；人：客體）
第8-9節：「凡在人面前認我的，人
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在人面前
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
認他。」智慧人不僅敬畏神，也在生活
上以神為主、為中心。
富凱以自己為主體，計劃在地上建
造一個永遠居住的樂園。這是無知的人
的夢想。柯爾貝爾（Colbert）誣告富凱
侵占國家公款致富。在短短十九天後
（1661年9月5日），路易十四在法國西
南靠海的南地（Nantes）舉行內閣大會，
將富凱調離巴黎，在其勢力範圍外將他
逮捕。接著法國在打仗中，富凱的城堡
被一名將領所佔有。凡爾賽宮就是路
易十四請了富凱所用過的三位建築大
師，仿造富凱古堡的設計所造的。柯爾
貝 爾 （Colbert）接承了富凱的位置，成

所膏的大衛王，說出無知的話，正反映
出比喻中的財主或富凱的行動與態度。
他們不認那偉大的大衛子孫─耶穌為
基督，為神國的王。因著他們的不怕與
不認神，而受到全權之神的審判。
拿八的下場（撒上25: 37-38）成為我
們的警惕。聖經說他「身僵如石頭一
般，過了十天，耶和華擊打拿八，他就
死了。」《更新版研讀本聖經》（註2）
解釋拿八也許得了中風。
富凱下場的悲劇甚至比拿八更慘！
路易十四及柯爾貝爾選了受他們影響的
27位法官，去審問富凱，甚至剝奪他請
辯護律師的權利。富凱只好自己辯護，
審判進行了足足三年，結果判決無罪。
但路易十四卻不甘休，又告他叛國罪，
要求法庭判死刑。最終在法官團的協議
下改判無期徒刑，被送到南部阿爾卑斯
山的重刑犯監獄中，不容親人及訪客探
訪。富凱入牢十九年，直到六十五歲死
在牢中。路易十四不但將他終身囚禁，
他也不願他在獄中被人識出。傳說電影
「鐵面人」（The man in the iron mask）
的故事，即取材自他的經歷，這部
1998年的影片，也確實是在富凱的古堡
拍攝的。富凱住在他所夢想的古堡不到
一個月。他的故事不但顯明一個財主的
貧窮，而且反映出一位精明人的無知。
是什麼造成這悲慘故事呢？答案正是耶
穌比喻的目的︰因為不知道什麼是生命
的意義！
第二，認耶穌為主的重要—豐盛
的生命（約10: 10）
主耶穌告訴我們認基督的重要性，
「認」（太10: 32；路12: 8）就是懺悔認
罪及承認的意思。這是雙重的關係，是

─ 這是惟一能將有限及暫時的資源
─金錢、時間與思想─轉變成天上
財寶（太6: 20）的管道。
讓我們不再將自己作為生活的中
心，以神為中心；神是主體，我們是客
體，圍繞著祂生活行事。作個智慧人：
怕神，信神，認神。生命的意義在於投
資永恒，在神前富足，且永遠享受神！
耶穌是誰？對你來說，祂是談論是
非的哲學家嗎？分辨善惡的宗教家嗎？
分家業審斷事務的官嗎？還是掌握生死
和地獄之門的救贖主？
神若問你說：「你若離開世界，知
道你往哪裏去嗎？」又如果你來到天堂
的門口，天使問你說：「我為什麼該讓
你進來？」你有確據能進去嗎？
要作智慧人，謹防貪心，生命不在
乎財富，卻要在神前富足。使用你今生
的資源作永恒的投資！智慧人敬畏神，
信靠神，在人前承認神。你若認耶穌是
主，承認自己是罪人，願意悔改，相信
祂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可以洗去你一切
的罪；求祂進入你的心，你就得救了。
有了新的生命，你就是個重生的人。
朋友，請記得這個比喻︰不要像拿
八，不要像富凱，活出「一個財主的貧
窮」，或「一位精明人的無知」，當作
智慧人，得豐盛的生命！為討神喜悅而
活（帖前2: 4）。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榮耀神，並永
遠以祂為樂。」（西敏斯特小要理問答
第一問）這就是生命的意義！
註1，
李定武著《設計釋經講道》（美國，新
澤西州︰更新傳道會2003年）
註2，《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美國，新澤西
州︰更新傳道會2008年）

箴言論智慧人與愚昧人
第一部分：箴言對智慧人的描述：大綱
壹、他的品格
一、他是受教的，而非頑梗的
1. 他
 接受並喜愛訓誨（18: 15；19: 20）
2. 他的智慧增長（1: 5；9: 9；10: 14）
二、他是公義的，而非邪惡的
1. 他
 敬畏耶和華（1: 7；14: 16；見以下
他「與神的關係」）
2. 他恨惡謊言（13: 5）
3. 他遠離惡事（3: 7；14: 16；16: 6）
4. 他行事公義（2: 20）
5. 他言語真實（22: 21）
三、他是謙虛的，而非高傲的（15: 33）
四、他是有節制的，而非輕率的
1. 他的氣質
（1）他有節制（29: 11）
（2）他性情溫良（17: 27）
（3）他不輕易發怒（29: 8，11）
2. 他的行動
（1）他行事小心，不急躁（19: 2）
（2）他先思後行（13: 16；14: 8）
（3）他先思後言（12: 23；15: 2）
五、他願饒恕人，而不存報復之心
1. 他能忍耐（19: 11）
2. 他關心恩惠∕和平之事（14: 9）
3. 他饒恕那些錯待他的人（10: 12；17: 9）
4. 他不存報復之心（20: 22；24: 29）
貳、他的各種關係
一、與神的關係
1. 他
 敬畏耶和華（9: 10；14 : 26；15: 33）
2. 他仰賴耶和華（3: 5；16: 3，20）
3. 他凡事認定耶和華（3: 6）
4. 他選擇神的方法∕智慧（8: 10-11；
17: 24）
5. 他接受耶和華的訓誨與管教（1: 2-3；
3: 11）
6. 他承認自己的罪（28: 13）
二、與家人的關係
1. 與父母的關係
（1）
尊敬他們（17: 6；與30: 17成對
比）
（2）
聽從他們（23: 22；參1: 8；4:
1）
（3）
行事為人要使他們得榮耀、有喜

樂，包括：
a. 行
 事有智慧（10: 1；15: 20；
29: 3）
b. 行事公義（23: 24）
c. 做事勤勞（10: 5）
2. 與妻子的關係
（1）他珍惜她
a. 視
 她為耶和華的賞賜（18: 22；
19: 14）
b. 視她為自己的冠冕（12: 4；31:
10-31）
（2）他稱讚她（31: 28）
（3）他信任她（31: 11）
（4）他對她忠貞（5: 15-20）
3. 與兒女的關係
（1）疼愛他們（3: 12；13: 24）
（2）關懷他們（1: 8 — 9: 18）
（3）教養他們（22: 6）
a. 教養的原因
(a) 使自己心安、有喜樂（29:
17）
(b) 兒女的榮耀及益處（1: 89；4: 9；19: 18；23: 1314）
b. 教
 導他們（1: 10；5至7章；28:
7；參4: 1-9）
c. 管教他們
(a) 言教（13: 1）
(b) 體罰（13: 24；23: 13-14）
（4）供應他們
a. 肉
 體上的需要（21: 20；參27:
23-27）
b. 屬靈的遺產（14: 26；20: 7）
三、與朋友及鄰居的關係
1. 與朋友的關係
（1）他看重他們（27: 10）
（2）
（17: 17；18: 24）
（3）
他給他們忠告（27: 9，17；參27:
6；28: 23）
2. 與鄰居的關係
（1）他盡當盡之責（3: 27-28）
（2）他力求和平（3: 29-30）
（3）他不會令他們厭煩（25: 17）
（4）
他不誘惑或戲弄他們（16: 29；

26: 18-19）
叁、他的言語
一、他明白言語的重要
1. 明白言語的威力
（1）
操生死之權（12: 6；13: 14；15:
4；18: 21）
（2）
能醫治或傷害（11: 9，11；12:
18；15: 4，30；16: 24）
2. 明白言語的限度
（1）不能代替行為（14: 23）
（2）不能改變事實（26: 23-26）
（3）不能迫人改正（29: 19）
二、他言語的品質
1. 真實不虛假（12: 22；16: 13）
2. 寡言少語（10: 19）
（1）不自誇（27: 2）
（2）不爭吵（17: 14）
（3）不相爭（29: 9）
（4）不閒言閒語
a. 不
 洩漏隱私（11: 13；20: 19）
b. 不散布謠言（10: 18；26: 2022）
3. 心情平穩，不訴諸情感
（1）講理（15: 28；17: 27）
（2）柔和止息紛爭（15: 1，8）
（3）有說服力（25: 15）
4. 合宜又切時（15: 23；25: 11）
三、言語的根源
1. 源自內心∕品格（試比較4: 23與太12:
33-35）
（1）
從積極面來說，他是公義的（參
10: 11；13: 14）
（2）從消極面來說
a. 他
 不驕傲（13: 10；參6: 1619）
b. 他不怨恨人（26: 24，28）
2. 他有良朋益友（13: 20；27: 17）
3. 他懂得深思（15: 28）
註：
取材自《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美
國，新澤西州：更新傳道會，
2008年)，第1205頁。

第二部分：箴言中的愚人 (註1)

箴言共用五個希伯來字來描述愚人，這
五種愚人又可分三類(註2-4)
一、簡單人（A Simple Man）
1. 其特點：
。無知
。
簡單（思想上是天真的，箴14: 15；
22: 3）
。開放（容易被人說服）
。
缺乏道德的判斷力（在道德上是任
性的，不負責的，箴1: 32）
。
這些人是幾種愚人中情況比較比較
「輕」的
。
帶領他悔改，需用「殺雞警猴」
法，如見箴19: 25。如果他拒絕的
話，會進入更嚴重的情況（箴14:
18）
2. 參考經文：
Strong #6612
箴1: 4，22，32；7: 7；8: 5；9: 4，
6，13，16；14: 15，18；19: 25；21:
11；22: 3；27: 12；詩19: 7；116:
6；119: 130；羅16: 19「老實人」
二、愚人（A Fool）
A. 愚妄人（或愚昧人）
1. 其特點：
。
對自己及對社會來說，他是愚昧的
（心靈真相很容易被認出）。心是
愚昧的，在言語與行為上……表現
出來，並不隱藏。
。
他的困難，不是思想上，而是屬
靈的。他喜歡自己的愚昧（箴26:
11），頑固不肯受教。
。
他對真理毫不尊重（箴1: 29），這
點的原因是使他成為愚昧，並帶出
他的結局（箴1: 32）
。
對社會來說，他是一種威脅（箴14:
7），能避開他最好（箴17: 12；18:
6），連信都不可託他寄
（箴26: 6）
。
對他父母而言，有這種兒女只會帶
來憂傷（箴10: 1；17: 21）
2. 參考經文：
Strong #3684
Fool 箴10: 18，23；13: 16；14: 16；

17: 10，12，16，21，24；18: 2；19:
1，10；23: 9；26: 1，4，5，6，8，
10，11，12；28: 26；29: 11，20
Fools 箴1: 22，32；3: 35；8: 5；10:
1；14: 7；15: 7，20；17: 25；19:
13；21: 20
Fool’s
箴18: 6，7；26: 3
Foolish (silliness)箴10: 1；14: 7；15:
7，20；17: 25；19: 13；21: 20
Strong #3687

撒上25: 17「他性情兇暴，無人敢與他
說話」因為此類人已棄絕了「智慧」
的第一條原則：「敬畏耶和華」（箴
1: 7）
2.參考經文：
Strong # 5036箴17: 7，21；30: 22； 撒
下3: 33；詩14: 1；39: 8；53: 1；結
13: 3；伯30: 8
Strong # 5034箴30: 32（be foolish or
wicked）
Strong # 5037 拿八

Foolish 箴9: 13
B.愚笨人（Stupidity & Stubbornness）
1. 其特點：
。在箴言中出現19次
。
與A類的愚妄人（或愚昧人）相似，
只要一開口，人就可以認出他的愚
昧來
。
比第一類的「簡單人」愚昧的程度
「嚴重」些
。喜歡爭論
2. 參考經文：
Strong #191
Fool 箴7: 22；10: 8，10；11: 29；12:
15；15: 5；17: 28；20: 3；24: 7；
27: 22
Fools 箴1: 7；10: 21；14: 9；16: 22
Fool’s 箴12: 16；27: 3
Foolish 箴10: 14；14: 3；29: 9
Strong #200
Foolish 箴14: 1
Foolishness 箴12: 23；14: 24；15: 2，
4，21（無知的人）；19: 3；22: 15；
24: 9；27: 22
Foolishly 箴14: 17
C. 愚頑人（vile person，「拿八」），此
詞箴言中只出現三次
1. 其特點：
。
向著神和理智上心思封閉的人，粗
野
。
完全拒絕神（由撒上25: 3，17可看
出）
參撒上25: 3「那人名叫拿八……為人
剛愎兇惡」

三、褻慢人（The Scorner）
。此詞箴言中出現17次
。與智慧人成對比；或與愚昧人成雙
1.其特點：
(1)心態問題，而不是心智能力不足
(2)對矯正強烈的憎嫌，而妨礙他邁向智
慧的正是這一點
(3)造成的傷害極大
。並非普通愚昧人隨意所造成的傷害
。
而是“揭人隱私者”與故意惹事生
非之人所造成之更深的傷害
2.參考經文：
Strong # 3887
箴1: 22；3: 34；9: 7，8，12；13:
1；14: 6；15: 12；19: 25，28
（「戲笑」），29；21: 11，24；22:
10；24: 9；29: 8；伯16: 20；22:
19；詩1: 1；22: 7；賽28: 22；29: 20
參考資料
註1. “
 箴言中的愚人”《2009年第七屆更
新姊妹讀經營大會手冊：如何作個
智慧的女人—箴言選讀》 (美國，新
澤西州：更新傳道會，2009年)，第
52-56頁。
註2. Derek Kidner "Proverbs: An
Introduction &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64), pp39-42.
註3. Bruce K. Waltke "The Books of Proverbs"
2 vol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4, 2005)
註4. 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Associated Pub. & Authors,
Grand Rapids,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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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心靈系列：
友誼型輔導DIY

妙手重撫

合購特價 $18

／凱思．米勒 著

挑戰基督徒看主所看，樂主所樂，憂主所憂，負主所負，被主妙手重撫，有新的視界，新的生活。

透明人的創傷

／葛倫．何華 著

本書幫助我們甘受創傷，肯放下自己，成為一個在恰當時候，用恰當方法，說恰當話的人。

心靈深處的平安

／亨利．布蘭德 著

認識自己本相，與人和平相處，尋見神的平安，免除焦慮與不安，靠主得勝有餘。

永不疲倦

／懷特．卡森醫生 著

本書從生理、心理及靈性來探討疲倦的原因，並提出消極預防的方法和積極追求的方向。

寬恕與自由

／大衛．歐思伯 著

本書討論到憤怒苦毒報復的情緒，對基督徒個性及靈性所產生的影響，以及脫離這困境之途。

III

教會再思系列：兩位當代基督徒名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與糜家文Calvin Miller，從另一個角度來欣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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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蘊含著神的形像測不透的奧妙，教會也是如此。愈多了解人體，就愈能多了解基督的身體。

神的傑作（新）
／保羅班德／楊腓力 著
作者以其豐富的醫學閱歷及對基督教真理的認識，闡述人體的奧祕與它在教會真理上的應用。
教會酸辣湯

／糜家文 著

針對教會生活而借古諷今的精彩幽默文學作品。夠酸夠辣，發人深省，令人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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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13
特價 $10.5
＿ ＿
巴刻 (J. I. Packer)：牛津博士，曾任教於維真神學院，著作甚豐，福音派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一。

簡明神學／巴刻 著

神學入門／史鮑爾 著
定價 $14.5
特價 $11.5
＿ ＿
史鮑爾 (R. C. Sproul)：改革宗神學家，創立Ligonier傳道會，致力寫作、主持廣播節目並牧養教會。
基督教信仰基礎叢書(共4本)／布易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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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購特價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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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教會論與末世論／古德恩 著
定價 $19
特價 $15
＿ ＿
古德恩 (Wayne Grudem)：劍橋博士，任教神學院並ESV聖經繙譯，其系統神學已銷售逾三十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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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秋天的到來，更新傳道會在
各地的同工與義工們，也紛紛在各項事
奉崗位，擔負起不同的責任，為著福音
大使命而努力擺上。您的代禱與奉獻支
持，是我們得神恩典力量的管道。為著
所有更新的支持者，我們向神獻上滿心
的感恩。
[傳道事工]
◆請為北美更新總會的兩對傳道同工代
禱，求神賜下剛強的身體心靈，為主作
工。李定武牧師及呂允智牧師在各地教
會的事奉代禱。今年九月十月開學期間
格外忙碌。李牧師本月要赴歐洲荷蘭講
課，呂牧師也在一些大學查經班，帶領

安全。
◆請為更新傳道會在杜拜的宣教士Eddie,
Jason & Judy代禱，為他們的語言學習，
學費與生活費，以及事工建立拓展的需
要代禱。若需進一步詳情，請與Rev. Eric
Yee聯絡crmsg77@yahoo.com.sg。
[訓練事工]
◆今年十一月更新學院就十週年了。下
半年更新學院將在四個地區開六門
課（請看本刊中的課程表）。請繼續為
更新學院代禱，能繼續蒙恩典，儲備神
國的人才。為今年九月在亞特蘭大的課
程“基督的生平與事工”獻上感恩，有
四十餘位學生參加，從黃子嘉牧師的教

[同工腳蹤]
北美同工
◇李定武牧師
十月
12-18日 荷蘭鹿特丹更新學院課程
25日 新澤西州PAC普林斯頓宣道會
30日-十一月1日
30日 加州Fountain Valley第一浸信會
十一月
8日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
15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22日 紐約中華歸主教會
◇呂允智牧師
十月

迎新聚會。除了到處奔波傳道，在各地
推介更新的事工與書籍，盼能對教會與
信徒有幫助。
[文字事工]
◆感謝主，今年底與明年初要印刷的幾
本新書代禱。《咫尺天堂》
（All the Way
to Heaven, 張曉薇譯）；Bryan Chapell的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賀宗寧譯)；
《講道工作坊》(林成蔭、呂允智合
譯)；及《 靈 修 神 學 》 （ 王 建 國 譯 ） ，
這些都是高水準有分量，有長存價值的
書，編輯工作繁雜而精細瑣碎，求神施
恩，保守同工們能有清楚的心思與夠用

導中，大家都受益匪淺。
◆今年十一月滿十週年的更新學院，將
在三個地區開四門課（請看本刊第 8 頁
的課程表）。十月 9 到 11 日在賓州匹茲
堡，陸蘇河教授教以賽亞書，這是更新
學院首次在賓州開課，我們感謝沛恩堂
李仁傑牧師，讓更新學院使用其教會的
場地，也感謝匹城教牧聯禱會同工們的
支持，特別是程德鵬牧師的幫助。十月
14到 17日在荷蘭鹿特丹，李定武牧師教
釋經學；十月 30 日到 11 月 1 日在新澤西
州 ， 陸 蘇 河 教 授 教 約 伯 記 解 經 ； 11 月
20 日 到 22 日 ， 張 麟 至 牧 師 教 系 統 神 學
II。所用教科書為他繙譯的更新新書：
古德恩(W. Grudem)著《系統神學》，其
中的教會論、聖靈論與末世論，實為教
會長執事奉同工的必修課。書中對靈恩
的分析精闢，有獨到且實際的看法。歡
迎來電或網上報名。

4日 新澤西中宣會迦恩堂、
		 理海谷華人教會
9日 賓州理海大學查經班
11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
18日 新澤西華人福音會
23日 若歌大學查經班
25日 水牛城衛思理華人教會
31日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
十一月		
1日 新澤西中宣會迦恩堂
8日 新澤西美德教會
15日 水牛城衛思理華人教會
22日 法拉盛中宣會播恩堂
29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大使命聖經教會
◇周德威弟兄
十月31日-十一月1日		
		 RTP Christian Fellowship Retreat
十一月		
22日 北卡台福基督教會

的體力。
◆請特別為《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及
《講道工作坊》二書禱告，這是許多北
美神學院講道學的教科書，目前正快馬
加鞭編輯之中，預計明年二月出版，盼
望能使用在明年四月香港與台灣的釋經
講道研習會中。
◆我們特別為網路義工湯繼理弟兄，與
網路管理 Gavin弟兄向主獻上感謝。他們
正積極策劃進行更新的網站，請為負責
聯繫與策劃的同工謝曉薇代禱，盼能藉
著網路，把書籍銷售、屬靈文字及更新
學院的影音資訊，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宣道事工]
◆請為在緬甸的央正義牧師及其團隊代
禱。從今年八月起，緬甸軍政府在華人
聚集的緬北果敢地區發動戰爭，造成許
多難民的逃離。對緬甸更新傳道會的同
工與事工造成極大困難與影響，求主在
危險中特別保守。
◆請為更新傳道會中東福音事工代禱，
特別是在阿富汗的宣教士 L 弟兄，其妻
上個月因懷孕回中國，求主保守他的

戰火下的感恩—緬北央正義牧師來函
謝謝您們一直為我們禱告，中緬邊境戰火自果敢地區被政府收服後，大軍轉移到
隔壁的佤邦特區。這些地區因資訊閉塞、所以謠言滿天飛，首領們無法給人民確切的
答案。老百姓活在恐懼戰兢中，不敢讓孩子們回到學校，就怕戰爭一觸即發，又怕戰
後生活沒有著落。也有好多孩子，已搬到更安全的地區了。……我們常常靠著您們愛
心的奉獻、贊助孤兒及貧困兒童讀書生活，求主教導我們也成為別人的祝福。……願
神賜福您們的愛心，在金融危機及災難四伏中、對緬北的需要如常擺上，不讓中緬邊
境宣教事工有所缺乏。在領受時，也求恩主保守我們的心。

Already …… but Not Yet!
請至：www.crmnj.org

更新網站已全新改版！並繼續改進中！請多使用！

網上聽道、閱讀更新月刊、
更新書房購書、報名更新學院……

有本流行書叫《貓狗神學》(Cat & Dog
Theology)，以對貓狗性格的比較，也類比
於基督徒對神的態度。狗對主人說：「你
養我、餵我、保護我、疼愛我，你一定是
神。」而貓則會說：「你養我、餵我、保護
我、疼愛我，我一定是神。」以此來對比如
貓般自我中心的信仰，與如狗般以神為中心
的人生。
用貓狗性格與習慣的對比，來推動基督
徒過以神為中心的人生，這樣的信息既正確
又幽默。只是因此對貓個性有許多的負面批
評，不盡公平，也讓愛貓的人不是滋味。
聖經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貓，可是貓的
親戚—獅子，卻是聖經中重要的形像：曾
用來描繪永恆的基督(啟5: 5)，也用來形容今
生的魔鬼(彼前5: 8)。在許多宣教士(如賈艾
梅、余慈度、彭柯麗等)的傳記中，都提到有
貓的陪伴，成為他們事奉時心靈的慰藉。
我們於多年前住新澤西州愛迪生時，在
附近的獸醫診所領養了一隻兩歲的小貓，名
叫Mikey。牠全身毛色深灰，只有手腳與胸
口是白色，有如大禮服般登樣體面。當時他
非常喜歡黏人。於是就被選中帶回家，成為
我們家中的一員了。後來我們在美國多次搬

家，牠都跟著我們。十多年的光陰把五六磅
的小貓，變成二十磅的大貓，不但增加了許
多生活中的樂趣，牠也常教導我們一些屬靈
功課，讓我們可以常常反思。
開始養貓時，因貓會抓傢俱，就研究《
養貓大全》，要找出該怎麼給貓剪趾甲。書
上說只要用條橡皮筋套住貓的耳朵，趁牠搖
頭晃腦想要擺脫時，偷偷去剪其手腳趾甲可
也。這種聲東擊西之計，其實也發生在我們
信仰生活中，當世界上事務攪擾我們心思
時，魔鬼馬上就趁虛而入，解除我們的屬靈
軍裝。
又在某次，家母來美與我們同住時。我
們白天外出上班，家中一老一小倒也和樂融
融，相安無事。小貓時常坐在窗邊，俯視庭
院中的行人花鳥的動態。某次家母開門要出
去倒垃圾，小貓就一個箭步衝了出去，奔向
自由。家母雖然年高身手不再矯健，但還不
失為智慧婦人，轉身找出貓最愛的點心，把
盒子加以晃動，小貓聞聲後，就識相地乖乖
轉了回來。
約翰福音中，耶穌復活後設立彼得做
牧者，要彼得餵養主的羊。外面的花花世界
再吸引人，沒有神的話，不能滿足靈裏的饑

渴。我們對屬靈的胃口，有沒有小貓對食物
的熱情呢？
當初領養貓時，只付了50元結紮與防疫
針的費用。然後這些年食物、點心、玩具、
貓砂，及看醫生的各種花費，形形色色的累
積起來，數字節節上升。有時心中難免會
想：養貓付出的代價與得到的樂趣相比，值
不值得呢？
幾年前，朋友時安的孩子花了5元錢買
了一隻小烏龜，烏龜生病了，又花了120元
到動物醫院看病。朋友的妻子當時覺得不值
得，誰會為5元買的烏龜，花那麼大的價錢
治病？但是朋友說：我們愛惜烏龜，正如神
愛惜我們。雖然我們不配神的愛，但在神的
眼中，我們是祂的兒女，價值連城。
貓的價值，不在於其領養費用、生活花
費或市場價格。乃在於主人願意為它付的代
價。正如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是神子耶穌
基督，付上了生命的代價把我們買贖回來。因
此我們的價值就改變了，不再看你擁有什麼，
能做多少事，得到多少學位或地位頭銜。我們
的價值，完全在於這位愛我們的主人。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詩8: 4) (允智)

報名請來電：732-828-4545X10，或至網站 www.crmnj.org

BIB 124 約伯記解經 ／陸蘇河教授
上課時間：2009年10月30, 31 & 11月1日
    深入認識約伯記的背景、結構、和神學思想。注重明白此書的主題信息，同時論及主題信息在這
個暴風世界中，對基督徒生活和事奉上的實用，例如靈程的挑戰，合神心意的事奉，衛道，和輔導方
面的教訓。

THE 102

系統神學Ⅱ－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 ／張麟至牧師
上課時間：2009年11月20, 21, 22日

   系統神學II很實用。聖靈論（救恩論），論及救恩如何實施在信徒的身上，以改革宗“救恩次序”來
描述救恩之經歷。教會論從新約來看應當如何建造教會，還包括教會的體制與聖禮。末世論是熱門話
題，會介紹各家說法，強調愛心與合一。這門課是所有的教牧、同工們以及服事者需要的課程。

上課地點：Days Hotel (原Ramada Inn), Exit 9 off N.J. Turnpike I-95, Rt. 18 South and Eggers St., E. Brunswick, NJ 08816, Tel: (732)828-6900。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Inc. (CRM) is an inter-denominational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evangelical in thrust and dedicated to preaching, discipleship training, and mass-media
ministries, especially literature to the Chinese. Established in 1971 with non-profit status(501 C-3) granted in 1977, CRM is registered with the IRS and is funded, in part, by taxdeductible gifts. Except for combined issues of January-February and July-August, Renewal is published monthly by CRM and is sent free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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