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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第六课 智慧财产权智慧财产权
犹太人有一个传统故事 ─ 当犹太孩童还年幼时，

妈妈问：「假如你的房子被烧 财产被人抢光妈妈问：「假如你的房子被烧、财产被人抢光，

你将带着什么逃命？」─ 像信仰基要真理问答
孩子 可能当下反应 ─ 钱 钻石 珠宝孩子 可能当下反应 ─ 钱、钻石、珠宝…，

但是父母通常会回答：「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

而是智慧 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过去两千多年，犹太人失去国土、流离失所，
但至今，犹太人彷佛是圣经历史的活化石 ─

确实是圣经所记载上帝的选民

不管在欧洲、美国，犹太人掌管金融命脉

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全世界民族，的 候， 界 ，

犹太人获奖率最高

从 箴言三13 – 四27 来了解 ─
为什么智慧那么的重要？

因为得智慧的人就是得着「财产权」，

是别人夺不走的！

共出现五段「我儿」，

发现我儿，就知道是一个段落的开始…

─ 得福气

五个段落分别是

 三13-20 得福气
─ 得平安
─ 得尊荣

 三21-35

 四1-9 尊荣
─ 得引导
─ 得生命

 四10-19

 四20-27 得生命四

第一个智慧财产权：三13-20 得福气

「有福」在圣经出现一百多次，箴言中也出现 23 次之多，

 可见犹太人跟华人一样，都喜欢追求福气可见犹太人跟华人 样，都喜欢追求福气

希伯来文的「有福」就是指「幸福、快乐」…
得智慧的人会得着幸福、快乐得智慧的人会得着幸福、快乐

基督徒祝福人幸福、快乐，
有 个重要的涵义 得智慧有一个重要的涵义 ─ 得智慧，

愿这个人人生得着真智慧…
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三13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

三18 她与持守她的作生命树；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智慧原文是阴性字，智慧被拟人化成为女子
对那些坚守智慧的人，她是生命树 ─ 智慧成为生命树，对那些坚守智慧的人，她是生命树  智慧成为生命树，

对那些持守她 (智慧) 的人，他们被称为有福的。



「生命树」在圣经经卷中只出现在创世记、箴言、启示录，

创世记 当 当 娃被驱逐离 伊甸园创世记 ─ 当亚当、夏娃被驱逐离开伊甸园，

没有办法吃生命树的生命果，开始经历死亡

言箴言 ─ 四次提到生命树，都跟智慧有关连

启示录 ─ 廿二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信上帝的人，因着耶稣的宝血得洁净

 可以重新去吃生命树果子，生命树有医治之能

生命树是人获得生命存续的来源，生命树是人获得 命存续的来源，
箴言比喻追求智慧、把守从上帝而来的话语、

得真智慧的人，已经开始预尝生命树的果子，得真智慧的 ，已经开始预尝生命树的果子，

成为生命力量中供应的源头
与神关系有所连结 ─ 神会指教他们当行的路与神关系有所连结  神会指教他们当行的路

被称作有福的 ─ 最大的靠山、智慧的源头上帝！

原来得福气的秘诀，就是得智慧，
个有智慧的人 他的人生也会是蒙福的人生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人生也会是蒙福的人生，

得智慧，比得金银财宝还来得宝贵，

金银财宝怕人偷 抢 骗 金银财宝怕人偷、抢、骗，

拥有的人被捆绑、充满思虑

得智慧的人超乎在这之上得智慧的人超乎在这之上，

智慧是生命的美德，无法用金钱来买到

三16 她 (智慧)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不是有智慧的人都一定长命百岁、而且有钱 不是有智慧的人都 定长命百岁、而且有钱

是指有智慧的人懂得避祸，生命得着延长，

可能得到社会上的尊荣 甚至财富上的提升可能得到社会上的尊荣，甚至财富上的提升

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存着完全的心 ─ 顺服与信靠的心，

上帝就使他在迦南地的异乡社会中上帝就使他在迦南地的异乡社会中，

得着外邦人的尊重，神使他家道丰富。

当但以理与他三个朋友被掳到新巴比伦帝国时，

他们没钱、没势，只能寄人篱下，

任凭异邦君王安排他们的生死。

但是，因着拥有别人看不到、夺不去的

智慧 ─ 这颗生命树，

 使他们在许多的试炼中化险为夷、步步高升

他愈持定智慧，

反而愈获得别人对他的敬重

十一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十 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第二个智慧财产权：三21-35 得平安

有智慧的人懂得信靠神、不陷入罪恶网罗，
赒济穷人 ─ 神如何赐福他，他也关顾有有需要的人需要的人

与人和睦，是神所喜悦的义人，蒙神保守

生命平安、心灵也平安，所到之处播下和平的果子，

和平之子 ─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带领人与神和好

申命记 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申命记 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 ─
把上帝的话放在额上，绑在手上，躺下、起来都要思想。

我儿 谨守真智慧和谋略箴三21-22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她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

箴言 ─ 真正的保平安是真智慧，

把持守真智慧、谋略放在心板上，把持守真智慧、谋略放在 板上，

让神的话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智慧人懂得与邻舍保持和睦

默想上帝话语、把智慧的道放在心里，也是一个行道的人…
三27-30 智慧人懂得与邻舍保持和睦。

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多爱神，

但是与弟兄姊妹关系很糟，跟邻舍、异教徒不和谐...
一个真正敬虔、得真智慧的人，

会懂得如何与人保持和睦的关系，

在他们需要时，不该拖延推托

上帝的话 ─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不能因人与我的信仰不同、

肤色不同，而导至与人关系有差别之分

在人际关系的抉择中 我们都面对两条路 ─在人际关系的抉择中，我们都面对两条路
义人的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

恶人的路 背弃上帝的诫命恶人的路，背弃上帝的诫命、

做上帝话语的仇敌

三31-35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因为 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人际关系也是 种试探人际关系也是一种试探 ─
他做恶，结果愈来愈发达、也没有被抓到

我效法他的行为 或许也可以跟他 样我效法他的行为，或许也可以跟他一样…

圣经让我们知道 ─
人际关系在社会上常是两条路的抉择，

要相信有公义的法码在上帝那里，

神鉴察人心，上帝的眼目看着我们 ─
 与上帝的关系和睦，自然会与人的关系和睦与 帝 关系和 ，自然会与 关系和

 懂得有智慧去判断，做出义路、恶路正确的抉择

第三个智慧财产权：四1-9 得尊荣
师 年轻 求智慧四1-6 作者再次用父母导师的身份劝勉年轻人追求智慧 ─

智慧化身为妙龄女子，父母认为是最理想的伴侣…

四7-9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她就使你尊荣。

她必将华 加在你头上 把荣冕交给你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以投资角度来看 ─ 教导年轻人以投资角度来看  教导年轻人…
把智慧当做最重要的伴侣，永不轻言放弃，

始终渴慕 尊荣 欣赏 爱慕她始终渴慕、尊荣、欣赏、爱慕她

智慧像是能干的妇人，

可以帮助爱慕她的丈夫得着加倍的祝福可以帮助爱慕她的丈夫得着加倍的祝福

把智慧比拟为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

有一个地方，对女人下聘金是送牛。
有天 个男人拉了八头牛出门有天，一个男人拉了八头牛出门，

街头巷尾纷纷议论…
单身汉敲一户人家的门，村民一片哗然 ─

求婚的对象是一个长像普通的女子，

多年后，村民不晓得这对夫妻如何？就去看看，

用八头牛娶这名女子，村民都认为不值！

没想到门一打开，出来一个气质非凡、充满自信的女子，

原来是当年平凡的村姑。

他们就问男子是怎么调教的…

男人说：我就是用八头牛的价值来对待妻子，男人说：我就是用八头牛的价值来对待妻子，

我愈爱我的太太…，她就散发出亮丽的光彩，

愈来愈有自信 愈美丽愈来愈有自信、愈美丽，

我们婚姻生活非常美满。



「要让丈夫成为国王，就必须先让妻子先成为女王。」

四7-9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她就使你尊荣。

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 把荣冕交给你

它把智慧比喻成年轻男子绝对要去追求的妙龄女子

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它把智慧比喻成年轻男子绝对要去追求的妙龄女子，
虽然起初觉着得智慧有什么用？

比得过金银珠宝？比得过金银珠宝？

但当愈加的追求、爱慕、高举她，她就必来

高升你 将荣耀的冠冕戴在你头上高升你、将荣耀的冠冕戴在你头上。

八头牛新娘的比喻 ─
智慧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光芒，也是如此。

第四个智慧财产权：四10-19 得引导

延伸义路与恶路的对比 ─
19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12 义人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18 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义人指公义的人，当名词用，

字根是指「弄直」─跟走直直的路有关

恶人的路用「弯曲」对比，文学方面的技巧

义的字跟也可解释「标准」─义的字跟也可解释「标准」
义人虽不是完全人、但符合上帝标准，

亚伯拉罕、挪亚、但以理、约伯都称为义人，亚伯拉罕、挪亚、但以理、约伯都称为义人，

共有的特征就是信靠神，神看他们是对的 ─
 信心的标准在上帝身上，时刻仰望主信 的标准在上帝身上，时刻仰望主

 让上帝指引他们的道路

义人的路，

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把尺，

引导我们走纯正的道路，不偏不倚

并不是一开始就光明灿烂 ─ 好像黎明的光，

 在黑暗中小小星星的光芒

 没想到愈走愈光亮，像是日正当中太阳的闪亮

得智慧也是如此 ─ 一开始觉得智慧能吃吗？
但一生追随智慧、奉行上帝话语的人，

伯八6 7 你若清洁正直

生命中得着智慧财产权一定非常丰盛。

伯八6-7 你若清洁正直，
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

你起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发达。你起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发达。

第五个智慧财产权：四20-27得生命

四22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生命树 启廿二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生命树 启廿二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新天新地中，上帝让伊甸园重返人间，
让我们再次享受生命树给我们生命的供应。

亚当与夏娃受撒但欺哄，被逐出伊甸园，
想要与上帝一样有智慧，

结果因为悖逆、愚蠢，使他们结出罪的果子 ─
死亡，失去了生命树， 命

但 启示录 提到，生命树会重返人间，

使我们再次得享上帝所赐生命树的果子使我们再次得享上帝所赐生命树的果子、

得着医全体的良药



四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 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生命的泉源

十十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十三14 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十三14 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
十四27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
十六22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十六22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

生命的泉源可以对应生命树 ─
得智慧跟得救恩是有关联的得智慧跟得救恩是有关联的

得生命，就是得永生

我们在伊甸园所失落的
重新透过我们的信仰 ─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得着恢复与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