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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1-07-2021  

你要謹守你的心 
箴⾔書 Proverb 4:23 

 

唐興 牧師 

 
 

經文： 

20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 側耳聽我的話語。  

21 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  

22 因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23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和合本聖經）  

׃םיִּֽיַח תֹו֥אְצֹוּת  ֹצְנ רָמְׁשִ֭מ־לָּכִֽמ   ּוּנֶּ֗מִ֝מ־יִּֽכ ָךֶּ֑בִל ר֣
23 你要謹守你的⼼，勝過謹守⼀切，因為⽣命的泉源由此⽽出。（聖經新譯本） 

 

24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 

25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  

26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  

27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  
 
前言： 

永生的意義。約翰福音3:16節是我們熟悉的經文：「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節經⽂關係到基督徒最後的結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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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你知道什麼是永⽣嗎？永⽣是兩個字組成的：永遠的⽣命（life eternal）。永⽣不

是⼀直活著的意思。永遠的⽣命是⼀個完全嶄新的⽣命，⼀個免除了神最後審判被滅亡的

⽣命，⼀個相對於我們不信主之前的⽣命。主耶穌在3:3節說「人若不從上面生，就不能

見神的國」祂解釋什麼是從上⾯⽣：「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所

以，所有重⽣得救的基督徒裡⾯都有⼀個全新的、永恆的、屬於神國度的⽣命。這是聖靈

的⼯作，這是完全潔淨的⽣命，發⾃於信⼼的⽣命。這是基督在⼗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 

 

因為是神所賜的新⽣命，是聖靈和基督的⼯作，所以是永遠常存的，是不會滅亡的。這個

⽣命有⼀個成長的過程。開始的時候，⼈是處在無意識的情形下，完全出於神主權的恩

典：「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

的，也是如此。」 

 

你看到沒有，這和我們上週主⽇⼀同思想的《傳道書》11:1節「當將糧食/穀類撒在⽔⾯」

是⼀樣的意思。⽣命的種⼦隨著⽔漂到那裡就到那裡，講到神主權掌管⽣命的發⽣。在撒

種比喻中，撒種的⼈是基督（太13:37），種⼦就是「天國的道理/國度的話」(the word 

of the kingdom)(太13:19) ，種⼦就是神活潑常存的話，就是福⾳（彼前1:23-25）。福

⾳的種⼦是撒在⼈⼼裡⾯的；⽣命的種⼦是撒在⼈⼼裡的。永⽣就是從這個種⼦開始的。 

 

今天的經⽂，箴⾔書4:23「23 你要謹守你的心，勝過謹守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聖經新譯本）可以幫助我們明⽩我們從神領受的福⾳的種⼦是如何從⼼中產⽣永⽣的。

智慧，⼼和⽣命是箴⾔書中有密切關係的主題。我們先要理解智慧和⼼的定義，然後再進

入經⽂本⾝。 

 

《箴⾔書》是所羅⾨王教導神的百姓關於⽣命和智慧的書。書的⼀開始就說明書的⽬的就

是：要⼈知道並得著[ עדי 	(ydʿ)]智慧 הָמְכָח 	(ḥākmâ),，智慧和神的關係，智慧和⽣命的關

係。他⾸先指出智慧是從對神的敬畏開始的。「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愚妄人藐

視智慧和訓誨。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聰明」

הָניִּב 	(bynha)	這個字就是悟性和理解⼒，智慧和悟性是不可分的。智慧就是敬畏神，認識

神就是智慧——這是第一點。不敬畏神不認識神的⼈被稱為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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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尋找智慧是⼈的責任：「2:4 尋找它，如尋找銀子； 搜求它，如搜求隱藏的珍

寶，」智慧同時是神所賜的：「2:6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人有責任追求智慧，而智慧又是神所賜的——這是第二點。 

 

然後，他把智慧擬⼈化，把智慧描述為⼀個婦女在街上呼召⼈來尋求智慧。「1:23 你們

當因我的責備回轉，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 將我的話指示你們。」「回轉」[ בוׁש 	

(šwb)]就是新約的「悔改」「歸正」的意思[ἐπιστρέφω	][	ἀποστρέφω	]。主耶穌對彼得所

說的：「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你看到沒有？這是⼀個福⾳的呼召「2:16 智

慧要救你脫離淫婦，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17 她離棄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

約。」智慧會在我們裡⾯產⽣⼀種拯救的⼯作。智慧和我們的救恩有關係——這是第三

點。 

 

箴3:21，說「21 我兒，要謹守真智慧[ הָּיִׁשּוּת 	(tšyh)]和謀略[ הָּמִזְמ 	(mzmh)]， 不可使她

離開你的眼目。 22 這樣，她必作你的生命[ ׁשֶפֶ֫נ 	(nepeš)]， 頸項的美飾。」謀略和聰明

是可以互換的字，是指⾒識和洞察⼒（discretion）。這裡⽤「真智慧」是強調這種智慧

的穩健和效率以及其具有保護的作⽤（箴2:7-盾牌）。這種智慧會成為你的「內在的⾃

我」（靈魂/魂），就是⼈思考、情感、意志和慾望的⼀部分。智慧會成為我們內在的生

命——這是第四點。 
 

第4章1-9節，作者重複地提醒，要把他的教導看為是智慧「5 要得智慧，要得聰明/悟

性，不可忘記， 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第20節他有重複「20 我兒，要留心聽我

的言詞， 側耳聽我的話語。 21 都不可離你的眼目， 要存記在你心中。22 因為得著它

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智慧不是空洞的知識，⽽是可以產⽣屬靈醫

治果效的。智慧可以產生屬靈生命醫治的果效——這是第五點。 

 

智慧-結論：這五個要點都和我們的新⽣命成長有關係：1）智慧是敬畏神和認識神；2）

追求神所賜的智慧；3）智慧就是認識明⽩神的救恩；3）智慧關係我們內在⽣命的長⼤

成熟；4）智慧產⽣屬靈⽣命醫治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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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宗學者，加州⻄敏斯特神學院教授， Mark Futato 在他的註釋書中指出：「這種智

慧主要是⼀種在耶和華⾯前過著公義⽣活的技能 skill。」這是對證⾔書中的智慧最簡潔

的解釋。智慧不是單單的讀了很多的神學書籍，對聖經倒背如流。⽽是⼀種應⽤在⽣活上

的，過稱義⽣活的技能。 

 

心的定義。21節說：「要存記在你心中」。這些都發⽣在我們的內⼼。什麼是⼼呢？改

⾰宗學者Mark Futato 在他的註釋書中指出：「箴⾔書⽤『⼼』這個字來描述⼈的整個內

在的⽣命 (internal life) 。它是⼈的內在反映。它是⼈的宗教的中⼼，它引導⼈的思想、

意志和情感。」 

 

⼈⾁體物質的⼼臟是⼈的⽣命中⼼。⼼臟不動了，⼈就沒有⽣命了。⼼就代表了整個⼈活

動的中⼼。⼼的定義是：⼈思想情感意志活動的中⼼範圍。我們常聽到⼈說：「你都沒有

把我放在⼼上。你沒有把我的話放在⼼上。」意思就是說：「在你⼼思情感意志的活動範

圍內，沒有我，沒有我對你說的話。」 

 

智慧，⼼，⽣命是箴⾔書中重複出現的主題。現在我們知道什麼是「智慧」，什麼是

「⼼」，我們就可以來看這⼀節經⽂了：「23 你要謹守你的心，勝過謹守一切，因為生

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中心思想：得著⽣命智慧的命令、原因、挑戰和途徑。 

 

1-命令。⾸先，這是⼀個命令：「你要謹守你的⼼」是所有屬神的百姓必須做的，是有責

任要去做的，是沒有其他選項的命令。謹守 רָמְׁשִמ 		(mišmār),	是指像⼠兵站崗⼀樣地守望

防備；像管家⼀樣地看守管理；像保鏢⼀樣地保護衛護⾃⼰的思想、情感、意志。不受到

罪惡的侵犯和攪擾。 

 

主耶穌在⾺太福⾳ 12:34 節說，「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雅各書指出，各

樣的苦毒和紛爭都是從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魔⿁的智慧來的（雅 3:16）。所有負⾯的

情緒都在這個範圍之內，包括我們敬拜禮儀 10 的公開認罪中所講的：內⼼的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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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懷疑、沮喪、不耐煩、驕傲、貪婪、嫉妒、憎恨、怨恨，和其他冒犯神的罪惡的思

想、意念和情緒。我們需要不斷地被提醒，重複的被提醒：不要⼩看這些⼼中的情緒和思

想。這些關係到我們的永⽣的結局。 

 

2-原因。其次是原因：「因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神賜給基督徒新的⽣命，永遠的⽣

命的泉源就是從⼼發出來的；永⽣的新⽣命就是從我們的思想情感意志產⽣出來的。雅各

書3:11說「泉源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

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裡也不能發出甜水來。」所以，我們⼼中所有的負⾯情緒

思想都發⾃於我們天然本性的，是從屬地的，屬⾁體的，屬魔⿁的智慧⽽來的（雅3:15） 

 

2a-第一，心控制了人整個的生命。⼼是思想感情意志活動的中⼼，控制了⼈的⾏動，⼈

的⾔語和⾏為；⼈的⾏動決定了⼈的習慣；習慣形成了⼈的個性。⼼控制了⼈整個的⽣

命。基督徒新⽣命的成長，開始於對⾃⼰內⼼負⾯思想情緒的認識，並且警醒地看守⾃⼰

的⼼不要受到轄制。這是福⾳真理產⽣的內在果效。 

 

2b-第二，心很容易就被迷惑蒙蔽。也許我們許多時候沒有什麼負⾯的情緒，然⽽，我們

的⼼活動的範圍，也很容易受到這個世界的虛空事物的迷惑和蒙蔽。當屬世界的事物會佔

據了我們整個⼼思情感的活動範圍時，我們就⼼中沒有神的愚昧⼈⼀樣了。在所有的事物

中看不到神的作為，看不到神的護理，看不到神的救恩，看不到基督在我們⾝上的⼯作。

我們對屬靈的事物就變得瞎眼了，不知道分辨了，不認識主了。主耶穌「6:22 眼睛就是

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23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

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 

 

3-挑戰。這是⼀種挑戰：「勝過謹守⼀切」。表⽰⼀種最優先的，比所有⼀切的事情還重

要的事。這是⼀種挑戰，⼀種否定⾃我的挑戰。當聖靈光照我們時，你會發現那些所有負

⾯的思想情緒的背後都發⾃於我們本性中的⾃我。因此，這是⼀種對⾃我的挑戰。 

 

3a-這是發自捨己否定自我的挑戰。在我們的⼼裡總是會把⾃⼰放在所有事物的中⼼。這

是⼈天然的本性。特別是在我們⾃⼰的利益，權利，⾃尊，⽣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很

⾃然的傾向就是保護⾃⼰，使⾃⼰不受損傷。彼得三次不認主就是因為⾃⼰⽣命受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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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彼得和⾨徒爭⼤⼩，就是因為要維護⾃⼰的利益和⾃尊。所以，主耶穌必須把彼得帶

到真實的經歷中，去學習捨⼰和否定⾃我。 

 

今天主耶穌也⽤同樣的原則把我們帶到⽣活的實際經歷中，為了要教導我們如何謹守我們

的⼼，使我們⽣命長⼤成熟。加爾⽂稱這種在⽣活中認識⾃⼰和認識主的經歷為：「基督

的學校」。基督的學校發⽣在基督徒的婚姻關係中，教會事奉中弟兄姐妹相處的關係中，

⼯作事業上的遭遇中。這些遭遇都是主耶穌在教導我們，試驗我們，要我們操練「謹守你

的心，勝於謹守一切」。因為是勝於謹守⼀切，所以它優先於⼀切⽔平的關係。也就是

說，看守我們內⼼的思想情緒意志，要⾼過於發⽣在遭遇中，引起我們負⾯情緒的事情。 

 

如果你在開⾞，發現前⾯的⾞⼦擋住你的路，你開始不耐煩，你的⼼開始攪動激盪。以前

你可能⾃然地就會帶著不耐煩、急躁的⼼情按喇叭，因為對⽅使你不⽅便，對⽅冒犯了你

的權利（這是⽔平的世界觀）。但是，當你把警醒地認識到這是你學習「謹守你的⼼，勝

於謹守⼀切」的時候，你就會把思想情緒轉移到神的話上⾯，你就會把思想情緒轉移到你

的救恩上⾯（垂直的世界觀）。其結果就是：你會在禱告中，⼼平氣和的等候神的照管。

這是⼀個最微⼩的例⼦，卻是我們時常忽略的。我們會在許多微⼩的事上最彰顯出我們內

在的⽣命。 

 

你可以把同樣的原則帶到許多的⽇常⽣活遭遇中，在夫妻關係中，在教會⽣活中，中⼯作

事業中——這就是智慧，正如我們前⾯講的：「這種智慧主要是⼀種在耶和華⾯前過著公

義⽣活的技能。」這是屬靈的洞察⼒，因為這是我們意識到是聖靈引導我們進入的環境。

這是福⾳⽣活的原則，這是我們在恩典和知識中長進蒙福的⽅式。 

 

3a-這是發自於愛主跟隨主的挑戰。「謹守你的⼼，勝於謹守⼀切」不是律法⽽是發⾃於

⼀種愛主願意⽢⼼樂意跟隨主的⼼志。遵⾏律法和誡命的動機永遠是出於愛神。原因是你

明⽩了神的旨意是要帶領我們進入基督的國度，基督是要把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上，以

致於我們在最後審判的時候可以進入祂的國度。不要⼩看⽣活中的芝⿇蒜片的⼩事，我們

的⽣活動作和存留都在於祂，祂連我們的頭髮都數算過了。神的旨意，基督的⼯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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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在基督裡長⼤成⼈，滿有基督長成的⾝量。如果我們知道祂的旨意，知道祂在我們

⾝上施⾏救恩的原則，我們就應該會順服主，⽽跟隨主，謹守我們的⼼，勝於謹守⼀切。 

 

4-途徑。我們要如何得著這種智慧的⼼呢？ 

1-向神不住禱告祈求智慧悟性。智慧、知識、悟性（聰明）是神所賜的。所羅⾨王的智慧

也是他向神祈求⽽得著的。所以，⾸先我們要為⾃⼰，為教會弟兄姐妹向神求智慧和悟

性。保羅為歌羅⻄教會這樣不住的禱告：「願你們在⼀切屬靈的智慧[σοφία]悟性

[σύνεσις]上，滿⼼知道神的旨意…在⼀切善事上結果⼦」（⻄1:9-10）。 

 

2-心裡受到激盪但是不要犯罪。第⼆點是負⾯的應⽤，靠著聖靈制伏⼼裡負⾯情緒思想的

發動。以弗所書2:26節說：「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 也不可給魔鬼

留地步。」這裡應該翻譯為：「⼼裡受激動卻不要犯罪」Tremble, and do not sin (NAS, 

NIV)。這也正是今天經⽂24-27節所指出的：「24 你要除掉邪僻的⼝， 棄絕乖謬的嘴。 

25 你的眼⽬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 26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 堅定你⼀切

的道， 27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 」你看到了嗎？這和羅⾺書8章的靠

著聖靈治死⾝體的惡⾏是⼀致的稱義的⽣命新樣式。 

 

3-把基督的道理用各樣的智慧存在心裡。第三點是正面的應用。我們不是整天都會處在⼼

被攪擾受激動的情形中，引起負⾯的思想情緒的遭遇也許很少會發⽣。無論如何我們都需

要智慧和悟性。否則我們的新⽣命是不會長⼤的。我們智慧和悟性是需要在恩典和知識中

漸漸成長的。所以所羅⾨說：「20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 側耳聽我的話語。 

21 都不可離你的眼目， 要存記在你心中。 」這是正⾯的應⽤，我們需要把所羅⾨智慧

的⾔語記在⼼中。 

 

我們更需要知道，所羅⾨王預表基督，基督是新所羅⾨，祂向神百姓說智慧的⾔語，祂詮

釋了律法，是祂在⼗字架上的⼯作成全了律法。基督的⼗字架，⼗字架的道理是智慧。耶

穌是成為⾁⾝的智慧。我們需要把基督和基督的⼯作，以及基督的教導存記在⼼中，不可

離開我們的眼⽬。保羅說：「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1:30） 

 



 8 

保羅說「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

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豐豐富富地存在⼼裡」不是走⾺看

花，蜻蜓點⽔式的讀經，不是不經⼼地聽釋經講道，讀屬靈的書籍。「存在⼼裡」是⼀種

長時間的，不斷重複的⼼智上的學習（屬靈的詩篇，頌詞，歌曲，從希臘⽂法和⽤字上都

是指詩篇）和⽣活上的應⽤、和操練。 

 

我們聽釋經講道，讀經靈修，讀屬靈的書籍的⽬的，就是要得著智慧和悟性，使我們滿⼼

知道神的旨意。基督徒屬靈⽣命在經過不斷地認真學習和操練後，神所賜的永⽣就這樣，

發⾃於神賜給我們⼼裡的智慧和悟性。 

 

最後，我們知道主耶穌已經把永⽣的種⼦撒在我們⼼裡了，祂賜給我們智慧，不是屬地的

智慧，⽽是從⼼裡屬天的智慧所彰顯出來的永⽣：雅3:17「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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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並且使人和
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所以，「你要謹守你的心，勝過謹守一切，因為生命

的泉源由此而出。」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