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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第一至五章

第一章

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箴言第一章。

前六节可以算是整本书的前言，就像一般作者常在著作里写的序言。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箴言 1：1）

所罗门刚刚接掌他父亲大卫的宝座，以色列国到达了它荣耀和权势的顶峰。它是世界当时

最强的国家之一。神大大地祝福它。所罗门做王时，神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因此所罗门向主祷告说：「求你赐我聪明智慧，我好在

这民面前出入。」（列王纪上 5：3，9）

主对所罗门说：

「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赀才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只求聪明智慧，

我必赐你聪明智慧，也必赐你赀才丰富尊荣。」（列王纪上 5：11－13）

于是经文说，神就赐给所罗门聪明和智慧。

不幸的是，所罗门在晚年时，并没有遵从他自己在前八章写给他儿子的指示。那似乎是写

给或指定要「给我的儿子」的，但他自己却没有行出自己的劝导。在他写的 传道书中，我

们可以看到他因为没有按智慧行事，得到的悲惨下场——

似乎拥有一切，却一无所有；拥有任何人想要的东西，却感叹生命的空虚和无奈，因为他

没有行在智慧里。读到第七节时，我们会详细谈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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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是个多产作家。他写了许多赞美诗歌，又写了箴言三千，还写过关于生物、动物等

许多不同领域的书。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听他的智慧，听他谈论植物、动物等事情的奥妙。

大卫儿子，以色列的君王，所罗门写的这些箴言的目的是：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箴言 1：2）

大部份箴言都让人记忆深刻，以对比鲜明、形象生动及比较的方式表达出来，便于人记

忆。箴言的目的是，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词

和谜语。（箴言 1：3－6）

作者先提出最重要的箴言。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 1：7）

「敬畏耶和华是开端。」「开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中心或总括。换句话说，敬畏耶和

华是一切智慧的总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总括。在第九章，作者又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 9：10）

他好像在说同样的事，其实不然。

九章十节里的「开端」一词，用的是不同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开始，指的是智慧的第一

步。因此，敬畏耶和华不单只是第一步，也是全部。

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请看第八章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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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这是真正的开始，智慧的第一步以及全部就是恨恶罪。反过来说

就是，恨恶罪是通向智慧的第一步。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宽容的时代。不幸的是，我们容忍的程度高得太过头了。今天，我们真

正缺乏的就是恨恶罪。有人教导我们说，不可恨任何事。因此「恨」这个字眼成了不能接

受的字眼。心中有恨的人被视为另类。我们变得要接受每一个人。俗话说：「得饶人处且

饶人。」这样，对罪的忍让就被发展出来。邪恶总想被人容忍，总想要人让步并接受它。

智慧的第一步和其总括就是恨恶罪，因为神恨恶罪。

如果要和神相交，就必须恨恶罪；如果要和神进行真正的团契，就不能宽容自己生命中的

罪。因此，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总括，但是愚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我儿，（箴言 1：8）

整个第一部分箴言都是写给「我儿的。」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

金炼。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箴言 1：8－10）

邪恶一周又一周不断地引诱我们，但不可随从它的引诱。罪人引诱你，也不可跟从他。

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箴言 1：11）

当然，这些人真正的是贼盗之流。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

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



4/19
箴言第一至五章

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

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箴言 1：11－16）

这里有一条很有意思的箴言，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放在这里。作者说：

（他们）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箴言 1：17）

抓鸟时，若将网罗设在它们眼前，就不会起作用。它们不会上当。但是恶人却会直接撞上

来。

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

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

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箴言 1：18－21）

从第二十节起，作者开始谈论智慧。他把智慧拟人化，将它变成一个真人。有些人说可以

将它看作是神或者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讨论智慧的拟人化时，你就会发现，这

样做有一定的危险。在这里，又有关于智慧的拟人化说法：她在街头呼喊：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

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

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

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

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

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箴言 1：22－29）

这里经节谈到灾难最后会降临到那些拒绝智慧的人身上。而拒绝智慧就是不恨恶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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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灾难来到。神说：那时，将无人能救你。

「不听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背

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

祸。」（箴言 1：30－33）

作者下面接着对他儿子说话。

箴言第二章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

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

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祂口而出。祂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

纯正的人作盾牌。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

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

你脱离恶道〔恶道或作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箴言 2：1－12）

「邪僻的」这个字是乖张的意思。希伯来字意为「歪曲的」。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

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

存留。惟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箴言 2：13－22）

这是父对子的指示。我想很多时候身为父亲，我们可能没花足够的时间坐下来跟儿子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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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生命和生活中的事；谈寻求神的智慧的重要性；谈殷勤地寻求智慧如同寻求金银财富的

重要性。隐藏的财宝。因为知识和智慧的财宝只会让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拥有。

之后是关于脱离淫妇的警告。智慧将救你脱离她，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很多女人都知

道，男人很喜欢听奉承话。「喔，你好强壮，帮我开这个罐子好吗？喔，你好强壮等

等。」你知道吗？男人就是爱听这个。

不幸的是，我们的太太总是诚实地对我们说话。她们常常很直接地说：「有时候我觉得你

很笨，你怎么做这种蠢事呢？」然后，陌生人用谄媚的话说：「你好聪明啊！天啊，你从

那儿学的呢？我从来没见过跟你一样聪明的人。」多少男人中过这样的诡计。这里的警告

就是针对油嘴滑舌的淫妇来讲的。要大家小心她们。

圣经说她们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离开了配偶。现在她在寻找猎物，寻求保

障。她油嘴滑舌地来了。因为她的油嘴滑舌，连像参孙那样强壮的人，也可以引诱成为可

怜人，像面团一样任人欺压。

这里只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警示：「小心那些油嘴滑舌的女孩。她们会扭曲你的判断。她

们的路是死亡的路。你若进她们的房子就再也出不来。她们的路通向毁灭。」

因此父亲警告他的儿子。我们需要警告，不要愚蠢地听信油嘴滑舌的人，而离弃幼年的配

偶，忘记神的盟约。「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箴言第三章

第三章接着说：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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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安，加给你。（箴言 3：1－2）

这里，先看到三样东西。之后，我们将看到了一些组句。作者先给你一句话，然后告诉你

这话的结果。如果谨守神的诫命，祂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接下来

的陈述是：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箴言 3：3）

注意，是慈爱和诚实。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箴言 3：4）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把慈爱和诚实的律刻在心版上的结果。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箴言

3：5－6）

其结果是：

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6）

「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人们常问这个问题。有三个步骤：首先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第

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第三，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祂。结果呢？祂必指引你

的路。

接下来劝勉的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 3：7）

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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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箴言 3：8）

你会健康。重点是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接下来的劝勉是：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箴言 3：9）

结果是：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醡，（箴言 3：10）

就是酒醡。

有新酒盈溢。（箴言 3：10）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不是指十戒，或摩西颁布的律法，而是讲到神的基本原则。我们也

谈到自然规律，或者磁学规律，地心引力，电学定律，以及大自然中各式各样规律。它们

就在那儿。

我们研究它们，并能找出相关公式。我们晓得它们在起作用。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它们为

什么管用，但我们就是知道它们在起用。我们知道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因此它们管用。其

中有因果关系。

同样的，在灵界也有神所设立的基本规律，有因果关系。和我们周遭自然界中运行的律一

样。神有一条关于奉献规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实在怎样运行，但是它就是管用。正如说

我不用了解电怎么运行，就可以享受电所带来的好处。同样，我不须要了解奉献规律如何

运行，也可享受奉献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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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神的律说：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箴言 3：9）

我相信初熟的果子是属于神的。我得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属于神的。如果我卖了一块地，赚

到了钱，这初熟的果子就要奉献给神。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这一神的律在圣经很多地

方有表述与例证。

玛拉基书中说道：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

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

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 3：8，10）

神挑战你们来试验这个律，耶稣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

怀里。」（路加福音 6：38）

使徒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哥林多后书 9：6）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

你们。」（马太福音 7：2）

我不能解释它怎么起作用的，只能向你保证它确实管用。神看重遵守奉献之律的人。因此

所罗门勉励他的儿子：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箴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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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会怎样呢？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箴言 3：10）

接下来的劝勉是：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祂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祂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言 3：11－12）

在希伯来书中，这样引用这句箴言：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希伯来书 12：5）

接着说：

「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 12：6）

如果你有恶行却不被神管教，那最好要小心。因为凡是神的儿女，祂都会管教。

我们往往在做明知是错误的事情时被逮个正着。而我们却对神不悦，心想：「为什么他们

做了不受罚，而我做了却受罚？这不公平。」如果你做了却不受罚，就危险了。这表示你

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只管教祂的儿子。

因此，神在我生命中的管教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这至少证明我是祂

的儿子。祂不会不管我。父神，谢谢你。所以，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祂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

〔或作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箴言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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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我们真想能得着智慧，明白神和祂的旨意，以及生命的本质。

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全是平安。（箴言 3：16－17）

原来，神丰富的祝福都是从智慧和知识来的。

她与持守她的作生命树。持定她的俱各有福。（箴言 3：18）

这一切，我们都认为是重要的事：喜悦，平安，生命，快乐。得着智慧和知识的人就能得

到这一切。之后，作者高举智慧并说明它的效益和结果：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

智慧和谋略。不可使祂离开你的眼目。这样，祂必作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你就坦然行

路，不至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

遭毁灭，也不要恐惧。（箴言 3：19－25）

当审判日来到，惊恐来临时，你无须惧怕。你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祂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箴言 3：26）

大灾难日临到恶人时，我们无需惧怕。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箴言 3：27）

在新约里也说：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 4：17）

你有能力行善却不去做，所犯的罪就如同故意犯罪一般，不能行善的罪和行恶一样，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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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就是怠慢不行善。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罢，明天再来，我必给你。」（箴言 3：28）

换句话说，不要拒绝他。

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箴言 3：29－30）

不要兴起争端，自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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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人为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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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3：31－34）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各书 4：10）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福音 23：12）

这些都在表达同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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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3：34－35）

箴言第四章

作者接着对他儿子说：

众子阿，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

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箴言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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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罗门说的是他父亲大卫和他的母亲巴士巴。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箴言 4：3－4）

这里的父亲应该是指大卫。

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

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她，她就

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或作用你一切所得

的去换聪明〕。」（箴言 4：4－7）

有些人有很多知识，却是愚昧人。他们没有智慧，不会运用他们的知识。如果必须在知识

和智慧当中作选择，最好选智慧。就像母亲告诉她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受教育，你最好

学会动脑筋。」

智慧确实优于知识，因为没有智慧，知识可能成为危害。知识可以毁灭。智慧则是关键，

它实际上是知识的正确应用，让人知道如何应用所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智慧。

大卫对所罗门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就是要

得着智慧的心；要得着充满智慧的心。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关于智慧，作者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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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箴言 4：8－10）

所罗门似乎又在这里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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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

为她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

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 4：10－18）

这里有一个对比。恶人在暗中行走，若不行恶就不能睡觉。与此相对，义人的路好像黎明

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真是美极了。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甚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侧耳听我的话

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

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 4：19－23）

我想，这里是关键所在。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圣经谈到人的灵魂，情感和意识，也谈到

人的心。这属于更深层次。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 12：34）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马太福音 5：11）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而心里的事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事。心就是人的意志中

心。在经文中，头脑里的信和心里的信是有分别的。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你心里相信的影响你的生活方式，头脑里的信则可能无迹而终，不影响到生活。但是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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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深深扎根心里时，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必须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

效，都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原文作皮〕当向前

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箴

言 4：24－27）

箴言第五章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

（箴言 5：1－2）

现在，作者要警告他儿子小心淫妇。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茵蔯，（箴言 5：3－4）

虽然她的嘴滴下蜂蜜，又甜又蜜，最后却苦若茵蔯。虽然她的口比油更滑，最后却——

快如两刃的刀。（箴言 5：4）

可将你切成片。

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箴言 5：5）

事实上，这里作者讲的是妓女，犯奸淫的妇人，淫妇。

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她远，不可就近她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

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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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悲叹，（箴言 5：6－11）

那样，你可能会得性病。

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箴言 5：12）

我怎么干这种蠢事？我为什么要做呢？但这不能免于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责：

「我不听从师傅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箴言 5：13）

你呼求：「为什么我不听从老师的话？为什么我不听从那些教训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箴言

5：14－15）

换句话说，要享受跟你自己妻子的婚姻关系。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不

要去找外面的水。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箴言 5：16）

这样，就不至随便追逐街上的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纯净。

惟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

的麀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箴言

5：17－19）

圣经多次谈到婚姻里的爱情之美和婚姻关系的美好。是神设立了婚姻。开始时，神造男造

女。并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么。既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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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 19：

5－6）

神造我们的时候，先造了我们的身体。透彻地了解圣经教训时，就会知道：真正的你不是

身体，而是住在你身体里面的灵。但我的灵住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身体却有特殊的喜好，

特殊的欲望，特殊的需要。

我的身体里有特殊荷尔蒙和化学机制在工作。借着腺体，传送讯号给我的大脑，并且保持

我的身体平衡。

如果我在教会跑步，就会燃烧很多氧气。所谓氧气的燃烧，是指血液带着氧气到身体内的

很多细胞处，它们在燃烧氧气。比如肌肉细胞等就会燃烧氧气。

燃烧的副产品是二氧化碳。我的血管内的二氧化碳增加到一个程度，就会送一个讯号给大

脑，说：「血液里的二氧化碳太多了，你须要去除一些，并需要一些新鲜的氧气。」

然后，我的大脑对这些身体内的监视器传来的化学讯息做出反应，发命令给肺部，要它开

始压缩；又发命令给心脏：「心开始工作，和肺一样开始压缩。」

这样，我就开始喘气，心跳也加速。如此一来，我排除二氧化碳，废气，并吸进新鲜的氧

气，以供应我的整个身体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内环境调节。它保持我体内平衡。

如果我的体内水份太少，大脑就会接到一个信号：「你须要多一点水。」它就告诉我的喉

咙，它就发干。噢，我实在要喝水了。我一直在出汗，我体内的湿度已经降到危险的程

度。身体的化学反应就会是：我口渴了。

神创造了这些神奇的系统。如果祂没有创造这些小系统，跑来跑去时，你就会跌倒，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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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死亡。额外的二氧化碳留在血液里，却没有所需的氧气，很快会昏迷不醒。

那样，你不可能跑太远，跑一段路就会昏倒。但是神把这些平衡和动力机制放进了里头。

有空气驱动机制、口渴驱动机制。当然，我们的细胞还需要其他能源。所以你会肚子饿。

有时候系统会混乱，比如我知道自己实在不须要吃这么多。但是我必须吃饭，这是为了让

系统持续运作。

神要人类遍布全球。因此神在人体里造了生殖器官。并且造了强烈的性欲，强烈的性冲

动。祂使这一经验令人兴奋而愉悦，好让孩子们生出来。

否则的话，人类可能几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觉得去钓鱼比较让人喜悦。因而，

这是神创造的机制，主要的目的是要人类能遍满全地。

所以神定意：这些机制要在婚约里达成。其中，两个异性在神面前立约，表明爱对方，尊

重对方，珍惜对方直到生命的尽头。因为神知道，这个关系里生下的孩子要有安全感，要

有充满强烈的喜乐和爱的稳定家庭，而不是分裂的社会。

因此，整件事都已由神计画好。它是神计画的一部份。它的作用并不邪恶，绝对美丽而令

人想往。神创造了它好让它成为丈夫和妻子合一的最深表现。两人合而为一，结合为一

体。神甚至还把这美妙的经验属灵化，将它喻为基督与教会的最深的爱和合一。

如果把它从神造的环境拿出去，原本是美丽而有意义的、荣耀的东西就变成了有罪的东

西。失去了它的意义，扭曲了它的用途，陷入了错误，充满了罪恶感。所有负面的结果随

之而来，变成相反的东西。

因此，神在这里说，当然这里是所罗门在对他的儿子说话。他谈到关于神赐予的美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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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命的泉源。他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她的爱情使你

常常恋慕。」

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箴言 5：20）

这里是决定性的论点：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祂也修平人一切的路。（箴言 5：21）

神在看你。你不要暗中去做。不能借着黑暗的掩护去做。「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

眼前。祂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他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呢？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

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箴言 5：22－23）

纯粹是父亲给儿子又好又圣洁的忠告。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好又直接的忠告。

让我们来祷告。

父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会珍惜智慧。让我们寻求它如珍宝。主啊，让我们恨恶邪恶，让

我们在生活里不要宽容罪，给它留地步。让我们逃避它，好行在主你的路上，真理的路

上，公义的路上。主啊，帮助我们，听从你的训诲，你的律例，你的诫命。奉主耶稣的

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