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的探索



我們想知道、學校卻不教的事？

愛的關係、如何相處？ Relationship 

處世智慧、怎麼選擇？ Wisdom 

生命意義、為何而活？ Life 



資訊信息、Information



『資訊信息』的接受

篩選、Filter 

辨認、Verify 

省思、Reflect 

回應、Respond



知識學識、Knowledge



『學識』的裝備

學習、Learning 

實習、Applying 

試驗、Testing 

探索、Exploring 

研究、Researching



學校畢業之後

『文憑不過是一張車票， 
研究所是高鐵，大學是特快車， 
專科是普通車，高中是站票， 
到站後，大家都要下車找工作， 

這時才發現⋯ 

老闆不太關心你是怎麼來的， 
只關心你會做什麼⋯？』 

 
— 香港首富 李嘉誠 (2011)



授之以魚？授之以漁？



智力智能、Intelligence



『智能』的裝備、對己

閱讀能力、Reading 

吸收能力、Learning 

反思能力、Reflecting 

進步能力、Improving



『智能』的裝備、對事

組織能力、Organizing 

分析能力、Analyzing 

歸納能力、Induction 

推理能力、Deduction



『智能』的裝備、對人

配搭能力、Team Working 

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記載能力、Documentation 

穩定能力、Emotional Quotient



鐵飯碗？



智慧、Wisdom



路加福音：十二16-19

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自己心裡思想說、 
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  

又說、我要這麼辦． 
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 
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 
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喫喝快樂罷。 



世人眼中成功的財主？

他是一個殷勤工作、從事生產的人 
Hard working and Productive 

他是一個善於籌劃、勤儉理財的人 
Good at planning and Thrifty 

他是一個事業成功、重視心靈的人
Successful and Spiritual



路加福音：十二20-21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豫備的、要歸誰呢。  

凡為自己積財、 
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神眼中愚昧的財主？

他不知道真正的『善惡對錯』 
沒有正確的『是非觀』  

他不知道真正的『輕重順序』 
沒有正確的『價值觀』 

他不知道真正的『生命意義』 
沒有正確的『人生觀』



智慧、Wisdom

是非觀

價值觀 人生觀

智慧



是非觀

“Do the right thing…”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道德觀』 

是指人們對一切『是非善惡』、 
『Right、Wrong、Good,、Evil』 的看法



是非觀

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創世記：三5）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 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羅馬書︰七18-19）



價值觀

“Price” 、”Worth” 

“值不值得、Worthy or not… ？ ” 

『價值觀、Value』 

是指人們對一切事物 
『輕重權衡』、『優先順序』、 

『利害得失』的看法



價值觀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哥林多前書︰六12） 

人一切的勞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 
有甚麼益處呢⋯？ 
（傳道書︰一3）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馬可福音：八36）



價值觀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 Steve Jobs



人生觀

我們從那裡來， 
我們要往那裡去⋯？ 

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一個人的人生， 
是否要受到別人的 
『認可、Recognition』 
才是有意義的⋯？



人生觀

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喫喫喝喝罷， 
因為明天要死了⋯。 

（哥林多前書：十五32）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 
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What is Good and Worthwhile？ 

（傳道書︰二3）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The question of life’s 
purpose is 

meaningless... 

Unless  
you assume a God.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 1872-1970 
1950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從神來的智慧



從神來的智慧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賜給他⋯。 

（雅各書：一5-6）



從神來的『是非觀』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 
以暗為光、以光為暗， 

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以賽亞書：五20） 

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馬書：三23）



從神來的『是非觀』

祂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彼得前書︰二24）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馬書︰五1）



從神來的『是非觀』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豫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三16-17）



從神來的『是非觀』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羅馬書︰七18-25）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拉太書︰五1）



從神來的『價值觀』

世人行動實係幻影， 
他們忙亂、真是枉然， 

積蓄財寶、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主阿、如今我等甚麼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詩篇：三十九6-7）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 

（約翰壹書：二15-17）



從神來的『人生觀』

你們是世上的鹽、 
你們是世上的光⋯。 
（馬太福音：五13-14） 

大衛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使徒行傳︰十三36）



從神來的『人生觀』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詩篇：九十9-10） 

你們的勞苦在主裡不是徒然的⋯。 
（哥林多前書︰十五58）



智慧的根源



Information

Knowledge

Wisdom

Intelligence

資訊、信息

知識、學識

智慧

智力、智能



智慧的根源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Wisdom begins with respect for the Lord,  
and understanding begins  

with knowing the Holy One. 
 

（箴言：九10, NCV）



智慧的根源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His good, perfect, and pleasing will. 
 
 

（羅馬書：十二2）



豐盛、永恆的生命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十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