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靠順服的生命
詩篇127：1－5



Palo Alto, $ 3.3 Mil

The Bahamas, $ 16.4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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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
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2你們清晨
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
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3兒女是耶和華所

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4少年時所生的兒
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5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
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詩127）

詩篇第一二七篇



1. 神執行－－建造經營合神心意 1
2. 神保護－－生命氣息蒙神保守 2
3. 神祝福－－基業傳承得神祝福 3－5

大綱



27神真的住在地上嗎？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能容納你，何況我建造的這殿呢？ 28然而

耶和華我的 神啊，求你垂顧你僕人的禱告和懇求，垂聽你僕人今天在你面前所作的呼籲
和禱告。 29願你的眼睛晝夜看顧這殿，看顧你所說：我的名要留在那裡的地方。願你垂聽
你僕人向這地方所發的禱告。（王上8）



5在基遍，耶和華晚上在夢中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想要什麼，只
管向我求。」

6所羅門說：……9求你賜我智慧治理你的子民，並能辨別是非；不然，我
又怎能治理你這眾多的子民呢？」

10主喜悅所羅門的祈求， 11對他說：「既然你不為自己求壽、求財富，也
不求滅絕仇敵，只求有智慧治理我的子民， 12 我必應允你，賜給你空前
絕後的智慧和悟性。 13你沒有求富貴和尊榮，但我會一併賜給你，使你
有生之年在列王中無人能比。 14你若像你父親大衛一樣遵行我的道，遵
守我的律例和誡命，我必使你長壽。」。（王上3）

所羅門求智慧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1. 建造經營合神心意



矽谷夢

有土斯有財





有效利他主義

羅賓漢式哲學



奧理略：第二世紀羅馬皇帝和斯多葛學派哲學
家，著有《沉思錄》：『那些曾經赫赫有名的
人物都到哪裡去了，他們像一縷青煙消失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9%E6%80%9D%E5%B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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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127）

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太15：13）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
憐憫的神。（羅9：16）

不在神以外



身陷囹圄 官司纏身



Palo Alto, $ 3.3 Mil

The Bahamas, $ 16.4 Mil

歸還債權人

可能受牽連



1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並一切所願意建造的都完畢了，2耶
和華就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如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樣，3對他
說：你向我所禱告祈求的，我都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
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
裡。（王上9）

神的應允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
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

2. 生命氣息蒙神保守

It is vain for you to rise up early, to sit up late, 
to eat the bread of sorrows: for so he giveth 
his beloved sleep. 悲傷的餅



A.流汗→ 滿足肉身的物質需要的工作方式

i. 流汗才得到：代表辛苦

ii. 流汗去得到：代表汲汲經營

B. 流淚→ 對滿足肉身的物質需要的心情
i. 流淚才得到：表達生活的艱辛
ii. 流淚去得到：表達付出的價太高

食物→物質生活方式

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
又多量出眼淚給他們喝。



食物→生活上的物質壓力



A.安然睡覺→心境平和

i. 安全穩妥
ii. 無憂無慮

iii.完全交託

B. 輾轉反側→ 內心掙扎
i. 事與願違
ii. 工作壓力
iii. 人際關係摩擦

睡眠→精神生活方式



中年睡眠危機→mid-life crisis?

照顧幼小兒女 工作生活方式



憂心忡忡→醉生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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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
「痛飲狂歌空度日」
「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太6：11）

25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
體憂慮穿什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26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太 6）

食物→滿足身體的需要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
處一天當就夠了。（太 6：34）

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29……。30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 11）

7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 5：7）

7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8我必安然躺
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詩4）

睡眠→滿足精神的需要



3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
賜。
4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5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
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3. 基業傳承得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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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蓄勢待發

1.箭頭

2.箭桿

3.箭翅 4.箭尾凹槽



品格塑造→訓練兒女成為有用的器皿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

至聖者便是聰明。（箴11：2）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
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2：21）



處世哲學→教導兒女處世哲學

筆直羽

螺旋羽

（林前16： 13 ）



處世哲學→教導兒女對世界的態度

耳 喉

活在世界上→以世界為著力點，卻不屬這世界
（約17：15－16，來11：16）



靈命塑造→教導兒女愛神愛人

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

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

了。」。（可12：29－31）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
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護子心切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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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為高考



三個真理

1. 神計畫的神執行看顧

→經營建造合神心意，好處不在神之外

2. 神心愛的神保守珍視

→需要蒙神日日賜下，完全交託高枕無憂

3. 神恩賜的神加添祝福

→兒女蒙福產業加增，引導成為神的器皿



結語

16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2我的心哪，你曾對
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3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4以別

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
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5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
守。6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
美好。（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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