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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世間，不能夠沒有愛，但是愛當以「真理理」來來做界線。 

我們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人與⼈人之間都跟「愛」的連結有很⼤大的關係。 

有很多的痛苦，也來來⾃自於愛。 

到底「愛」對在哪裡？⼜又錯在哪裡？ 

感謝主，讓我們因著聖經，能夠有⼀一個清楚的界線， 

原來來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理。 

在真理理當中、在愛的規範裡⾯面去愛，這個愛才是蒙福的， 

超越這個界限，⼈人的愛帶來來的是傷害。 

 

⼆二、「學校的教育」跟「宗教教育」的差別 

所謂「愛」與「尊重」，尊重當然不是為了了尊重⼈人，⽽而是我們要尊敬神。 

因此我們要先來來談「學校的教育」跟「宗教教育」的差別，到底哪裡不⼀一樣？ 

倘若若這兩兩種教育的體系，所教的東⻄西是⼀一樣的，那教會何必要推動宗教教育？ 

其實教會的「宗教教育」和「學校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的宗教教育所強調的是「宗教」這兩兩個字，跟屬世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1. 學校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教育 

屬世的教育，它是「以⼈人為本」的教育模式，它強調⼈人怎麼去管理理⼈人； 

它強調如何進⾏行行對⼈人的輔導，學校教育所引導的是⼀一種「尊重⼈人權」的部分， 

所以學校教育裡⾯面常常提到：我們要學習「尊重我們的孩⼦子」。 

如果這個尊重沒有建立在「尊重神」的基礎上⾯面，這種教育走到後⾯面會產⽣生許多怪現象。 

過去強調的「愛的教育」，現在卻看⾒見見很多⼈人「不會愛」， 

因為很多⼈人是「溺愛、寵愛、偏愛」，愛的教育變成了了縱容的愛。 

整個屬世的教育，沒有強調「以神為主軸」的前題， 

他們強調的是「尊重⼈人」，強調的是「⼈人權」的觀念念， 

難怪現在的孩⼦子「⾃自我中⼼心」的觀念念非常重。 

⼈人若若⼼心中沒有神，他眼⽬目中就沒有⼈人，這就是我們在教會體系下所看⾒見見的現象。 

     

 2. 宗教教育是「以神為本」的教育 

宗教教育強調的是「宗教」兩兩個字，也就是「以神為本」的教育模式， 

它強調神怎麼治理理，強調聖靈怎麼輔導；它強調的是「神的神權」在教會裡是如何？ 

若若⼀一個孩⼦子從⼩小就有敬畏神的⼼心，這種尊重就是不是虛偽的； 

他雖然沒有看⾒見見神，但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上⾯面的神都知道！」 



他能夠懼怕那個看不到的神，⾃自然他能夠尊重他所看得⾒見見的⼈人。 

因此我們宗教教育，強調的是我們怎麼去尊重神，教會所有的內容跟導向全部都指向神。 

 

你們作⽗親的，不要惹兒⼥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六 4) 

 

我們要怎樣教育孩⼦子呢？ 

聖經要我們按照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如果他們從⼩小就認識神，他們將來來的發展就是健全的。 

因為神他都能夠尊重了了，他將來來更更能夠來來孝敬他的⽗父⺟母親。 

 

三、什什麼是「教育」？     

教會教育、宗教教育，到底那是什什麼樣的「教育」？ 

在教會裡，教員所扮演的⾓角⾊色是什什麼？ 

教會的長執、傳道在信徒的眼中，⼜又是扮演什什麼樣的⾓角⾊色？ 

為⼈人⽗父⺟母的在家庭裡，是扮演什什麼樣的⾓角⾊色？ 

雖然我們都知道我們是扮演「教育」的⾓角⾊色。 

那到底什什麼是教育？ 

有⼀一次，聽到⼀一個老師分享，我非常的認同， 

他說：「教育就是⽤用這⼀一代的⽣生命，去影響下⼀一代的⽣生命。」 

今天教會裡推動的宗教教育，其實就是⽤用我們⼈人⽣生的經驗、⽤用聖經的教訓、 

彰顯出來來的⼀一種表現，要我們⾝身體⼒力力⾏行行去影響下⼀一個⽣生命。 

所以「宗教教育」和「學校教育」有截然⼤大的不同。 

教會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到會堂裡⾯面來來參參加安息⽇日聚會。 

雖然我們強調「宗教教育」非常重要，但卻發現有些教員，平⽇日教員都沒有參參加晚間聚會。 

好不容易易到了了安息聖⽇日，⼜又不能參參加安息聖⽇日聚會，就安排他去上課， 

試問他長時間沒有聚會，那他的觀念念要從哪裡來來呢？ 

到底他所教的是宗教裡⾯面的東⻄西，還是個⼈人⽣生活的東⻄西？ 

他所教育的是真理理所散發的價值觀念念，還是個⼈人⽣生活裡⾯面所經歷的⽣生活體驗呢？ 

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四、學習敬畏神 

宗教教育講「學習敬畏神」，可⾒見見「敬畏神」是必須經過「學習」的， 

沒有⼈人天⽣生就會敬畏神，若若今天我們不認識神，我們就永遠不會敬畏神！ 

⼈人⼀一出⽣生就學會怎麼吸奶、學會怎麼走路路，然後才學讀書、學做⼈人、學技術， 

在我們⼀一⽣生中每天都在學習。 

從出⽣生直到離世的過程中，我們學會很多的東⻄西，有些好的、有些不好的； 



有些是有幫助的；有的學了了你永遠也⽤用不到的。 

在這麼多要學的東⻄西裡，只有⼀一樣我們學了了，可以讓我們⼀一⽣生得福氣，甚⾄至可以得永⽣生， 

所以這個學習課題是很重要的。 

所羅⾨門王他是個智慧的國王，神給他的智慧是無⼈人能超越的，神也賞賜他許多的榮華富貴， 

所以他的⼀一⽣生當中要什什麼有什什麼！ 

他在晚年年的時候寫了了』傳道書」，是他抱著非常感慨的⼼心情寫下的。 

傳道書⼀一開始，就提到虛空的虛空，所以整個傳道書，就是引導我們認識⽣生命的真相。 

所羅⾨門王擁有的是世上⼀一切的權勢、智慧、享受，然⽽而他走到⼈人⽣生 後，他卻說：「都是虛

空！」 

這是他引導我們的路路線，也是整篇傳道書的結論。 

我們⼀一⽣生可以學的東⻄西很多，但 重要的學⼀一樣就夠了了。 

 

這些事都已聽⾒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所當盡的本分。因為⼈所做

的事，連⼀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 13-14) 

 

所以所羅⾨門寫傳道書到 後的結論，就是「敬畏神」。 

因此，我們敬拜神，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學習敬畏神」。 

為什什麼所羅⾨門王他會寫傳道書？ 

這跟他晚年年的遭遇有很⼤大的關係，所羅⾨門到了了年年老的時候，⼈人就糊塗了了， 

他娶了了外邦的公主，這些公主就誘惑他的⼼心，他 後也隨從她們去拜別的神， 

聖經中提到：神向他顯現兩兩次，來來挽回所羅⾨門的⼼心，但是所羅⾨門都沒有遵⾏行行神的話。 

因此，神就把他的王國賞賜給他的⾂臣⼦子。 

所以整個以⾊色列列的歷史，到了了他的下⼀一代羅波安繼位的時候，就分裂成南、北朝。 

傳道書是所羅⾨門⽤用他⼀一⽣生中的經驗，所換取的⼀一個領悟； 

⽤用他慘痛的經驗，在⼈人⽣生中提出了了教訓，引導後⼈人要敬畏神，這是我們 終也是 重要的結

論。 

宗教所引導我們的是「以終為始」的信仰； 

以我們⼈人⽣生的終局，來來反推我們⼈人⽣生應該怎麼追求、怎麼⽣生活。 

我總覺得「聖經」裡⾯面的內容，是⼀一個「⼈人⽣生總結的答案」。 

從⼩小⽗父⺟母親就導我們要敬畏神，這種經驗是經過無數的考驗、經歷， 

使我們體會到敬畏神，是我們真正⼈人⽣生的⽬目標。 

所以我們⽗父⺟母親在年年老時常常提到：「信仰 重要！」、 

「不管你到哪個地⽅方⼀一定要親近教會！」、「⼀一定要禱告！」。 

對從⼩小在教會裡長⼤大的孩⼦子，他們是否認為「敬畏神」就是「答案」？ 

所以，他們好像必須經歷⼀一些所謂的「抗拒」。 

當我們發現⼈人⽣生中有許多的⽭矛盾；在掙扎中、在神給我們的經歷當中， 



我們才會驚覺「原來來」！ 

原來來⼈人的總意是應該敬畏神； 

原來來⼈人也會老； 

原來來⼈人有⼀一天也會死； 

原來來我們將來來在神⾯面前，都要站在審判台來來⾯面對神。 

我們似乎在⼈人⽣生中經歷過許多的挫折、苦難後，我們才會有所覺悟、 

才會有⼀一番體會、才知道原來來！ 

這就是⼀一個⼈人信仰成熟的過程。 

 

少年⼈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使你的⼼歡暢，⾏你⼼所願⾏的，看你眼所

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切的事，神必審問你。(傳⼗⼀ 9-10)  

 

所羅⾨門提醒我們，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惡； 

因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年之時，都是虛空的。 

不管你是不是對聖經的答案有相當⼤大的認同，然⽽而所羅⾨門說的話，都要成為我們的鑑戒。 

或許有老⼀一輩的弟兄姊妹、⽗父⺟母親曾告訴我們：信仰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現在的青年年來來說，他們卻不當⼀一回事。 

但是，當我們⼈人⽣生閱歷多的時候，我們會感同⾝身受。 

所以所羅⾨門才提醒我們，你在幼年年時當快樂，但是你⼼心所願的、眼所看的，卻要知道這⼀一切

將來來在神⾯面前都要受審問！ 

可⾒見見⼈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年之時，也都是虛空的， 

因此學習敬畏神這個課題，是我們⼀一輩⼦子所要注重的部分。 

 

五、信仰要傳承 

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的事，⼜免得你⼀⽣、這事離開你

的⼼；總要傳給你的⼦⼦孫孫。你在何烈⼭站在耶和華你神⾯前的那⽇，耶和華對我說：「你

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們聽⾒我的話，使他們存活在世的⽇⼦，可以學習敬畏我，⼜可以

教訓兒⼥這樣⾏。」(申四 9-10) 

 

在「申命記」中常常重複這段話。 

摩⻄西特別提醒眾⼈人說：「你們要殷勤勤你的⼼心，不要忘記過去你所遭遇的事情」。 

神⼀一向對錯分明。 

百姓做錯事，神就施⾏行行管教降下瘟疫，其他⼈人也因此能有所警愓。 

因此摩⻄西提醒⼀一姓說：你們不要忘記這些事情，免得你⼀一⽣生當中離棄了了神。 

所以我們學習敬畏神，就是要從我們的上⼀一代。 

當然要「學習」，就要有「對象」， 



因此要傳給⼦子⼦子孫孫，這樣他們才可以學習敬畏神。 

因此做⽗父⺟母親的，有很多神給我們的功課，就是讓我們學教訓、學管教， 

⽤用我們的經歷去慢慢去體會神、敬畏神，這種經驗要傳承，並且⼀一定要告訴下⼀一代。 

聖經說：兒女是神所賜的產業； 

是神把產業託付給我們管理理，因此將來來我們要在神⾯面前交帳。 

當我們在審判交帳的那⼀一刻，神不會問你：「你把孩⼦子教育到什什麼程度？」 

神也不會問你：「讓孩⼦子學了了多少的樂器？」， 

神更更不會問你：「讓孩⼦子做到什什麼樣的地位？」。 

神會問你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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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六 8) 

 

神會問你哪三件事？ 

第⼀一：「你有教你的孩⼦子公義嗎？」 

第⼆二：「你有教你的孩⼦子憐憫之⼼心嗎？」 

第三：「你有教你的孩⼦子謙卑卑的⼼心嗎？」 

在信仰上，神還要問你第四件事，是什什麼事呢？ 

 

以⾊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他的

道，愛他，盡⼼盡性事奉他。(申⼗ 12) 

 

這裡特別提到四樣神所要的事，這是神對我們的期待。 

第⼀一件事，神會問：「你有教你的孩⼦子來來敬畏我嗎？」 

第⼆二件事，神會問：「你有教他遵⾏行行我的道嗎？」 

第三件事，神會問：「你有教他怎麼來來愛我嗎？」 

第四件事，神會問：「你有教孩⼦子盡⼼心、盡性來來事奉我嗎？」 

這才是神所要的。 

 

在教育上，我們的⾓角度似乎比較偏向屬世， 

我們會認同現今是競爭的時代，因此我們要讓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我們會強調在「屬世」的起跑點時不要失落落， 

然⽽而在「屬靈」的宗教教育裡，我們有沒有強調，他的起跑點有沒有失落落呢？ 

我們懇求主賜給我們智慧，讓我們能夠⽤用神對我們的期待，來來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讓我們⼀一起來來「學習敬畏神」。 

 



六、為什什麼要「敬畏神」？ 

其實，「敬畏」這兩兩個字可以拆開來來說。 

「敬」：它是⼀一種「以神為尊」的意思。 

是出⾃自於內⼼心，真誠來來尊敬神，因為愛神，所以尊敬神。 

 

「畏」：它是⼀一種對神的公義，還有聖潔感到畏懼的⼼心。 

所以在神⾯面前，我們會懼怕我們的⼼心是不是不純正？ 

因為神是鑒察⼈人⼼心的神，祂知道我們的⼼心思、知道我們的意念念， 

⼤大衛的詩篇也提醒我們：神是全知的神。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切所⾏的。耶和華啊，我⾆頭上的話，你沒有⼀

句不知道的。(詩百卅九 1-4 節) 

 

要讓我們的孩⼦子從⼩小就認識這位神，知道祂是無所不知的神，我們在想什什麼？神都知道。 

我們做過的事情？神也都知道；我們說過什什麼話？神全部都知道。 

祂知道我們的過去、知道我們的現在，祂也能夠掌握我們的未來來。 

所以要從孩⼦子⼩小時，就認識這位神，他就知道他該如何在神⾯面前來來畏懼神。 

為什什麼我們為什什麼要尊敬神呢？ 

因為祂是偉⼤大的神！ 

祂是創造宇宙主宰的真神！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有許多⼩小男⽣生、⼩小女⽣生，看⾒見見⾃自⼰己所愛的偶像，都這麼樣的尊敬。 

如果偶像團體從國外來來了了，他們會到機場接機並要求簽名照， 

甚⾄至有的前⼀一天就開始搭帳棚！ 

這⼀一個⼈人只因為你尊敬他，你就這樣的去付出，更更何況是創造宇宙主宰的真神呢？ 

在教會裡，很少有⼈人會為了了搶前⾯面的位⼦子，前⼀一天就開始搭帳棚， 

然後再說：「傳道，我搶到第⼀一個位置了了！我很早就來來排隊啦！」這是不可能的。 

⽽而偶像明星只是我們看⾒見見，短時間崇拜的⼀一個對象，你卻願意花那麼多的時間， 

那我們對神的尊重在哪裡呢？ 

對這麼偉⼤大的神，我們卻不尊敬祂。 

反⽽而尊重這些跟我們⼀一樣，帶著⾁肉體軟弱的⼈人， 

然⽽而這些明星、影星、歌星，很多都是非常淫亂的⼈人，有⼈人卻景仰他們、尊敬他們， 

這不就是對神的⼀一種侮侮辱嗎？ 

 

1.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 

我們講「犯罪」，不只是我們「道德上的罪」，我們常常犯了了「宗教裡⾯面的罪」。 



就是「不以神為神來來敬拜神」， 

這就好像⽗父⺟母親從⼩小養育長⼤大的孩⼦子，長⼤大之後卻翻臉不認⽗父⺟母親，這是犯了了遺棄罪？ 

我們在教會裡也常發⽣生這種情形，因為我們不以神為神來來敬拜神。 

我們為什什麼要「尊敬神」呢？ 

因為尊重神的⼈人，神也尊重他。 

 

因此，耶和華以⾊列的神說：「我曾說，你和你⽗家必永遠⾏在我⾯前；現在我卻說，決不容

你們這樣⾏。因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上⼆ 30) 

 

為什什麼我們要尊重神？ 

因為我們尊重神，神就看重我們。 

若若今天我們不尊重神，神就不看顧我們的需要。 

以利利的教育失敗，因此神特別責備他：「為什什麼你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我呢？」 

因為這樣，神就不再尊重他的家族，因為這兩兩個兒⼦子是個惡惡⼈人，神就把咒詛臨臨到這家族裡。 

以利利的家庭在神⾯面前受咒詛，是因為他對兒女的尊重勝過了了神。 

那我們今天對孩⼦子的教育，有沒有尊重孩⼦子過於神呢？ 

我們有沒有強調「神本」的教育呢？ 

我們到底是要注重孩⼦子的教育發展，還是他信仰的本質呢？ 

許多⽗父⺟母對成功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有的⽗父⺟母想：我把孩⼦子教育到比我還優秀，在社會上有經濟地位，這就是成功， 

那我們就是成功的⽗父⺟母親。 

有⼀一些⽗父⺟母卻不這麼認為：他們所看重的是孩⼦子的信仰。 

他們認為，如果孩⼦子能走在主的路路上，將來來就能在主內聯聯婚，他們就是教育孩⼦子成功了了！ 

因為他的孩⼦子還保守在神的愛裡。 

其實，在很多的事上可證明，我們看重什什麼，我們就得什什麼！ 

  

2.遵命令的⼈人有福 

猛然間發現，現今社會好像已經不是兒女孝順⽗父⺟母的時代了了， 

我們所看⾒見見的是：⽗父⺟母親孝順兒女的時代。 

因此，我們要從⼩小教育孩⼦子，懂得尊敬⽗父⺟母親。聖經裡也特別提到： 

 

要孝敬⽗母，使你得福，在世⾧壽，這是第⼀條帶應許的誡命。(弗六 2) 

 

這點非常重要，就是讓⼦子女學習尊重我們，不是讓他從⼩小就爬在我們的頭上。 

如果我們的孩⼦子都不懂得尊敬⽗父⺟母，他⼜又怎麼會尊重那位，我們看不到的神呢？ 

 



在⽩髮的⼈⾯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利⼗九 32) 

 

我們注意看前後的順序，⾸首先說：先尊敬老⼈人，再來來說：敬畏神。 

我想這是神刻意的安排，原本很短的字眼，到 後才說我是神，好像神特別「簽名」⼀一樣。 

那如何看⼀一個孩⼦子，到底是不是敬畏神呢？ 

從他對⽗父⺟母親的態度就可以知道。 

若若這孩⼦子不懂得孝順⽗父⺟母，我們就很難教育他說：你要敬畏神。 

聖經上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行的道」，為了了讓孩⼦子將來來能夠得到神更更多的祝福， 

我們在孩⼦子年年幼的時候，就要在宗教教育上為他打下根基。 

以耶穌來來說，孩童就是指 12 歲，所以 12 歲以前，給他的東⻄西要非常的清楚。 

你要告訴他：「你是孩⼦子，我是⽗父⺟母親，所以你理理所當然要尊重⽗父⺟母親」。 

這個根基若若紮得不夠深，12 歲以後你再來來要求他，就有點困難了了。 

因此在 12 歲以前，不是讓他「選擇」，是你給他「界線」、「觀念念」的時候。 

因此，我們真的要讓孩⼦子懂得敬畏神， 基本的就是讓他們「學習尊重⽗父⺟母」。 

 

3. 敬畏神遠離惡惡事 

教會有⼀一個老師癌症過世了了，他在⽣生前特別著書，他提到這個「三千萬」實在太重要了了！ 

這比任何的資產更更加寶貴。 

他提醒孩⼦子：「第⼀一千萬，『千萬』要敬畏神！」、 

「第⼆二千萬，『千萬』要尊重你的長輩！」、 

「第三千萬，『千萬』要謹守你的信仰走到 後！」 

所以我們在教育當中要轉個⽅方向，要進入聖經裡⾯面的教育模式。 

如果我們從⼩小讓孩⼦子學習敬畏神，以後我們就不要替他的擔⼼心， 

因為敬畏神的⼈人，他能遠離許多的惡惡事。 

 

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箴⼗六 6) 

 

我們為什什麼要教育孩⼦子來來敬畏神呢？ 

因為⼀一個真正敬畏神的孩⼦子，他能夠遠離惡惡事。 

約瑟為什什麼是⼀一個神喜悅的⼈人？ 

為什什麼約瑟所到之處，那個地⽅方就是個蒙福的地⽅方？ 

⼤大的因素，是他在很多事上能夠分別為聖； 

他能夠在很多事上來來遠離惡惡事。 

所以當主⼈人的妻⼦子要誘惑他的時候，他能夠勇敢拒絕說：「我怎能做這⼤大惡惡得罪神呢？」 

因此，我們看⾒見見約瑟的信仰，他發展出⼀一個很正確的價值觀，他強調「我怎能得罪神？」 

他的「我」裡⾯面有「神」的存在。 



孩⼦子在成長過程裡，會有⼀一個「⾃自我定義」的需要。 

0~6 歲時，喜歡提到「爸爸、媽媽」怎麼說， 

6~12 歲時，喜歡提到「老師」怎麼說？ 

12~20 歲時，總是提到「朋友」怎麼說？ 

到了了 20 歲以後，就發展到⼀一個「我」怎麼說。 

如果他敬畏神，他的「我」裡⾯面就有「神」。 

所以我們看約瑟說：「『我』怎能做這⼤大惡惡『得罪神』呢？」， 

他強調的「我」，表達出他的價值觀，那就是他的「我」裡⾯面有神的存在， 

因此他不敢犯罪，雖然沒有⼈人看到，但他知道天上那位神在看！ 

⼀一個敬畏神的⼈人之所以能夠遠離惡惡事，不是因別⼈人看他，他才做得好， 

是他無時無刻都要做得好，因為他知道沒有⼈人看⾒見見的時候，就是神在看的時候， 

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在任何的事上分別為聖。 

後來來約瑟遇到了了⼀一個很⼤大的掙扎，就是他的哥哥們，從迦南地來來到埃及地來來糴糧，這些哥哥

們已經忘記約瑟長什什麼樣⼦子了了；哥哥們也想不到約瑟居然還活著，但是約瑟⼀一眼就認出， 

這是出賣他的哥哥們，由於他敬畏的⼼心，沒有造成後⾯面的遺憾。 

 

須要打發你們中間⼀個⼈去，把你們的兄弟帶來。⾄於你們，都要囚在這裏，好證驗你們的

話真不真，若不真，我指著法⽼的性命起誓，你們⼀定是奸細。於是約瑟把他們都下在監裏

三天。(創四⼗⼆ 16-17) 

 

當約瑟看⾒見見哥哥們，他整個氣、還有恨，都從⼼心頭湧了了上來來，他⾺馬上說：「你們⼀一定是奸

細！」奸細，那可是要砍頭的！ 

他⼀一氣之下，就把他們關在監獄 3 天。 

 

到第三天，約瑟對他們說：「我是敬畏神的；你們照我的話⾏就可以存活。(創四⼗⼆ 18) 

 

敬畏神的約瑟，在⾯面臨臨仇恨時，他能夠遠離惡惡事，做出更更正確的判斷，他把這個仇恨帶到神

的⾯面前，⽽而不是為⾃自⼰己來來伸冤。所以，約瑟的⼀一⽣生，的確讓我們看⾒見見了了美好的光景。 

 

4. 敬畏神是得福的窗⼝口 

⼀一個敬畏神的⼈人，就是藉著「敬畏」讓我們能夠得福氣。 

 

以⾊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他的

道，愛他，盡⼼盡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 

(申⼗ 12-13 節) 

 



敬畏神的⼈人就⼀一無所缺。 

可⾒見見信仰是對神的⼀一種敬畏，它的價值比任何的財產更更加⾼高。 

如果從⼩小我們的孩⼦子是敬畏神的，你不⽤用擔⼼心他以後的⽣生活怎麼過。 

有⼀一個女執事快要離世的時候，她特別交代⼀一個她信任的長老，替她處理理她的財產。 

這個長老到她家的時候，她就把她的財產分做 3 袋， 

她跟長老說：「這第⼀一袋，我要拿到教會做建堂的奉獻。」、 

「第⼆二袋，我要幫助教會那些貧困、需要幫助的弟兄姊妹。」、 

「第三袋，我要給教會做傳福⾳音、宣道的⼀一個基⾦金金。」 

長老就問她：「妳所有的財產就這樣？」， 

她回答：「對啊！全部都在這裡啦！」， 

長老說：「妳不留留⼀一點給妳的孩⼦子嗎？」， 

她就說：「如果⼦子孫他是敬畏神的⼈人，神⾃自然會賜福給他，他們的事，我不⽤用擔⼼心。如果我的

⼦子孫是不敬畏神的⼈人，給他再多的財產都是多餘的。」 

所以她知道敬畏神就是⼀一個得福的窗⼝口。 

 

七、結論 

⼀一個敬畏神的⼈人有什什麼好處呢？ 

就是他「凡事有依靠」。 

 

敬畏耶和華的，⼤有倚靠；他的兒⼥也有避難所。(箴⼗四 26) 

 

聖經特別提到：⼀一個敬畏神的家庭，凡事都有依靠，他的兒女，遇到問題就有避難所。 

若若我們平常不懂得敬畏神，在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禱告神，神憑什什麼要聽我們禱告？ 

我們是要求避難嗎？ 

我們要求神保護我們嗎？ 

我們要求神成為我們的依靠嗎？ 

重點是：我們有沒有敬畏神！ 

求主幫助帶領我們，能夠學習敬畏神， 

從我們的⽣生活層⾯面、信仰層⾯面， 

讓我們能夠把正確的信仰價值觀，教導給我們的下⼀一代， 

讓我們下⼀一代因為尊敬我們，也能夠敬畏神； 

因為能夠敬畏神，神就成為他⼀一⽣生中蒙福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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