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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牧师800页的巨著——永恒的智慧  蒙福的生命  

1. 给每个想更有智慧的人 

2. 学习真理分辨谎言 

3. 在基督里活出丰盛新生命 

郑乙蒨传道 导读   26.7.2022 

如何得着神的智慧？ 

知识——明白（聪明）——智慧 

 
新约：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配合 - 神的话和圣灵 - 活泼的引导 

箴言第五-七章   

主题式读经： 

（一）情色的引诱: 

1. 陌生女子（男子） 

2. 有夫之妇（有妇之夫） 

3. 妓女（男妓） 

（二）如何应对及其后果 

 

情色引诱和后果 及 如何应对 

任何人： 

孩子、青少年、大人、老年人 

都必须看见恶者的诡计和陷阱 

看见神的智慧和爱的指引 

实际上生活中应该做什么调整 

 

箴言第5:1-2  

1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  

2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 

 
聆听的态度： 

留心专心，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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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攻击：谎言来分心，拦阻你接收产业。 

属灵帮助：集中注意力，明白和签收产业！ 

 

《专注神智慧》《嘴唇只说神的话》 
 

箴言6：20-24 

20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 21 要常系在

你心上，挂在你项上。  

22 你行走，它必引导你；你躺卧，它必保守你； 

你睡醒，它必与你谈论。  

23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24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持续不断与神与主交流》 

箴言7：1-5 

1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2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3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上。 

 
4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5她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成为保护自己的自然反射动作》 

箴言5：3-6 

 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  

4 至终却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剑。 

 5 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踏住阴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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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妇：对“配偶”不忠心者 

谎言：甜言蜜语！油腔滑调！变迁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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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诱惑：两刃的剑！砍成两截！》 

 
箴言5：3-6 

 3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 4 至终却 

苦似茵陈，快如两刃的刀。 5 她的脚下入死地，她脚步 

踏住阴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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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出饵：1. 谎言：甜头！果是苦的！ 

2. 变迁不定：圆谎！变来变去！ 

 
认出神爱的原则：1. 诚信：生命之路！ 

2. 坚守不变：单纯！平安喜乐！ 

 
谎言之路 - 变迁不定！ 

自己也被自己的谎言困住！ 

 
真理之路 – 单纯简单！ 

能够分辨看清楚真实的情况！ 

 

委身（问题产生之前） 

已经决定跟随主！ 

《敬畏主！爱神爱人！单纯的路！》 

 
箴言5：7-8 

7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8 你所行的道要离她远，不可就近她的房门，  

 
如何逃避诱惑？ 

1：10，15 你不可随从，不可同行 

3：7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4：15 要躲避，不走恶人的路 

5：7 要远离，不要靠近 

 
譬如：连续剧、广告、电影、书报、杂志——充满情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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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与罪调情，但那是危险的》 

若你的思想没有去到那个地方， 

你的身体是不会去到那里的！ 

 
You can’t go anywhere in your body  
if you have not already been in your mind  
 
为什么许多人有许多挣扎？难抵挡诱惑？ 

1. 娱乐消遣什么内容 

2. 时间朋友与什么人相处 

 
性关系混乱、纷争离婚、生病病重病死 

 
 

若你的思想没有去到那个地方， 

你的身体是不会去到那里的！ 

 
教导孩子们认识超自然的神， 

为他们安排所接触的媒体内容： 

1. 学习神的话，经历神 

2.运动，生活技能 

3. 娱乐休闲 

 
《父母：以身作则！》 

 
 
箴言5：9-11 

9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10 恐怕外人满得

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外人的家。 11 终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 

 
被外人（恶者）偷窃、杀害、毁坏！ 

伤害爱你的人、所爱的人！ 

家庭、事业、财务、健康被毁！ 

 
做任何决定要思想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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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罪中之乐 – 毁灭性的长久后果！ 

 

配合罪，是愚蠢的！代价极大！ 

罪中之乐短暂的 – 长久的毁灭性后果！ 

 
罪会带你去 - 你不想去的地方 

罪会停留到 - 你不想停留之久 

脱离不了！ 

 

安德烈牧师：教导如何与异性相处、服事的原则 

选择敬畏神、远离恶事、不给恶者机会 

 
箴言5：11-14 

你就悲叹，12 说： 

“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  

13 也不听从我师傅的话， 

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14 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 

 
后悔：不听良心的提醒！不听神的话！ 

不听人的爱心劝告！ 

犯罪：不是一天突然醒来的决定！ 

《犯罪是常年不保守心，进谎言的结果！》 

 

AW安牧: 圣经里，神设立的婚姻 

1. 一男一女，委身盟约 

2. 一生一世，至死方离 

3. 丈夫爱惜妻子，妻子尊重丈夫 

 
 

婚姻是神的祝福！圣经是婚姻手册！ 

 
给下一代最大的祝福： 

美满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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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5：15-20 

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16 你的泉源岂可涨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 17 唯独归你一

人，不可与外人同用。  

18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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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婚姻：神设立的。一男一女的结合！ 

婚姻中：性关系是神设计的祝福！ 

 

婚姻中 婚姻外性关系 

神的祝福：平安喜乐 良心责备：不安忧虑 

身体健康 性病的危险 

建立家业 失掉家庭事业财务 

被爱戴尊敬 失去信用和尊敬 

 

箴言5：21-23 

21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 

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22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 

如绳索缠绕。 23 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例子：约瑟敬畏神！ 

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 神呢？ （创39：9）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太12：36） 

箴言5：22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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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 

 
Situational Ethics 
情境道德：不被看见的情况下可以不守道德 

但是，任何作为都有后果！ 

 
醒悟：神无所不在！神同在！神内住！ 

将来有一天要站在他的面前为所做的一切交账！ 

醒悟在基督里：尊贵、荣耀、丰盛、蒙福！ 

 

箴言6：20-24 

20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 21 要常系在

你心上，挂在你项上。  

22 你行走，它必引导你；你躺卧，它必保守你； 

你睡醒，它必与你谈论。  

23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24 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小心谎言：谄媚讨好，捧上了天》 

《持续不断与神与主交流》 

 

箴言6：25-29 

25 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  

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27 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  

28 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29 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她的不免受罚。 

 

外表：美色/ 英俊，有一天都会过去 

内心：爱主/善良/诚信，长远的祝福 

 
箴言6：30-35 

30 贼 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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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 

 
 32 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  

33 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  

34 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  

35 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干休。 

 

《后果极其严重》 

 
箴言7：1-5 

1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2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3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上。 

4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5她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存记神的话：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 

《成为保护自己的自然反射动作》 

箴言7：6-12 

6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  

7 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8 从街上经过，走近淫妇的巷口，直往通她家的路去，  

9 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10 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 11 这

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  

12 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 

 

愚昧人的选择：思想先靠近了！人跟着去了！ 

淫妇在狩猎：在每个角落等着人来！ 

 

箴言7：13-20 

13 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 14 平安祭在我这里，

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 15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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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见了你！ 16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 

17 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 18 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

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19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

路， 20 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 

 

把通奸描绘成美丽的事！“不会被抓到的！”  

如果必须隐藏的，就是黑暗错误的！ 

 
箴言7：21-23 

21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  

22 少年人立刻跟随她，好像牛往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刑罚，  

23 直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言语有说服力 - 听多了谎言，就被说服 

 

《神的话有大能！不要停止听神的话！》 

 
箴言7：24-27 

24 因此，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25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你不要入她的迷途。 

  
26 因为被她伤害仆倒的不少，被她杀戮的而且甚多。  

27 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注意：神对愚蠢的人的明显教训和警告！ 

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不让我们的心堕入淫行之道 

魔鬼三种致命引诱：3G 

贪财Gold、贪色Girl、贪权Glory !  

愿人们能意到贪钱、贪色的真实结果！ 

 

箴言第五-七章   

主题：情色引诱，应对及其后果 

帮助孩子躲避，看见其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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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引诱，自己是不可靠的 

若身陷其中，神都已经知道了！ 

快快向主耶稣，真诚认罪悔改回转！ 

转向神，领受赦罪恩典，圣灵开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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