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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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想更有智慧的人 

2. 学习天父爱的引导 

3. 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 

郑乙蒨传道 导读   19.7.2022 

复习：箴言 1-3 章 

 1. 敬畏神 – 感恩的心 

箴言 1：7 敬畏神 – 神是知识的源头 

                          - 谦卑学习他的话 

箴言 2：5 敬畏神 - 就会认识神 

箴言 3：7 敬畏神 -恨恶神所恨恶的！ 

                - 远离恶事！ 

2. 如何得着神的智慧？知识——明白（聪明）——智慧新约：耶稣基督是

我们的智慧！ 

箴言 1-3 章   

3. 神的智慧如何帮助我们？ 

领受 神的话！ Knowledge  

明白 神的话！ Understanding  

善用 神的话！Wisdom 

谎言的引诱：不要短视！ 

诱惑：1.Gold 贪财，2. Girl 贪色 

选择善道：有平安健康，有神的尊荣！ 

～～～～～～～～～～～～～～ 

箴言第 4 章 1-2  

1 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 得知聪明。  

2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检查自己聆听的态度： 

留心专注：不分心！ 

  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属灵攻击：谎言来分心，拦阻你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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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力量：集中注意力，要明白和签收产业！ 

 

箴言 4:3  

3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所罗门对父母的态度 

孝顺父母：得福的应许 

 
“我是母亲眼中唯一心爱的儿子” 

所罗门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箴言 4: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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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大卫王：说谎者、通奸者、杀人犯！ 

对神真诚认罪悔改 – 感恩敬畏谦卑同行！ 

生命最危险的时期 – 成功、舒适、不警醒！ 

如何得到及持守真智慧？ 

 

座右铭：箴言 4：5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如何得到真智慧？专心谦卑学习… 

要得知识 =》信息 Knowledge/info 

要得明白 =》理解 Understanding 

要得智慧 =》有效、准确应用理解的信息 Wisdom 

 
永恒的智慧 Timeless Wisdom 

例子：处理账目 

1. 有知识：将资料输入电脑 – 有报告 

2. 有聪明：明白资料和报告 – 有问题 

3. 有智慧：能够有效率处理 -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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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账目不平衡 

明白：账目有什么问题 

处理：解决账目的问题 

正确的知识 错误的知识 

正确的理解 错误的理解 

正确的智慧 错误的智慧 

光明、仁爱 黑暗、仇恨 

对人类有益处 对人类有伤害 

 

箴言 4:6-9   

6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她，她就保守你。  

7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8 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她就使你尊荣。  

9 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生命的伤害：因离弃神的智慧，追逐世界！ 

你爱神吗？你爱他的话语吗？ 

 
生命最重要：高举神 – 爱神的智慧！ 

穿戴智慧：得尊荣、得华冠、得冠冕！ 

 

箴言 4:10-13 

10 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11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12 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13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箴言 4：10 智慧之道 = 延年益寿 

弗 6：2-3    孝敬父母 = 得享长寿 

箴言 17：22 喜乐的心 = 乃是良药 

 
健康之道：选择善道，持定训诲，不可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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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4:14-17 

14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15 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16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17 因为他们以

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邪恶在召唤：要偷窃、杀害、毁坏 

神也在召唤：要赐丰盛的生命 

 
敬畏神 ：远离邪恶， 

躲开，不经过，转身离去！ 

 
箴言 4：14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敬畏神 ：远离邪恶！ 

 箴言 18: 24  滥交朋友，自取败坏！ 

 林后  6: 14    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提后  2: 22    你要逃避 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谨慎交朋友、选择配偶、工作伙伴 

 
箴言 4:18-19 

18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19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真理义人的路  对比  恶人的路谎言 

越来越光明  对比  越来越幽暗 

稳固成长  对比  跌入陷阱 

 
恶者的偷窃杀害毁坏 - 逐渐得逞 

神的启示 - 逐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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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4:20-22 

 20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  

21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  

22 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如何得医治全体的良药？ 

1-4 章（六次）：得着神的智慧、跟随神的智慧 

对健康有益。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保守你心：与神的关系胜过一切人、事、物！ 

如何保守你心？ 

1. 敬畏神，与神同心同行 

2. 敬畏神，学习认识神 

3. 敬畏神，远离谎言邪恶 

 
寻找医治和健康的信徒 

若真相信这些经文 

会先寻求神的智慧 - 寻求认识神（太 6：33） 

 
 心中充满什么 - 口里就说出来（太 12：34） 

种什么 - 就收什么果（加 6：7） 

 
对神的话语敏锐  对比 VS  对世界的话语敏锐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对神的话语敏锐: 

种种子INPUT 

对世界的话语敏锐: 

种种子 INPUT 

神的话语 世界的话语 

真理、光明 谎言、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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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爱、平安、喜乐 果子：仇恨、忧虑、惧怕 

种神的话 INPUT 种世界的话 INPUT 

医治者内住！有健康！ 转染疾病流行！会生病！ 

供应者天父！有供应！ 经济萧条崩溃！会没钱！ 

主耶稣已得胜！ 天灾人祸战争！ 

我们在胜利这边！ 世界人类没盼望！ 

 

箴言 4:24-25 

 24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25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注意你的口：停止说谎话 

谎言：歪曲事实、作假见证 

配合恶者，让敌人进来毁坏你的生命 

 
真理：聚焦神的爱，密切关注神的话 

你会朝你看着的方向前进！ 

 

箴言 4:26-27 

26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  

27 不偏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要使人失败 - 就给他两个目标、两个异象（使他分心） 

To destroy a man’s vision, give him two. 
 
要思想你正在走的路  

什么方向？什么目标？ 

向上努力？随波逐流？ 

 
忙于服事、忙于事工？ 

以至于没有时间到主面前？ 

没有时间读神的话！没有时间被主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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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我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不要忘记基督是主 - 服事教导指示门徒 

要专心听从他的引导！ 

忠心完成呼召和使命！ 

 
面对疾病攻击、财务困境？ 

你根据神的什么应许相信他？ 

你正在努力让什么进入你的心？ 

 
看医生：医生开药，你必须服药 

看耶稣：耶稣开药，你也必须吃神的药 

神的药一定有效！没有副作用！ 

 
坚决拒绝与疾病共存！非法的都必须离开！ 

 
 
箴言 第 4 章金句 

5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  

10 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13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它是你的生命…  

18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22 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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