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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牧师 800页巨著  

郑乙蒨传道分享 

箴言：学习箴言   得永恒的智慧   活出蒙福的生命  

1. 给想更有智慧的人 

2. 学习天父给的生命教导指引 

3. 在新约基督里读箴言 

上周的学习：箴言 第一章 

（一）顺服权柄  1:7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始     

                           1:8孝敬父母，听从训诲得冠冕  

（二）邪恶在呼唤  – 贪心，钱的引诱  

（三）智慧也在呼唤  – 小心，不要骄傲，要听从神的指示！ 

            1:23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四）人选择拒绝神的智慧，得自己所种的后果  – 毁灭自己  

（五）选择跟随主得平安，不怕惊吓！ 

     1:33 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复习箴言1-3章 

1. 敬畏神  – 是什么意思？ 

2. 如何领受神的智慧？ 

3. 如何应用神的智慧？ 

箴言第二章 1-6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 2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

明， 3 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 4 寻找她如寻找银子，搜求她如搜

求隐藏的珍宝， 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6 因为耶和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2 

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什么是敬畏神？如何认识神？ 

箴言第二章7-11  

7 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 8 为要保守公

平人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 9 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

的善道。 10 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11 谋略必护卫

你，聪明必保守你， 

谁能够找到真智慧？ 

神的道  = 善道  = 真智慧  

 

箴言第二章12-15 

12 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13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

路，行走黑暗的道， 14 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 15 在他们的

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黑暗恶道  = 谎言之道  =魔鬼的道  

 

敬畏神  ：心中有神的智慧  

分辨：选择善道，停止说谎，远离谎言  

 

神之道  魔鬼之道 

真理  谎言 

智慧  愚昧 

公义  邪恶 

=光明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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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第二章16-19 

16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17 他离弃幼年

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 18 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 

19 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离开神的话 》听从色情引诱》死亡之路  

 

不敬畏神  ：放弃神的话（无神的知识）  

不爱真理：爱听谎言  ，掉入陷阱！ 
 

箴言第二章20-22 

20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  

21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22 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 

  

撒种和收割的定律  

话语是种子 

真理   对比  谎言 

善道   对比  恶道 

 

箴言第三章1-4  宜谨守诫命 

1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2 因为他必

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3 不可使  慈爱（怜

悯）、诚实（诚信）离开你， 

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  

4 这样，你必  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遵行神话语（慈爱和诚信）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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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和人的恩宠和聪明  

 

箴言第三章5-8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7 不要自以

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8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一至三章健康之道小结： 

1:7 敬畏神，知识的开始  

2:5 ~认识神   3:7 ~远离恶事  

健康之道：属灵的平安喜乐更重要！ 

 

箴言第三章9-10 

9 你要  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10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财务兴盛的天国原则： 

1. 收入先奉献给神，是尊荣神  

2.  是对神的信任的信心行动  

3. 带着应许（祝福）的指导  

 

箴言第三章11-12 

11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12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5 

 

谎言说：疾病或贫穷是神管教我们的方式！ 

圣经说：希伯来书  12:5 ；提摩太后书  3:16  

真理：神用他的话语管教或纠正我们！ 
 

箴言第三章11-12 

11 …耶和华的管教，…他的责备。  

12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当然，主管教并纠正我们，但不是用疾病或贫穷等邪恶的东西。 

他的话语是为了纠正和责备～提后3:16-17。）  

因为爱，神用他的话语管教或纠正我们  
爱自己：不说责备的话，不愿意受苦  

真爱：在爱中说诚实话，愿意自己受苦  

 

箴言第三章13-18 

13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喜乐）！  

14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  

15 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16 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17 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全是平安。  

18 她与持守她的做生命树，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若真相信这些经文，就会先寻求神的智慧！ 
  

箴言第三章2,8,16 

2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8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16 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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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医治和健康的人（信徒）： 

若真相信这些经文，就会先寻求神的智慧！ 

先寻求认识神！（太6:33）  

  

箴言第三章19-22 

 19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  

20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 

21 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专注）   

22 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颈项的美饰。 

 

神以话语（智慧）创造一切。 
神的话语（好种子）  对比   恶的话语（恶种子）  

受造物（身体）总是会对话语（好或坏）有反应。 
 

箴言第三章23-26 

23 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 

 24 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  

25 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26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敬畏神  – 认识神- 远离恶事  – 心中平安  

新约：神同在-在基督里-圣灵充满-永远得胜！ 

忧虑--》惧怕--》失眠--》更忧虑更害怕！ 

检查：你的思想专注在哪里？上当了！ 

转向住在你里面， 
爱你的天父、得胜的耶稣、大能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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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第三章27-30 

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28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29 你的邻舍  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  

30 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你能做的，要分享，不要保留 

不要占人的便宜；尽可能避免纷争。 

 

箴言第三章31-35 

31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32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33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  

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35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这里有两种人，我们分开来看！ 
 

箴言第三章31-35 恶人的结果 

31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32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 

 33 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 

35 …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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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恶人：是短视的人。 

     神厌恶说谎的人：乖僻  - 不诚实。 

撒谎：选择配合魔鬼通过你工作- 工价是死！ 

 

箴言第三章32-35 

32 因为…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33 神…赐福于义人的居所。  

34 他…赐恩给谦卑的人。  

35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 

 

彼得前书5:5 和  雅各书4:6 

神抵挡骄傲的人， 

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  - 必承受尊荣！ 

 

总结 

箴言1-3章   

1. 敬畏神  – 是什么意思？ 

2. 如何领受神的智慧？ 

3. 如何应用神的智慧？ 

 

箴言1-3章 

 1. 敬畏神  –  是什么意思？态度  

箴言1:7 敬畏神  - 知识的开始  

开始谦卑学习  - 他的话  

箴言2:5 敬畏神  - 就会认识神（的话）  

箴言3:7 敬畏神  - 远离恶事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9 

2. 如何得着神的智慧？ 

1:7 知识的开始：开始谦卑学习神的知识  

2:5 专心寻求神：渐渐越来越明白神的话  

3:7 选择善道：拒绝恶道！选择真理！ 

 

知识——明白（聪明）——智慧 

新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 

 

3. 神的智慧如何帮助我们？  

有  神的话！ Knowledge   

明白  神的话！ Understanding   

善用  神的话！Wisdom  

 

面对谎言的引诱：不要短视！ 

分辨谎言，拒绝贪财，拒绝色诱！ 

 

选择跟随善道：得平安健康，得神的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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