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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牧师 800 页的巨著 永恒的智慧  蒙福的生命 

郑乙蒨传道 导读   9.8.2022 

箴言 8 章 继续学习：如何从神的智慧得祝福！ 

（一）顺服权柄 1:7-8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始；孝敬父母 

       邪恶在呼唤 – 贪心（钱的引诱 Gold）  死亡之路  

       智慧也在呼唤 1:23 我的灵浇灌你们，我的话指示你们        

 （二）专心寻求 2:5 敬畏神，得以认识神 3:7 ~远离邪恶 

 （三）专心跟随 4:22 医治全体的良药！23 保守心！ 

 （四）邪恶在呼唤  5-7 章 贪色（色的引诱 Girl）死亡之路 

            警醒警惕 5：21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 

 （五）神的警戒 第 6 章 勿作保、勿怠惰、勿作恶（撒布纷争） 

 

林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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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8:2 她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8:3 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  

 

智慧不隐藏自己，她无处不在，使自己为人所知。 

 

谎言：神的智慧难寻、难得到！ 

真理：自然界充满神的智慧！ 

智慧在等着你回应她的呼唤！ 

 

智慧不隐藏自己，她无处不在，使自己为人所知。 

1. 人的良心：能够分辨善恶 

2. 大自然的创造：有创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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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狱的人 

其实是攀越千千万万个神设立的障碍 

继续不断 - 选择拒绝神的引导 - 的结果 

 

箴言 8:4 “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8:5 说：愚蒙人哪，你们要会悟灵明！ 

愚昧人哪，你们当心里明白！  

 

智慧不断地向世人说话、呼唤。 

她在呼唤愚拙的人 

拥有世界智慧的人   对比  拥有神的智慧的人 

 

《林前 3:19》世界的智慧是愚蠢的。 

只有意识到相对缺乏智慧的人神才能使用 

 

圣经：世界上最多翻译、最多出版的书！ 

 

Joyce ：感谢神借着经历它的人 

将神的真实介绍给我们！ 

 

看见人智慧的有限！ 

看见神大能的无限！ 

 

《林前 1:26-27》 

26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林前 3:19》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 
如经上记着说：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3 

世界的教育 神的教育 

找最聪明、有能力、厉害的 找愚昧、软弱、没智慧的 

依靠自己的能力 依靠神的能力 

荣耀归自己：骄傲 荣耀归给神：谦卑 

 

箴言 8:6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智慧说“极美的话” = “卓越的话” Excellence 
智慧像指挥官发出指挥： 

让你集中注意力！能分辨优先顺序！ 

什么是重要的和值得关注的！ 

什么拥有最好的价值！ 

 

许多人在寻找恩膏很大的人、高人指点 

最大的恩膏 – 圣灵 – 就在我们里面！（约一 4：4） 

靠圣灵 + 神的话 = 从最高智慧中挖掘宝藏！ 

 

《腓 立 比 書 1:9-11》 保罗为我们祈祷： 
你们的爱心 - 随着知识和理解 - 不断增长。 

10 我祈祷你们拥有这些品德， 

使你们能够识别什么是最好的， 

因而，在基督来临的那天， 

你们会是纯洁无暇，无可指摘的。 

11 通过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给神带来荣耀和赞美。  

知识、悟性增加： 

目标是有神的智慧！爱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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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8:7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8:8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 
 

约 17：17 神的话是真理 

约 14：6 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林前 1：30 耶稣是我们的公义 

诗篇 109:2 恶人的嘴…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 

箴言 13:5 义人恨恶谎言 

箴言 12:22 说谎言的嘴 - 为耶和华所憎恶； 

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约 8:44 魔鬼 - 谎言之父，没有真理！ 

 

说谎的人：不是降服于主和祂的智慧！  

 

箴言 8:7-8 

7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8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 

智慧 无智慧 

只说真理：诚信、公义、 多说邪恶：谎言 

恨恶谎言 无诚信 

神所喜悦 神所憎恶 

顺服父神 顺服恶者 

以赛亚书 5：20-21 

20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21 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箴言 17：15 

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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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本性 - 信实 – 不能说谎！ 

神的儿女 – 新生命 - 拥有神的性情！ 
 

箴言 8:9 

9 对于明白的人，我的话语简单易明， 

对于找到知识的，我的话语清晰易懂。 

知识 knowledge：是信息（just information)  

聪明 understanding： 是明白知识 

智慧 wisdom：是明白了的知识的正面应用 

Wisdom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you understand 

 

AW 例子：小时唱法语歌曲 

（有知识，没有正确理解，没有用） 

（有知识，理解，不使用，无益处） 

 

神的话语 -- 不断读，熟悉神的话（知道、知识） 

理解 -- 天天默想，直到领受（明白、领悟） 

应用 -- 日常生活中使用（累积智慧） 

常常数算 – 常常感恩，记得神的恩惠（不忘记） 

箴言 1：23 

神要 - 将圣灵浇灌我们 

神要 - 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 

 

箴言 8:9-11   

10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免费的）， 

宁得知识，胜过黄金（更有价值）。  

11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谎言：忙碌，没时间！自己学就好！（被孤立） 

例子：学习欢喜领受！根不深，就被转移注意力！ 

金银：可以购买许多东西（物质层面） 

智慧：带来的远远超越物质的财富（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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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0：22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应该渴望得着神的智慧过于渴望得着金钱。（太 6：33） 

 

箴言 8:12 

12 “我智慧以灵巧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智谋。 

智慧：不凭感觉、情绪行事；凭神的话！ 

 感觉和情绪是仆人（不是主人）不可主导生命！ 

 

智慧的特质：灵巧 Prudence： 

1. 谨慎：明智判断的能力 

2. 有节制力的 

3. 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靠圣灵主导！ 

 

智慧是：能判断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说正确的话！ 

 

箴言 8：13 敬畏耶和华 - 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诗篇 36:1 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 

不恨恶邪恶 = 不敬畏神 

邪恶 = 骄傲、傲慢 

邪恶 = 谎言 = 与神的话语违背的是谎言 

敬畏神 = 憎恶邪恶的事 
敬畏耶和华 - 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恨恶 – 神所赐的情绪！正确使用！ 
敬畏神 = 神命令我们憎恶邪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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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责备：假冒伪善！表里不一！ 

信徒认同或支持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谎言 

 

箴言 8:14-16 

14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  

15 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  

16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知识是门（door) ;  

悟（明白）是钥匙（key); 

智慧是宝藏 (treasure)  

好的领袖、统治者以神的智慧原则行事  
（许多领袖缺乏神的悟性和智慧，没有行使权柄） 

 

箴言 8:17-18 

17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切（尽早）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智慧爱那些爱他的人，向他亲近。 

神要向你开启智慧，但你必须主动启动 

 

尽早寻求： 

1. 一天开始，先寻求来自神的智慧和领悟是有益的。  

       （为一整天定下方向，并将防止许多错误） 

2. 从小寻求认识主的优势：从神的话语学习智慧！  

 

尽早寻求认识神： 

2. 年纪小寻求认识主的优势：从神的话语学习智慧！  

3. 面对问题，尽快转向神，寻求智慧！ 

通过接受失败和挫折/重击来学习功课“hard knocks” 不是最好的老师。 

通过神的话语/别人的经验， 

譬如圣经教师们学习，比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要好。 

箴言 22：6 教养孩童（神的话），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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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8:18-19 

18 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19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高举人的智慧，带来短暂的财务（有忧虑） 

高举神的智慧，带来恒久的财务（无忧虑） 

+ 永恒有尊荣的生命 

+ 生命的果实，永恒的果实！ 

 立定心志 - 委身 - 寻求神的智慧 

要得着并且产生更美好的生命果子！ 

箴言 8:20-21   

20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21 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有神的悟性的人: 生活在公义的道，公平正直中。  

自称有智慧的世人：但事实上是愚昧人（罗 1:22） 

行在智慧和理解/聪明：会使你财务兴盛  

若没有仓库（储蓄）怎么办？ 零的倍增还是零！ 

 兴盛的第一步是：开始为增长做准备！ 

 

箴言 8:22-31 智慧之本源 
智慧 = 神的道 = 耶稣  

创造宇宙之时与神同在 

 

箴言 8:32-34 智慧致福 

32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33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 

34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若想变得聪明，必须愿意接受教导。 

不是随便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得。 

不是偶尔去那里探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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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寻求 并 遵守智慧之道的人 - 有福了。 

要每天关注智慧，听从智慧，与他同行。 
 

箴言 8:35-36 智慧致福 

35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36 得罪我的却害了己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违反圣经原则，就得罪了自己的灵魂。 

所有不接受神的智慧的人都是在伤害自己。  

他们没有足够的意识去了解她，是在追求死亡。 

“生命”也意味着生活的质量。 

找到神的智慧的人会得到主的恩惠/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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