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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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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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救赎 

 

信徒，你已经拥有神的智慧！ 

林前 1：30 

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的话和圣灵 - 活泼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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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恶 – 是神所赐的情绪！需正确使用！ 

敬畏神 = 神命令我们憎恶邪恶的事 

 

耶稣责备：假冒伪善！表里不一！ 

认同或支持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谎言 

 

箴言 8:17-18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切（尽早）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尽早寻求： 

1. 一天开始，先寻求来自神的智慧 

2. 从小寻求认识主：从神的话语学习智慧！ 

 3. 面对问题立刻转向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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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8:22-31 智慧之本源 -  

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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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24 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26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 

神在创造之时，智慧和聪明与神同在 

 

箴言 8:27-31 智慧之本源 

27 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 28 上使穹苍坚硬，

下使渊源稳固， 29 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

根基。 

 

圣经：地球是圆的 

（早在人类发现和承认这是真的之前） 

神甚至给水定出界限（海洋） 

 

创造的法则 – 知识的开始 

 

30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31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神喜爱智慧和聪明: 喜悦他的爱子。 

智慧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中欢乐。 

神以笑脸光照 他所爱的孩子！ 

 

箴言 8: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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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 遵守：智慧之道的人有福了。 

 

谦卑接受教导：得知识、得明白、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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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8:34  智慧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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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寻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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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要每天关注智慧，听、从智慧。  

你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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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神的智慧 – 遵行 - 得到主的恩惠/恩宠  

 

违反圣经原则：得罪了自己的灵魂。 

（不接受神的智慧的人） 

是在伤害自己，是在追求死亡。 

  

～～～～～～～～～～～～～～～～～～～～～～～ 

箴言 9:1-8 智慧设筵  

1.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2 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摆筵席，  

3 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4 说： 

“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智慧正在召唤所有人来参加她的盛宴。 

她邀请了所有人。  

没有得着智慧的人，没有接受她的邀请！ 

 

我是传达神的真理的使者之一 

我向你呼吁，向你保证： 

回应神的智慧的邀请会使你兴盛！ 

能够带走生命中的悲伤！ 

让你活在他的丰盛和健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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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5 “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6 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智慧发出邀请 - 进入智慧之屋享用盛宴。 

许多人拒绝智慧的邀请 – 继续吃垃圾食物。 

属灵饥饿 - 驱使我们参加智慧的盛宴！ 

 

7 “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  

8 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注意对比 

 责备骄傲者 和 责备智者：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接受责备或指正的方式不同） 

 什么造成了不同的反应？ 骄傲。 

 

责备亵慢人 责备智慧人 

必受辱骂、被玷污 谦卑检讨、更正、感恩 

要预备心：恨你 爱你 

照主的指示（利 19：17） 会相信（罗 10：17） 

骄傲：迫害你 谦卑：领受真理越有智慧 

 

利 19：17）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 

如果我们不通过责备来告诉他们真相。（约 8：32 真理使我们得自由）

（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对某人说实话）实际上是恨弟兄，爱自己胜过爱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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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9：9 

9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 

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骄傲的人 - 不会接受任何批评 

 骄傲会使人对真理视而不见 

 

智慧人知道，真理非常重要  

当真理暴露了他们的错误 

谦卑自己，承认并接受指正 

 

箴言 9：10 

 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言 1:7 也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8：13 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恶事。 

 

不敬畏主 - 不管有多少学位-degrees， 

不恨恶邪恶，都不聪明，没有智慧！ 

  

敬畏耶和华 

只是智慧的起点，并不是智慧的全部 

 

箴言 9：11-12 

11 你借着我（智慧），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  

12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 

 

一般人大多依靠自然事物：重视饮食和运动锻炼， 

多过依靠上帝的智慧和恩典！（希 13：9） 

亵慢神 –藐视神的话（骄傲），更多伤害的是自己！ 

神赐予智慧：帮助我们服侍他人 

更主要是帮助我们自己得益处 

 

箴言 9:13-18 愚妇喧嚷 

13 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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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15 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 

 

不敬虔的人不满足于自己的不敬虔；  

到各处大声呼朋唤友 

想诱捕他人来与他们作伴作恶。 

 

箴言 9:13-18 愚妇喧嚷 

16 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17 “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  

18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她那里，她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魔鬼总是引诱人说：外面（别人拥有）的更加好。  

但是神的话说：通奸/淫乱导致下地狱。  

（若从神的话清楚看见这点，通奸/淫乱的事情会少很多） 

 

赞美神：耶稣为世人代罪买赎了赦罪恩典 

 

箴言 第 1-8 章 智慧的应许和引导 

1:23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2:4  你要寻求神如搜寻宝藏！ 

3:5  你要专心仰赖神 

4:23 保守心：得了神的话，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6:23 诫命是灯，教诲是光，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 

7:1-2 遵守、存记神的命令 - 得以存活。 

8:17-18 爱我、恳切寻求我，必寻见！ 

8:35 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必蒙神的恩惠 

9:6   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9:11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  

 9:12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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