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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牧师 800 页的巨著 永恒的智慧 蒙福的生命  

箴言第 10 章（上） 

郑乙蒨传道 导读   30.8.2022 

箴言 10:1 

1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每个人都应该注意这句谚语。  

错误想法：“我的行为不会伤害他人” 

正确想法：行为会影响父母和其他人。 

  

孩子聪明：父母喜乐， 

孩子愚蠢：父母悲伤。  

 

什么是愚蠢的事？伤害自己。就是伤害爱我们的人。 

 

什么是伤害自己？  

口说，“我爱神；我爱护自己；我爱家人！” 

 

行动：没有智慧： 

1. 不尊耶稣基督是主（不看重他的话） 

2. 不保守心（装大量世界的知识） 

3. 不照顾身体 

用命换钱：牺牲饮食、睡眠、家庭、健康… 

或只照顾身体，不明白属灵的真理 

 

真正的爱：爱神（尊主为大）+爱人 

 

箴言 10:2 

2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智慧带来的财富   VS  邪恶带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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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高举财富的重要性 – 贪财的诱惑 》 

谎言：有钱才能拥有许多东西，才能享受生命 

但是，金钱买不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  

神的公义里：心平安喜乐、身体家庭事业都健康。 

《太 6：33》 先寻求认识神，一切所需都会加给你！ 

 

箴言 10:3 

3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神一直在照顾他的儿女。  

神喜悦你健康、兴盛。主不会让义人挨饿。 

《约 6：35》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再渴。  

 

天父在基督里已供应了 - 灵魂完全满足的恩典！ 

信徒必须相信他的话 - 感谢的心去支取、享用！ 

 

箴言 10:3 

3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  

 

神供应了的 – 都是恩典！（恩典给不配的人） 

 

如何在基督里支取、享用恩典？ 

1. 听见  2. 相信  3. 接受（我要） 

4. 承认拥有 5. 信心行动 

 

信心行动：说出来！行动配合！ 

顺服神，就是抵挡魔鬼的谎言，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 

 

箴言 10:4-5  

4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5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 

 

非常简单的真理： 

不工作或懒惰就贫穷。勤劳工作的必要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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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孩子的训练：在家庭，学习负责任，完成工作。 

长大一些训练：谦卑学习，勤劳工作，赚取金钱。 

 

福利制度的滥用：鼓励人不工作不贡献，白白领受 

 

要富足：要工作！ 

（不要做）不工作，或花掉所有赚取的–坏管家 

 

勤劳工作，谦卑学习，一定升迁 

储蓄金钱，增加资产 

（要做）用/花费掉的少过赚取的–好管家 

持续一段长时间就会富足 

 

箴言 10:6 

6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敬畏神，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会得到神丰富多样的祝福。  

箴言 10:22   耶和华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  

申命记 28:1-14  列出了许多来自主的祝福。  

 

恶人之口的“暴力”：不只是说暴力的话伤害人。  

恶人说负面的话，得负面的结果。 

包括所有类型的坏事。 

 

箴言 10:7 

7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The memory of the just is blessed; 
but the name of the wicked shall rot. 

 

记忆力： 

恶人：充满所做错误的恶事！ 

伤害自己和他人！有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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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充满神的恩典的好事！ 

蒙福的记忆！有平安！ 

 

箴言 10:7 

7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离开世界留下给人的记忆： 

 你希望如何被记念？ 还活着时必须思考这一点！ 

现在靠圣灵的能力改变！让人们想到时是好的记忆。 

 

想到一个义人时：带来心被祝福的反应。  

想到一个恶人时：与想到腐烂的东西一样的反应。 

 

要活得让人们在你的葬礼上不必说谎 

 

箴言 10:8  

8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智慧人 缺乏智慧 

谦卑接受批评、指正 拒绝接受批评、指正 

学习、调整、改进 不学习、不调整、不改进 

生命的道－充满生命力 死亡的道－停滞不前 

（有安全感）有自由 （无安全感）被捆绑 

 

 

箴言 10：9-10 

9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 

 10 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  

 

做正直的事：跟随主、爱心待人（不是完美） 

在恩典中，脚步安稳，心中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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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旁门左道：谎言、心口不一、怕谎言被揭穿 

脚步不稳，心中惧怕。 

 

 选择：活在神的爱中，圣灵引导的平安中 

 

箴言 10：11 

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可以通过一个人说话的方式 - 认识他。 

注意听一个人说话－发出来的是生命或死亡？ 

  

义人的口：是一口生命泉源的井。释放生命。 

恶人的口：只能释放出死亡的话语。  

 

《太 12:34》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箴言 18:21》生死在我们舌头的权下（选择生命） 

 

箴言 10：12   

12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智慧人 缺乏智慧 

谦卑接受批评、指正 拒绝接受批评、指正 

学习、调整、改进 不学习、不调整、不改进 

生命的道－充满生命力 死亡的道－停滞不前 

（有安全感）有自由 （无安全感）被捆绑 

 

看见神先爱我们 - 我们里面有神的爱！ 

使我们能够用他的爱去爱，给怜悯和恩典！ 

 

《彼得前书 4:7-8》（爱能遮罪） 

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8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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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最恨恶：在弟兄中间散布纷争！（箴言 6:19） 

神喜悦：在弟兄中间散布爱！（箴言 10:12） 

 

箴言 10：13-14 

13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  

14 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速致败坏。 

 

理解、明白知识，应用，才能渐渐产生智慧。 

 

说话方式（箴 13:3; 21:23） 

     聪明人       对比   愚蠢人 

谨慎多听少说      随心所欲地说 

保守口保生命      大张嘴必败亡 

 

智慧人：   无智慧： 

正确的时间  错误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错误的地点 

说正确的话  说正确的话   

产生益处      招惹祸害 

 

说什么话，真的非常重要！ 

靠圣灵用神的智慧说，更加重要！ 

 

箴言 10：15-16 

 15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16 义人的收获带来生命，恶人的所得用来犯罪。  

 

人贫穷，是因“思想贫穷”。 

看见身份改变（义人）－改变思想－种新种子！ 

 

正好相反的经文《 箴言 11：4》 

发怒的日子，财宝不得益；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末日，主再来：财务没有永恒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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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贫穷，是因“思想贫穷”。 

在基督里已经拥有： 

在基督里成为义人 

成为宇宙创造主－神的孩子 

与光明中的圣徒同得产业 

 

【请参考本油管：安德烈牧师书籍分享《财务管家系列》】 

 

箴言 10：17 

17 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通过观察人们如何接受批评： 

可看见这个人的属灵状况 

 

拒绝责备的人：坚持己见！ 

所谓因为“人权和自由”而拒绝责备的人 

实际上是活在谎言的束缚中。  

 

真正的自由是做正确的事的力量。 

 

箴言 10：17 

17 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智慧人 缺乏智慧 

谦卑接受批评、指正 拒绝接受批评、指正 

学习、调整、改进 不学习、不调整、不改进 

生命的道－充满生命力 死亡的道－停滞不前 

（有安全感）有自由 （无安全感）被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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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0：18  

18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怨恨：紧紧记得某人的冒犯、过错 

（即使藏在心里，它仍然存在） 

谎言：表面上说无事，内心却厌恶、痛恨； 

（心里充满苦毒，口一定会漏出来） 

诽谤他人：是愚昧人。（自己喝毒药，希望对方中毒） 

 

有什么解决方案？ 

 

有什么解决方案？找到问题的根源－罪 

１. 没有罪的人，拿第一块石头砸下去。 

２. 接受神的爱，完全的饶恕和赦罪。 

３. 选择活在爱，选择放下，选择饶恕。 

４.祝福自己，祝福他人！ 

 

保守心（注意思想想什么） 

保守口（注意口说什么） 

 

智慧人的口（光明） 愚昧人的口（黑暗） 

说智慧话语 说残暴话语 

赐生命的泉源 仇恨的根源 

爱遮盖罪 挑启纷争 

积存知识 拒绝学习 

接受责备 拒绝管教 

生命之道：爱 走迷了路：恨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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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我们在爱中保守我们的心 

谦卑依靠圣灵学习神的话。 

定睛在同在的－恩主耶稣基督。 

寻求更深明白天父的爱。 

活出天父的孩子丰盛的、爱的生命。  

 

~~~~~~~~~~~~~~~~~~~~~ 

 

安德烈牧师 800 页的巨著 永恒的智慧  蒙福的生命  

箴言第 10 章（下） 

郑乙蒨传道 导读   06.09.2022 

 

箴言10：11 

11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口：是一口生命的泉源 - 释放生命。 

恶人的口：死亡的言语 – 发出死亡。  

 

通过听一个人的说话 - 认识他！ 

发出的是生命或死亡？ 

  

《箴言 18:21》生死在我们舌头的权下–让我们选择生命 

 

箴言10：18  

18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 

 

有什么解决方案？问题的根源－罪 

１. 没有罪的人，拿第一块石头砸下去。 

２. 接受神的爱，完全的饶恕和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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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选择活在爱，选择放下，选择饶恕。 

４.    祝福自己，祝福他人！ 

 

保守心（注意思想，在想什么） 

保守口（注意口，在说什么） 

 

箴言10：19 

19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你不需要与人分享一切， 

只说主告诉你，要你说的就够。 

 

我们的话语需要被约束。  

控制你的舌头，你就控制了你的生命。  

怎么控制？ 

 

 

箴言10：19 

19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说得越多，说错话的机会越大。  

聪明人多听少说 

 

如何不因所说的话而犯罪？ 

唯一可靠方法是： 

少说话 

 

 

智慧人：  无智慧： 

正确的时间  错误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错误的地点 

说正确的话  说正确的话 

产生益处  招惹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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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话，非常重要！ 

依靠圣灵，用神的智慧，更加重要！ 

 

箴言10：20-21 

20 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21 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这节经文是箴言 10:19-20 的完美后续） 

义人会使用言语的力量 - 来祝福人 

 

不需要那么害怕说错话（不要关注对错，那是律法）  

只需要意识到话语可能造成伤害！ 

所以要学习说祝福的话（在爱里说）。 

若能控制舌头，你就能成为祝福。 

 

恶人的口 – 无智慧；带来死亡。 

 

箴言 17：28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第一步：多学习，更新思想，少说话！ 

 

义人的口 - 像精选的银子，能教养多人； 

为自己带来荣誉，为他人带来益处， 

安慰、鼓励、造就人（智慧的证据） 

 

第二步：学习说正面的话！爱心的话！ 

 

箴言10：22  

 2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并非所有可以赚钱的方式 - 都是好的  

（不虔诚的方式致富会带来巨大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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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28:22   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提摩太前书 6:10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远离神：愁苦 - 不平安，疏忽家庭、健康… 

敬虔的富足：神在第一位！照他的话行事！ 

（家庭、工作、情绪、财务 – 各方面都健康）  

 

林后 9：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 - 加给你们， 

使你们 - 凡事 - 常常充足，能多行 - 各样善事。 

 

神在寻找忠心的管家 - 能照神的心意 

分配财务做神想要做的事 

 

箴言 10：22  

 2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神迹 祝福 

不配合神的智慧 配合神的智慧 

危机时期 平常时期 

暂时应对 恒常供应 

供应有限 丰盛有余 

 

箴言 10：23 

 23 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诗篇 14：1；53：1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 

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 

没有一个人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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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恶的人 – 目中无神！觉得恶事好玩！没关系！ 

与那样的人为友 - 必引入灭亡。 

 

智慧人–敬畏神！谦卑学习，看清邪恶后果 

与智慧的人同行 - 必活得兴旺！ 

 

智慧的人 – 敬畏神！敬畏神的话！ 

 

谦卑学习知识（欢喜快乐） 

谦卑寻求明白（喜乐有力） 

谦卑接受引导（感恩喜乐） 

 

与智慧的人 – 敬畏神的人 - 同行天路  

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充满盼望，越走越光明！ 

 

箴言10：24-25 

24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25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箴言 23：7  因为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恶人所惧怕的（思想人的话，口说出来）必临到。 

义人所渴望的（思想神的话，口说出来）必得着。 

 

谎言：跟随神/读神的话/服事神: 很闷/无聊/无趣… 

真实：圣灵开启属灵领域的丰盛 

认识神: 阿爸父、主耶稣: 明白真理/祝福满满 

 

恶人来去匆匆 / 短暂出现就迅速消失！ 

义人根基稳固 / 会持续祝福自己、祝福他人。 

 

马太福音 13:43   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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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短视：要思想看不见的永恒！ 

 

箴言10：26 

 26 懒惰人叫差他的人 如醋倒牙，如烟熏目。  

 

雇主雇用工人要有智慧： 

雇用懒惰的人 – 像直接喝醋，像烟熏到眼睛 – 受不了！ 

（令雇用他们的人 – 非常痛苦） 

 

雇用勤奋的人 – 要奖励勤劳的人！不奖励懒惰者！ 

 

安牧举例：看见一位来电脑部门应征工作者的穿着，样子 

（不修边幅是懒惰的表现） 

 

箴言10：27-28 

27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28 义人的盼望 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 必致灭没。 

 

箴言 4:10;  9:11;  10:27 

智慧（敬畏神）：会延年益寿。 

邪恶（不敬畏神）：会缩短寿命。  

 

敬畏神比饮食或运动重要得多 

 

恶人对未来： 活在惧怕中。  

10:24 恶人所怕的（心中定罪）必临到他 

 

盼望：积极正面的期待 

义人对未来（前面和永恒） 

有盼望：能够喜乐地期待。 

 

箴言10：29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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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55:22-23 

22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23  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人选择的结果）； 

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 

但我要倚靠你。 

 

作孽的人：目中无神。结局确定。 

 

尼希米记 8：10  明白神话语的喜乐是你的力量！ 

 

神的道（话语/应许）：是义人坚固保障和力量。（力量从神而来！ ） 

坚持配合神的话：走正路；神赐智慧、能力、指引 

最终一切都会成功/成就。 

神 - 是义人的避难所！ 

 

箴言 10：30  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圣经许多例子：义人遭受逼迫和殉道。 

世界许多例子：恶人兴旺发达！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不要短视）：  

无论今生遭受什么不公，未来都会得到伸张， 

现在的苦难无法与主奇妙的赏赐相比较（罗 8:18） 

 

 无论恶人在这世上看起来多么兴盛， 

将来面对审判将受到地狱永远的刑罚。 

 

我们深信： 

林前 2：12  活着跟随圣灵指引，能得神的恩惠 

约三 2 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像魂兴盛 

约 14：12  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神的真实同在： 

现今一直到永恒！期待永恒美好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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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10：31-32 

 31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  

32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恶人：说谎、诡诈的舌头。（不是现在割下舌头） 

《太 12：36-37》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所有说过的话：他人的是非，不恰当的笑话 

分离、陷害他人的话 – 要交账 

 

你真的相信吗？审判的日子 ： 

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 

 

义人：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主担当罪的处罚！ 

会使你想继续乱说吗？当然不会！ 

 

恶人：拒绝耶稣担当，自己接受处罚。 

快快转向耶稣吧！ 

 

义人说   恶人说 

神的话   人的话 

真理   谎言 

诚实、诚信   假见证 

智慧的话造就人   愚昧的话拆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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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的口（光明） 愚昧人的口（黑暗） 

说智慧话语 说残暴话语 

赐生命的泉源 仇恨的根源 

爱遮盖罪 挑启纷争 

积存知识 拒绝学习 

接受责备 拒绝管教 

使人喜乐、长寿 使人忧伤、短命 

 

复习：箴言 第 1-10 章 

敬畏神： 

1:7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始 

2:5     敬畏神，得以认识神  

3:7      敬畏神，远离邪恶 

8:13    敬畏神，恨恶邪恶 

9:10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 

10:27 敬畏神（保守口）使人长寿 

 

祷告圣灵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窍： 

更深认识天父 

明白天父：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怜悯与恩典。 

定睛：内住的恩主耶稣基督。 

谦卑依靠圣灵：控制口及行出神的爱。 

成为天父爱的管道：竭力与众人和睦！ 

成为主耶稣的: 爱与大能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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