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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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章（上）  

郑乙蒨传道 导读   13.9.2022 

善恶论   箴言 10:24-25,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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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耶和华的道 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  

30  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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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定心志 

高举神的话语为我生命的原则 

面对 >90% 以上的事 

都可以立刻下决定 

生活可以是轻省且得胜的。 

~安德烈·沃迈克~ 

箴言 11:1-6 善恶论 

11：1 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 

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 

 

欺诈的天平：占便宜，欺诈和盗取过于产品的价值。 

不诚信是主所憎恶的， 

诚信是主所喜悦的。 

 

建议：设定合理的价格 

例子：AW 买车（两个售车推销员都说给了最好的价钱） 

 

诚信 Integrity 

不诚信是主所憎恶的，诚信是主所喜悦的。 

世界方式：想赚取快钱，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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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小便宜，因小失大） 

神国方式：诚信为根基！稳固必胜！ 

 

箴言 11:2 

2 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我们的社会：拥抱并促进骄傲。（高举人的智慧） 

 

骄傲：撒旦入侵人的生命最大的管道！！！ 

高傲：在跌倒之前（箴言 16:18）。  

羞耻：是骄傲的结果。  

 

《彼前 5：5-9》  5…你们众人也 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8 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持续谦卑相信神的话） 

抵挡魔鬼(的谎言）… 

 

《彼前 5：5-6》  5…你们众人也 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骄傲：撒旦入侵人的生命最大的管道！！！ 

 

谦卑：抵御魔鬼和其破坏最有力的防御之一 

 

对神谦卑与抵挡魔鬼的经文排列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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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高举/坚持人的话、感觉、情绪 

 

谦卑：高举神的话 

过于任何人的话语或身体的感觉、情绪 

 

信徒应该立定心志： 

将神的话定为生命的准则 

~安德烈·沃迈克~ 

箴言 11:3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对比：正直和悖逆。任何对真理的歪曲或恶意的应用都是悖逆） 

 

诚信：圣经已设立的原则就是生活指南。 

主的话语引导我们的生活 

应怀着纯洁的心，遵循神话语的原则。  

 

安德烈：这一节也是我持守的生命原则！ 

神的话教导：诚信（做正确的事） 

若决心以神的话 - 定为生命的准则 

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寻问神吗？？？ 

要爱配偶吗？要饶恕吗？ 

要工作吗？要爱人吗？ 

每天需要读经吗？要祷告吗？ 

要传福音吗？ （可 16：15） 

 

其实以上这些问题圣经都已经有答案，反而需要神特别的引导才不做 

箴言 11:4 

4 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财富能完成的事非常有限（仅限物质层面）  

当然不能使人免于神的审判。  

但公义可以救人脱离死亡 

因此，公义应该比财富更重要 

（是指耶稣基督的拯救 - 赐神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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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1:5 

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箴言 11:3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主的旨意是什么？ 他旨意总是与他的话语一致。 

所以，决定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必会得到指导。  

 不要做任何违背他的吩咐的事。（太 7：12）  

 

恶人没有道德指南针。没有锚可固定在航向中。  

道德的不稳定会摧毁他们。  

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一瞬间到下一瞬间在做什么。 

箴言 11:3，5，6 

3. 正直人的纯正 - 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5. 完全人的义 - 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6. 正直人的义 - 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正直人的公义：做正确的事必得神的拯救（即使对自己不利）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正直人从神的话获得指导）  

 

所以，不敬虔的行为带来毁灭。  

敬虔的行为带来拯救， 

（这应该足以让任何人选择过敬虔的生活） 

 不敬虔的行为带来毁灭。  

在面对试探之前没有先做选择！ 

没有道德原则的规范！ 

试探来到时，就会容易被引诱而妥协！ 

 

那是绝对被打败的方程式！ 

Formular for Guarantee Mess up！ 

例子：驾车超速 - 怕被抓到罚款 – 紧张 

 

敬虔的行为带来拯救。 

在面对试探之前已经做了选择！ 

已经以神的话语和道德建立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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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育孩子的重要训练之一） 

 

试探来到时， 

你已经先站稳 – 已经决定了胜利！ 

例子：驾车不超速不怕被抓到 – 平静安稳 

箴言 11:7-11 善恶的结局 

7 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 

 

恶人也有许多期待和盼望。 

但是，最终达不到目的。 

 

相反，义人的盼望即使被延迟 

（有时领人心沮丧） 

但是，他们的渴望必定会成就。 

生命结束时必像生命树果实累累。 

箴言 11:8 

8 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 

 

宗教谎言：服事主必会受更多“苦难” 

世界实情：恶者寻找每个可吞吃的人。 

 

基督真理：撒旦已经被基督打败！ 

信徒在神的一边！坚持信靠基督必得胜有余！ 

 

圣经神拯救的例子：但以理和三个朋友 

以斯帖记，义人末底改和恶人哈曼 

 

箴言 11:9 

9 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不敬虔的人 Hypocrite：表里不一，两面人–当面说的（和态度）和背后说

的话不一样！ 

 

《太 18：15-17》如何处理冲突？ 

1. 若不当面对对方说，不可以向任何人说。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安牧箴言导读：11章（上、下） 

 6 

（也不是对对方说了，就可以背后说令他人产生消极看法的话） 

2. 拒绝口舌的犯罪：拒绝被冒犯，饶恕和祝福对方！ 

 

箴言 11:10 

10 义人享福，合城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 

 

这在现今的社会不一定正确！ 

媒体鼓吹邪恶不道德的事，为邪恶的事欢呼！ 

人为短暂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 

甚至打压正义道德的事！ 

 

但是，有道德原则的社会，义人被高举！ 

最重要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站在神面前！ 

 

箴言 11:11 

11 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 

 

话语的力量《箴言 18:20-21 》 

恶人是社会问题之一：恶人的口毁灭城市。 

若恶人执政掌权：造成许多人为的灾难 。 

神爱罪人，但是恨恶邪恶！（我们也一样） 

 

义人执掌政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之一。 

基督徒应该关心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你真的相信神吗？审判的日子 ： 

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谨慎生活！ 

恶人：拒绝耶稣担当，自己接受处罚。 

快快转向耶稣吧！ 

义人：接受耶稣为救主和 

尊耶稣为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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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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章（下）  

郑乙蒨传道  导读    20.9.2022 

箴言 11:12-14 保守口 

11：12 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你对邻舍（身边的人）的不满：藐视 

看不起他人的言行或者举止，而在言语上败坏他人！ 

 

罗马书 2：1-4   你需要闭嘴。 

1 你这论断人的…无可推诿。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定自己的罪； 

因你…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2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3…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4 还是你藐视他 

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箴言 11:13 

13 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恶意的流言蜚语。配合魔鬼！ 

你不应该什么都透露出来。 

不要他人说，就不要说出来。 

耶稣说，人是不可靠的。 

 

诚信的人，遮盖他人的软弱。看他人的强处！ 

神要我们互为肢体，互相帮助！ 

 

圣经关于责备管教的平衡： 

提前 5:20 – 20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利未记 19:17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 

 

箴言 10:12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安牧箴言导读：11章（上、下） 

 8 

箴言 17:9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 

 

箴言 11:14 

14 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 

 

箴言 24:6  

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 

 

圣经例子：犹大国王罗波安 

选择拒绝年长的忠告，选择年轻朋友的坏主意。 

 

你需要与聪明、有智慧、敬虔的人在一起。 

你必须听取好的（有爱的）建议。 

箴言 11:15-16 

15 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 

 16 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 

不要承担其他人的债务。 

有恩慈德行的女人，会赢得荣誉。 

比较：强壮的男人获得财富   VS  恩德的女人获得荣誉。  

（当时的文化，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在市场上工作） 

（就像男性努力创造财富一样） 

告诫女性：恩慈德行，带来荣誉 

  

箴言 11:17-18 

 17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  

18 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 

 

恶人：不爱护自己，凭诡诈所得到的不实在。 

（配合魔鬼，付代价，工价就是死！） 

 

仁慈：爱护自己，才会爱护身边的人。 

凭爱心所得到的是实在，各个领域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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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1:19-20 

 19 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20 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神所喜悦。 

 

心中乖僻：虚假或扭曲 。 假冒为善者。  

主憎恶虚假： 称文士和法利赛人为假冒为善者（太 23）  

 

神喜悦正直：在新约，讨神喜悦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正直， 

而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希伯来书 11:6）， 

我们相信在他的爱子里被接纳（以弗所书 1:6）。 

在基督里的公义-我们里面-拥有他的生命 

 

箴言 11：21 

21 恶人虽然连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 

  

恶人无论多么团结 - 将受到惩罚。  

最后的审判是确定的 - 没法逃脱。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义人终会被拯救。 若在今生没有得到拯救（逼迫）， 

在永恒中，所遭受的所有委屈都会得到补偿和平反！ 

无论如何 – 选择做正确的事 

箴言 11：22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 

给猪戴首饰并不能改变它是猪。 

世界褒扬人的外表， 

但神褒扬人的内心。 

 

彼前 3:4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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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1：23 

  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致干愤怒。  

这经文不是说恶人想要得到愤怒。  

但邪恶的最终结果只是神的愤怒。 

这是对恶人的严厉警告。 

 

义人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义人最终必得从神来的好处。 

这是对义人的安慰。 

箴言 11：24-26 

24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25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26 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为什么会贫困？（农民种下种子才能有收获)  

1. 吝啬：扣留/拒绝种下种子：不可能有好收获！ 

拒绝/不舍得 - 花钱帮助人(不种下财务的种子）。  

2.屯粮不卖的 – 想赚灾难财 - 会被人诅咒。  

 

情愿出卖粮食的 – 为人着想 - 人必为他祝福。 

 

《财务管家》钱财是神的钱 

不会发出去 - 只会自己享用 – 是恶奴才！ 

 

我们只是管家：管家的工作 – 按时侯分粮 

我们必须是 - 神忠心的管家 

箴言 11：23-26 

24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25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26 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如何财务兴盛 How to Prosper ？ 

1. 好施散 – 会给予（种财务的种子）神可以给予更多。 

2. 好施舍 – 会祝福（种财务的种子）会得到更多祝福。 

照顾别人的人会得到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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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愿出卖 - 用资源造福他人（种财务种子）。 

 

分享主所赐的，会得到别人的祝福。 

 

农民提供种子才能获得。 扣留/拒绝给予应得的东西/种子会导致贫困。  

那些不花钱/用钱财播种的人会比那些花钱播种的人更糟/过的不好。 

第 26 节：囤积居奇的人会被人诅咒。  

 

箴言 11：27-28 

27 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  

28 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义人必发旺如青叶。 

 

寻求作恶的人 - 将得到 - 他们给予他人的。 

 

种下恶的种子：生恶的树， 

结出恶的果子（诅咒）（人的选择的结果） 

1. 贫穷：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2.病痛：扰害己身。 

魔鬼想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不会自动产生！他需要人选择放弃神的

话！他需要人选择配合他的谎言！ 

 

神已经祝福了人 

祝福也不会自动成就！ 

人必须选择配合神的话。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 6:7） 

 

拥有财富并没有错； 但把信靠放在财富上是错误的。 

 

寻求作恶的人将得到 - 他们给予他人的。 

向人行善的人，会得到神和人的恩宠。 

 

神要求信徒学习从十一奉献， 

接受教导和训练 - 信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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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神的人   对比    依靠财富的人  

依靠财富的人  并不是  真正的认识神。 

 

《路 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可 10:29-30》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 

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  

30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 

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箴言 11：29   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   

一个人怎么会给自己的家庭添麻烦？ 

1. 贪图财物，会扰乱自己的家。（箴 15:27）  

2.残忍的，扰害己身。（箴 11: 17） 

 

财务祝福来自于父神：而不只是靠自己的努力。 

（能看见而感恩，会数算恩典而赞美） 

善待每一个人 - 尤其是你的家人。  

（优先更好地对待家人，比对待任何人更好） 

 

箴言 11：29 … 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   

 

怎么样的人是愚昧人？  

1. 否认神存在（诗 14:1 和 53:1）。  

2. 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陈述）。（箴 10:18）  

3. 藐视父亲教训。（箴 15:5 ） 

4. 不喜欢学习/聪明。 （箴 18:2） 

5. 心中自以为是的。（箴 28:26） 高举自己的智慧。 

6. 隐藏怨恨的。（箴 10:18）  

7. 拒绝领受责备/纠正。（箴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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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1：30-31 

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31 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公义：栽种在神的公义 – 生出生命树。 

生命树：果子是生命和平安。 

 

有智慧的： 

带领他人领受神的公义 和 得到永生的人 

 

你将收获你所播种的 – 谨慎选择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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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平安喜乐、 

长寿 

使人忧虑忧伤、 

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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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