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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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章  

郑乙蒨传道 导读   4.10.2022 & 11.10.2022 

 
种什么就收什么！ 

（加拉太书 6:7） 

天国定律：撒种和收获  

 
第 12 章  主题式查圣经： 

（一）人心接受或拒绝 管教 

（二）人心 思想 良善或邪恶 

（三）言语 带来 生命或死亡 

（四）行动：勤劳 对比 懒惰 

 
第 12 章    （一） 人心接受或拒绝管教  

 
1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15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愿意接受管教 – 接受纠正的人 

能够继续学习 – 继续增长智慧 

 
箴言 12:1 

1.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 

（希伯来文：畜类，指的是愚昧） 

  
喜爱管教/指正    对比    憎恨管教/指正 

    喜爱知识      对比     不喜爱知识 

     有智慧       对比       是愚昧。 

 
不喜爱更深入学习和明白神的话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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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被责备、被纠正！黑暗不喜爱光！ 

 
挖掘神的话语里面的宝藏 – 是有智慧的！ 

 
箴言 12:15 

15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自己 – 永远都是对的。 

认为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 是傻瓜！ 

 
有智慧的人 

肯谦卑学习神的话，愿意寻求， 

看见真理，愿意快快更新心意。 

 
第 12 章  （二）人心  思想  良善  或 邪恶 

 
箴言 23：7  人心怎么思想，为人就会怎么样 

 
“思想什么”  非常重要！ 

 
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 

我有基督的心思意念！ 

I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林前 2：16》 

 
箴言 12:2 

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神必定他的罪。 

 
箴言 8:35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专心寻求 – 更认识神 – 有神的知识 – 有神的智慧 

没有神的智慧 - 不可能行出真正的善 

例子:保罗 Paul Milligan (前安牧事工 CEO 总裁)神的恩宠使超自然的事发生 

 
箴言 12:3，7 

3 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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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恶人倾覆，归於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 

 
撒种和收割 - 属灵定律（Spiritual Law） 

行恶，暂时的好处 – 最后必得恶果 

行善，暂时无好处 – 最后必得善果 

 
需要有远见 - 决心永远按照 - 爱的真理行事！ 

 
安牧例子： 

早年事工，面对试探：譬如有人背后说他人是非，让自己的事工快点得益

处；但是，从神的话语看见神的警告而警醒！ 

他下定决心： 

1. 以敬畏神的态度 - 服事神 

2. 以爱人的态度 - 祝福人 

长远的果效： 

得神的恩宠和祝福 - 神的提拔而高升 

 
箴言 12:4 

才德的妇人 - 是丈夫的冠冕； 

贻羞的妇人 - 如同在他丈夫骨中的朽烂。 

 
神设立婚姻：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创世记 2：18） 

丈夫应该更多珍惜妻子对家庭的贡献！（荣耀冠冕） 

 
妻子若自己没有从神领受爱和能力，无法帮助丈夫！ 

从丈夫，得不着爱的供应而对丈夫不满： 

心中充满苦毒：抱怨、争吵（丈夫骨中的朽烂） 

 
是否多年为丈夫祷告没有果效？ 

 
姐妹见证：多年一直祷告：向神投诉丈夫的问题 

请神改变丈夫能够更爱主。 

神说：你停止为丈夫祷告，你祷告自己先改变！ 

你依靠我对你的爱 - 去爱你的先生！ 

他要通过你 - 来经历我的爱！ 

 
他一定会被 - 我通过你的爱 - 感动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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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说：祝福丈夫的话 – 说你要的！ 

 
箴言 12:4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对待配偶的态度很重要 

夫妻 – 互相珍惜对方 - 对家庭的贡献（数算恩典） 

 
才德的妻子：敬畏神！过敬虔的生命 

要尊荣和尊重丈夫，成为他的祝福！ 

超过自然人能做到，必须依靠圣灵！ 

 
妻子：要作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丈夫：要珍惜、看顾、爱护你的冠冕！ 

 
箴言 12:5-6 

5  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 

6  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 

 
人怎样思想 - 就成为怎样的人。（箴 23：7） 

心中充满的 - 口里就说出来。（太 12:34-35） 

 
恶人：想诡计（计谋、操纵、谎言） 

义人：想公义（公平、诚信、真理） 

 恶人：想恶的 – 说出恶的（种子），错误的话。 

义人：想好的 - 说的好的（种子），正确的话。 

 
神必拯救义人脱离 - 恶者的诡计和攻击。 

 
箴言 12:8 

8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短期：看来好像不是这样 – 因为世界颂赞邪恶! 

长远：人必按心中的智慧 - 被神和被义人称赞！ 

 
即使今生看不到，还有天上交账和永恒奖赏。 

太 25:21，23   神称赞良善和忠心的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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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得：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神会给智慧人恩宠和兴旺。 

 
箴言 12:9-10 

9  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 

10  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不要假装，要真实：有钱不必炫耀，外表不是最重要。 

贫穷不必装成有钱，不要以外表欺骗他人。 

  
义人，虔诚人是不会虐待动物，会以仁慈对待。 

 
安牧：认为自己是义人、虔诚人，善待动物， 

却强烈高举堕胎的自由的人，要三思！ 

不论对待动物或人，残忍是邪恶的。 

 
箴言 12:12 

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 

 
恶人结坏果（被偷窃、杀害、毁坏） 

义人结好果（得生命、平安） 

 
人所种的，结果一定会回到生命中。 

 
加拉太书 6:7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麽，收的也是什麽。 

 
箴言 12: 20-21 

20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21 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 

There shall no evil happen to the just:  
but the wicked shall be filled with mischief. 
 
约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诗篇 34:19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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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看永恒。最终结果：你会赢。 

不是说义人没有困难或苦难，好人有时会被逼迫，被人诬赖。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第 12 章 主题式查圣经： 

（一） 人心接受或拒绝 管教 

（二）人心思想 良善或邪恶 

 
（三）言语 带来 生命或死亡 

 
箴言 12:13-14 

13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 

14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 

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 

 
恶人因自己的嘴所说的谎言，自己被困住。 

义人的口释放生命，祝福人，也祝福自己。 

 
说话如播种：话语是种子。会结出果实。 

种纷争分裂的话：就收纷争分裂的下场。 

 说宽容良善的话：产生宽容良善的收成。 

  
箴言 12:15-16 

15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16  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 

 
不肯听劝告的人：一听就发脾气，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愚昧人。 

听到不顺从他的话：就发脾气！乱说话！ 

就发怒就发作：立刻就说什么，是愚昧人。 

愤怒中说的是配合魔鬼：伤害人的话！ 

（（闭口！！！）） 

 
智慧人 – 快快听，慢慢说，慢点反应， 

会先思想，会听劝告 - 不一定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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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会接纳他人 -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箴言 12:17，19 

17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 

19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认为说出真相，害怕对方拒绝真相或拒绝你，而不说： 

你自己为对方选择 - 拒绝了真相。 

 
应该给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让他自己选择：有接受或拒绝的权利！ 

 
即使谎言暂时有益，真理永远坚立！ 

即使需要付代价，义人也会说真话！ 

 
箴言 12:18 

18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无智慧 - 心诡诈！自我中心！ 

说话不考虑他人的想法 - 伤害人！内伤！ 

朋友贵在诚信，失去诚信，失去友谊！ 

 
用智慧 - 用爱心，为人利益着想！ 

说真理 - 医治人，心喜乐！ 

 
箴言 12:22-23 

22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23 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箴言 12:22 

更加重要的是 - 神怎么看你！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谎言：欺骗，夸大，违背真理，假见证 – 对神的不敬 

 
《太 12：34，36-37》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康惠健康中心资料库   安牧箴言导读：12章（上、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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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要为说的每一个字交账！ 

每个人将站在神面前 - 为所说的每一个字交账！ 

醒悟这真理 – 使我们警醒说话 - 免得将来羞愧！ 

 
期待站在爱我们的神面前 – 欢喜快乐 ！ 

活在真理 – 我们现在就 - 有平安有和睦！ 

 

箴言 12:23 
23 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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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 1：19-20》 

19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20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 神的义。 

 
通达的人 – 有智慧的人 - 不会对所有事情都发表意见。 

 

箴言 12:25 

  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每天的金句~ 

 
种什么就有什么收成： 

一句恶言，使心忧伤，沮丧，压抑 

 一句好话，使心欢喜，振作，提升 

人心忧伤：消极、沮丧、压抑 - 低头弯腰！ 

 一句好话：称赞、鼓励、感谢 - 心欢喜振作！ 

 
每天若只是消极：找问题、找错误、找麻烦！ 

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散播正能量： 

给身边的人一句称赞、鼓励、感谢的话！ 

《黄金法则 太 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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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对待别人（种种子）， 

也会得到别人这样对待我们（收果子）。 

 
第 12 章 主题式查圣经： 

（一） 人心接受或拒绝 管教 

（二）人心 思想 良善或邪恶 

（三）言语 带来 生命或死亡 

 
（四）行动：勤劳对比懒惰 

箴言 12:11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工作就必有收获： 

《帖后 3:10》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社会福利（溺爱）：若变成鼓励人懒惰，不做工，是邪恶的。 

神无法使“零蛋” 倍增。 

 
工作就必有收获和祝福： 

神天国赐福的原则是：祂赐福在你的积蓄、工作、事业、耕耘上 

《申 28:8》  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 

神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 

  
箴言 12:24，27 

24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 

27  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财务兴盛的公式：勤劳（长远）必被提升，掌权。 

财务贫乏的公式：怠惰（短视）必被败坏，垫底。 

 
《路 16:10-13》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神想要你在小事上忠心（照顾好托付给你的） 

才能将更大更多的交托给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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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2:27 

27  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神创造的每个人都有才干！有成功的潜能！ 

 
贫穷的人：思想里贫穷， 

看不见所拥有的 和 机会！没有借口！ 

 
成功的人：思想可能性， 

看见所拥有的 和 注意寻见机会！ 

 
箴言 12:26 

26 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 

 
受试探 - 作恶 – 比较容易（要小心） 

受试探 - 行善 – 比较困难（要决心） 

 
生活不节制而身体生病， 

犯罪失败（恶道，很容易走迷失） 

 
生活要节制而身体健康， 

公义得胜（义路，靠耶稣前进） 

 
箴言 12:28 《结论》 

28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创世记 2：17》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灵的死亡） 

 

    属灵的死亡：与神隔离！产生消极的情绪： 

      1. 没有爱心 – 充满惧怕 Fear 

      2. 没有平安 – 充满定罪 Condemnation 

      3. 没有喜乐 – 充满忧郁 Depression 

      4. 没有感恩– 充满愤怒、苦毒 Anger & Bitterness  

      5. 没有盼望 – 充满伤痛 Sa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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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12:28 《结论》 

28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约翰福音 14：6》耶稣说： 

「我是 (I AM)：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基督里 - 公义的道 – 认识生命的主 ！ 

到父那里 – 父子关系 - 认识天父得永生！ 

 
大家互助互勉 -  一直到荣耀见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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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12:2 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神必定他的罪。  箴言 8:35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专心寻求 – 更认识神 – 有神的知识 – 有神的智慧 没有神的智慧 - 不可能行出真正的善 例子:保罗 Paul Milligan (前安牧事工CEO总裁)神的恩宠使超自然的事发生
	箴言12:3，7 3 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7  恶人倾覆，归於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  撒种和收割 - 属灵定律（Spiritual Law） 行恶，暂时的好处 – 最后必得恶果 行善，暂时无好处 – 最后必得善果  需要有远见 - 决心永远按照 - 爱的真理行事！
	安牧例子： 早年事工，面对试探：譬如有人背后说他人是非，让自己的事工快点得益处；但是，从神的话语看见神的警告而警醒！ 他下定决心： 1. 以敬畏神的态度 - 服事神 2. 以爱人的态度 - 祝福人 长远的果效： 得神的恩宠和祝福 - 神的提拔而高升
	箴言12:4 才德的妇人 - 是丈夫的冠冕； 贻羞的妇人 - 如同在他丈夫骨中的朽烂。  神设立婚姻：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创世记2：18） 丈夫应该更多珍惜妻子对家庭的贡献！（荣耀冠冕）  妻子若自己没有从神领受爱和能力，无法帮助丈夫！ 从丈夫，得不着爱的供应而对丈夫不满： 心中充满苦毒：抱怨、争吵（丈夫骨中的朽烂）  是否多年为丈夫祷告没有果效？  姐妹见证：多年一直祷告：向神投诉丈夫的问题 请神改变丈夫能够更爱主。 神说：你停止为丈夫祷告，你祷告自己先改变！ 你依靠我对你的爱 - 去爱你的先生...
	箴言12:4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对待配偶的态度很重要 夫妻 – 互相珍惜对方 - 对家庭的贡献（数算恩典）  才德的妻子：敬畏神！过敬虔的生命 要尊荣和尊重丈夫，成为他的祝福！ 超过自然人能做到，必须依靠圣灵！  妻子：要作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丈夫：要珍惜、看顾、爱护你的冠冕！
	箴言12:5-6 5  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 6  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  人怎样思想 - 就成为怎样的人。（箴23：7） 心中充满的 - 口里就说出来。（太12:34-35）  恶人：想诡计（计谋、操纵、谎言） 义人：想公义（公平、诚信、真理）  恶人：想恶的 – 说出恶的（种子），错误的话。 义人：想好的 - 说的好的（种子），正确的话。  神必拯救义人脱离 - 恶者的诡计和攻击。
	箴言12:8 8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短期：看来好像不是这样 – 因为世界颂赞邪恶! 长远：人必按心中的智慧 - 被神和被义人称赞！
	即使今生看不到，还有天上交账和永恒奖赏。 太25:21，23   神称赞良善和忠心的仆。
	要记得：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神会给智慧人恩宠和兴旺。
	箴言12:9-10 9  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 10  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不要假装，要真实：有钱不必炫耀，外表不是最重要。 贫穷不必装成有钱，不要以外表欺骗他人。   义人，虔诚人是不会虐待动物，会以仁慈对待。  安牧：认为自己是义人、虔诚人，善待动物， 却强烈高举堕胎的自由的人，要三思！ 不论对待动物或人，残忍是邪恶的。
	箴言12:12 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  恶人结坏果（被偷窃、杀害、毁坏） 义人结好果（得生命、平安）  人所种的，结果一定会回到生命中。  加拉太书6:7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麽，收的也是什麽。
	箴言12: 20-21 20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21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 There shall no evil happen to the just:  but the wicked shall be filled with mischief.  约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诗篇34:19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我们需要看永恒。最终结果：你会赢。 ...
	第12 章 主题式查圣经： （一） 人心接受或拒绝 管教 （二）人心思想 良善或邪恶  （三）言语 带来 生命或死亡
	箴言12:13-14 13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 14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 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  恶人因自己的嘴所说的谎言，自己被困住。 义人的口释放生命，祝福人，也祝福自己。  说话如播种：话语是种子。会结出果实。 种纷争分裂的话：就收纷争分裂的下场。  说宽容良善的话：产生宽容良善的收成。
	箴言12:15-16 15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16  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  不肯听劝告的人：一听就发脾气，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愚昧人。
	听到不顺从他的话：就发脾气！乱说话！
	就发怒就发作：立刻就说什么，是愚昧人。
	愤怒中说的是配合魔鬼：伤害人的话！
	（（闭口！！！））  智慧人 – 快快听，慢慢说，慢点反应， 会先思想，会听劝告 - 不一定赞同； 但是，也会接纳他人 -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箴言12:17，19 17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 19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认为说出真相，害怕对方拒绝真相或拒绝你，而不说： 你自己为对方选择 - 拒绝了真相。
	应该给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让他自己选择：有接受或拒绝的权利！
	即使谎言暂时有益，真理永远坚立！
	即使需要付代价，义人也会说真话！
	箴言12:18 18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无智慧 - 心诡诈！自我中心！ 说话不考虑他人的想法 - 伤害人！内伤！ 朋友贵在诚信，失去诚信，失去友谊！  用智慧 - 用爱心，为人利益着想！ 说真理 - 医治人，心喜乐！
	箴言12:22-23 22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23 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箴言12:22
	更加重要的是 - 神怎么看你！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谎言：欺骗，夸大，违背真理，假见证 – 对神的不敬  《太12：34，36-37》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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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要为说的每一个字交账！
	每个人将站在神面前 - 为所说的每一个字交账！
	醒悟这真理 – 使我们警醒说话 - 免得将来羞愧！
	期待站在爱我们的神面前 – 欢喜快乐 ！
	活在真理 – 我们现在就 - 有平安有和睦！
	箴言12:23 23 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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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1：19-20》 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　神的义。
	通达的人 – 有智慧的人 - 不会对所有事情都发表意见。
	箴言12:25   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每天的金句~  种什么就有什么收成： 一句恶言，使心忧伤，沮丧，压抑  一句好话，使心欢喜，振作，提升
	人心忧伤：消极、沮丧、压抑 - 低头弯腰！
	一句好话：称赞、鼓励、感谢 - 心欢喜振作！
	每天若只是消极：找问题、找错误、找麻烦！
	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散播正能量：
	给身边的人一句称赞、鼓励、感谢的话！ 《黄金法则 太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我们这样对待别人（种种子）， 也会得到别人这样对待我们（收果子）。
	第12 章 主题式查圣经： （一） 人心接受或拒绝 管教 （二）人心 思想 良善或邪恶 （三）言语 带来 生命或死亡  （四）行动：勤劳对比懒惰
	箴言12:11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工作就必有收获： 《帖后3:10》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社会福利（溺爱）：若变成鼓励人懒惰，不做工，是邪恶的。 神无法使“零蛋” 倍增。
	工作就必有收获和祝福： 神天国赐福的原则是：祂赐福在你的积蓄、工作、事业、耕耘上 《申 28:8》  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 神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
	箴言12:24，27 24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 27  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财务兴盛的公式：勤劳（长远）必被提升，掌权。 财务贫乏的公式：怠惰（短视）必被败坏，垫底。  《路16:10-13》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神想要你在小事上忠心（照顾好托付给你的） 才能将更大更多的交托给你管理。
	箴言12:27 27  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  神创造的每个人都有才干！有成功的潜能！  贫穷的人：思想里贫穷， 看不见所拥有的 和 机会！没有借口！  成功的人：思想可能性， 看见所拥有的 和 注意寻见机会！
	箴言12:26 26 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  受试探 - 作恶 – 比较容易（要小心） 受试探 - 行善 – 比较困难（要决心）  生活不节制而身体生病， 犯罪失败（恶道，很容易走迷失）  生活要节制而身体健康， 公义得胜（义路，靠耶稣前进）
	箴言12:28 《结论》 28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创世记2：17》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灵的死亡）      属灵的死亡：与神隔离！产生消极的情绪：       1. 没有爱心 – 充满惧怕 Fear       2. 没有平安 – 充满定罪Condemnation       3. 没有喜乐 – 充满忧郁 Depression       4. 没有感恩– 充满愤怒、苦毒 Anger & Bitterness        5. 没有盼望 – 充满伤痛 Sadness
	箴言12:28 《结论》 28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约翰福音14：6》耶稣说： 「我是 (I AM)：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基督里 - 公义的道 – 认识生命的主 ！ 到父那里 – 父子关系 - 认识天父得永生！  大家互助互勉 -  一直到荣耀见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