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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箴言主题：

人与神的关系：主导 - 人与人的关系
内心：主导言行。
言行：造成后果。
（好或坏，生或死）

（影响魂与身体的健康或败坏）

与神的关系必须放在第一位



箴言16:1 心中的谋算(预备)在乎人，

舌头的应对（行事）由于耶和华。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heart belongs to man,

But the answer of the tongue is from the Lord.

预备在先 Preparations come first!

煮一餐饭食：要先预备食材！

活出丰盛生命：要先预备心！

做任何选择（行动）：要先老早已经思量结果（后果）！

防备邪恶的唯一方法：立定心志跟随主，依靠主！



圣经例子：历代志下11-12章 罗波安王的故事
没有立定心志跟随神而行恶！

以色列国 在所罗门王的儿子 罗波安手中 分裂为南北国：
11:16 凡是立定心志寻求神的，

都继续在耶路撒冷祭祀列祖的神。

12:1-2 罗波安强盛的时候，就离弃神…
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得罪了耶和华。

12:14 罗波安行恶，因为他不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
He did not prepare his heart to seek the Lord.



我不知道有谁早上起来说：“我想我今天要离弃主了。”
没有人就因此会立即离开主。但确实很多人没有刻意寻求主。
他们让今生的忧虑占据了心思，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

不准备就是准备失败。
每个人都是从不寻求主开始的：

因此，继续寻求主，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

学习神的话：每个领域 – 人际关系、工作、婚姻…
谋算清楚！立定心志！谦卑跟随！

持守起初的爱心！忠心！一直到见主面！



16:2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醒悟：无完美的人！世人都亏缺神的荣耀！（罗3：23）
记得：神的恩慈是领人谦卑悔改！神爱你！（罗2：4）

撒母耳上16:7 人看外表（行为），神看内心（动机）
若只从自己的角度看事物（不顾他人的看法）- 自私骄傲！

必定会产生错误、误解、冲突。

持续 以神的话 且与 在光明中的圣徒为同伴：
脚前的灯明亮 – 照亮黑暗面！



16:1-3 1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3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坚立）。

《林前10:12》 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
没有人是超越试探的！要谨慎！要谦卑！

所说所做 – 聚焦：与【主】同心同行 – 行【主】旨意
谦卑：让【圣灵】引导、指正、帮助

只有一种结果：必定成功！



16:4 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很好！（创世记 1）
神给人：选择的权力 - 人选择 - 善或恶。

罗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那些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

腓 2：10 每个人总有一天要谦卑站在至高神面前。

神能够使用恶者所做的，使神得荣耀！



16:6 因怜悯、真理，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8 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
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11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法码都为他所定。

跟随神指引的脚步！行神所喜悦的事！
公平公义！远离恶事！

敬畏神：因他的怜悯，耶稣基督带来 - 恩典与真理！
永远要感恩：铭记 - 神救赎了我们的恩惠！



神的生命！舌头应对！生命果效！
15:3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

16:12 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
16:13 公义的嘴唇，王喜悦；说正直话，王喜爱。

16:14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16:15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像春云时雨。

并非所有君王领袖都喜爱公平公义的嘴唇。
敬畏神，公义的君王领袖，喜爱公平公义！



神的生命！舌头应对！生命果效！
17:20 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

17:27 节制言语的有智慧，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彼前 2:13，17》 13 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每一个条例。
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 神，尊敬君王。

需要神的智慧 – 圣灵引导应对！
谦卑，谨慎言行！（舌头不招惹是非）
谦卑，尊敬权柄！（节制言语尽本分）



保生命 13:3 谨守口 – 得保生命
14:27 敬畏神 – 是生命的泉源

15:4 温良的舌 – 是生命树
16:17 谨守己路 – 保全生命

16:24 良言 – 使心甘甜，骨得医治

可11：23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谨慎口舌 – 改变生命方向！
不说你看见的问题！说你要的应许！

口出良言 – 使心甘甜，也祝福了自己的健康！



17:22 喜乐的心 – 乃是良药；忧伤的灵 – 使骨头枯干
18:14 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
18:21  生死 – 在舌头权下，搬弄口舌，必吃其果
提前 4:4-5 。 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
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希13:9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
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饮食活动- 感恩喜乐的心 – 感谢领受进行！



16: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虽然连手，他必不免受罚。

骄傲：自我中心，举荐自己，只为己利。
虽然联手，也必受罚！

《箴言6:17-19》 神所憎恶：《同一类》
骄傲、撒谎、害无辜、谋恶计、酗酒乱性贪婪、布散纷争！

骄傲的解药：蒙蔽的心窍被打开！
看见：骄傲必败！



箴言不断提醒警告：骄傲的危险！

16:18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问题：生命哪一个领域被攻击？被败坏？为什么？

答案：在那个领域：只依靠自己，不靠神的智慧和力量！

谦卑认罪悔改：“主啊，我看见我的错误了：我只靠自己；
我骄傲，没有寻求你的指引！请饶恕我的过错！请帮助我！

不要再以受害人自居，不要再说，“都是别人的错！”
绝对真理：骄傲必败！应对方法：聚焦耶稣！



箴言警告：骄傲的危险：纷争！ 13:10 纷争只因骄傲！
17:14 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16:18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18:12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这是好消息：
看见 - 纷争失败 - 问题所在！
就可以 - 认罪悔改 - 转向神！

谦卑寻求神的帮助，让神翻转局面得回尊荣！



发怒：不能控制情绪？愚昧的人！
14:17 轻易发怒的 行事愚妄，…14:29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 大显愚妄。 15:18 暴怒的人 挑起争端，忍怒的人 止息纷争。

16:32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制伏己心的 强如取城。

魔鬼的谎言：“我无法控制！” 神的真理：靠主我能！
对魔鬼的诡计（制造纷争分裂）：说：NO！不！

NO！不！我不配合纷争！我不提供弹药！
加 5：16  顺着圣灵，就不配合血气！
让圣灵掌管我们！配合爱我们的主！



贿赂 – 礼物
15:27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17:8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17:23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

18:16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钱财：中性。
贿赂、受贿赂：负面动机 - 贪财、利己、偏心
礼物、受礼物：正面动机 – 分享、利他、和睦



谨慎选择同伴的重要性！
《林前15:33》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败坏善行。

13:20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做伴的必受亏损。

17:9 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17:17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

18:24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彼前4:8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真爱，恨恶罪！

爱是：不曝光他人的罪！但不纵容罪！

爱是：耐心守候！永不放弃！（黄金法则）



17:13 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17:15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17:26 刑罚义人 为不善，责打君子 为不义。
18:5 瞻徇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

加拉太书6：7     撒种与收割的天国定律
以恶报善 – 种恶种子，必定收 祸患恶果，延及家人。
行善的人 – 种好种子，必定收 祝福好果，恩及家人。
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 ；偏袒恶人，对义人不公 ：

神恨恶：不公不义的事！必受刑罚！



18:10 耶和华的名 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
11 富足人的财物 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富有的人，依靠财富，以为可靠！

约16:24 向来你们没有 奉我的名求 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 喜乐可以满足。

“天父，因为耶稣所作成的，因为我在基督里，
我现在因着耶稣来领受这个应许。

感谢你赐下帮助及将它成就”（神的供应是恩典）

凭着耶稣所作成的 及 对天父的诚信和慈爱的信心



箴言 16:33  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
18:18 掣签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

旧约：平息争论的一个方式 – 掷签。

新约：没有看见用掷签来下判断了。
圣灵引导 – 让圣灵掌权！

约14:26; 16:13 

圣灵指教一切事！圣灵指教一切真理！



箴言 18:13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18:15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18:17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

用耳和心来听：要先听完，且听双方。
不要还未听就先下定论。

知道知识（有知识）明白知识（有聪明）善用知识（有智慧）

不匆忙下定论，避免犯下错误。
讨论或请属灵成熟者指导 - 提供另外一面的看见



箴言 18：19 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
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闩。

、

关系改变：原因之一是忙碌；不维系会变质！
（魔鬼的谎言：他很忙的，不要打扰他！）
维护关系：非常重要！要费心思和力量培养！

魔鬼专长：抵挡合一的关系！制造纷争分裂！
结怨分裂：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自我中心！

应对方法：基督中心！饶恕接纳过错。交托给主！
选择行在爱与合一！拒绝被冒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