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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主题：
人与神的关系：主导 - 人与人的关系

箴言目的：
不断认识神，与神有更深的关系，
更真实和丰富的活出神的生命！

所有标准，是神的标准 - 神自己也遵行！

新约: 耶稣完美地彰显了神 – 从耶稣看见神！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改变人的心！
他能够塑造人，使人成为他要的样式！

但是，他给了人自由选择的特权

申30：19-20
19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20且爱耶和华－你的 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特权
神的主权？

神掌管每个人的心吗？
神允许邪恶权势伤害人吗？

人完全能够选择 - 拒绝神而偏行己路！

神要引导赐福每个人 – 在基督里 – 丰盛生命
但是，他只能按照人与他配合的程度来进行！



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特权
你的主权！

爱你的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吗？
你选择让神掌管你的心吗？

你能够选择谦卑顺服神而行义路！

神赐圣灵引导 – 活出在基督里 – 新生命！
被圣灵引导的 - 配合神的话 – 神的儿子！



21：1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特权

水向低处流，找到水道。找阻力小的方向。

骄傲 – 高举自己的想法！自我中心！不听！

谦卑 – 高举神的话语！基督中心！听从！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典给谦卑的人 - 神引导！



2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撒母耳上16：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神说：
神非人，人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



2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耶利米书10：23
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神给人自由选择的特权
神不控制人的选择
神提供选择
人需要神的引导

神的智慧远远高过人的智慧！



2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诗篇37：3-5
3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4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5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箴言1：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神看人的心，人心的动机，提供超自然引导：
神的道 + 神的灵 = 指教我们一切的事！



21：3 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
21:27 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选择 行公义公平 对比 强调 献祭：赎罪
比较讨神的喜悦 比较不讨神喜悦

敬畏神 遵行神的话 行恶后 来献祭赎罪
行公义 行邪恶
神喜悦 神憎恶

新约：称义 旧约：赎罪



箴言21 财务必败之道（成功之道）
4恶人发达[b]，眼高心傲，这乃是罪。

5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6用诡诈之舌求财，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7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1. 骄傲 – 自我中心，不听劝言（谦卑）
2. 急躁 – 无耐心，不筹划（仔细筹划）
3. 说谎 – 虚空，不实在（信实稳固）
4. 强暴 – 不公，不义（公平公义）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roverbs+19-21&version=CUVMPS


箴言21 财务必败之道（成功之道）
13 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

17 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
20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5. 无怜悯（种子） – 得不着怜悯（果子）（好怜悯）
6. 爱宴乐 – 乱花钱 7. 好酒 – 无节制（节制）

8. 爱膏油 – 奢侈（节俭）

贫穷：出过于入！无计划！无储蓄！无投资！
无异象：民就灭亡！



问题：人不想失败！为什么许多人还是犯上同样的错？
答案：1.没有神圣的快速致富之道！

快速致富 – 快速飞走！
（不要将神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

2. 犯罪（谎言）的代价 - 是死亡！（罗6：23）

3. 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箴10：22）

好消息：从耶稣和十字架，神圣的交换，
认识神，认识自己真正的身份地位！



箴言21 争吵妇人（智慧妇人）
9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19 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适用于任何人！（男女老幼）
箴言14：1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建立家室 对比 亲手拆毁
帮助者 拆毁者

安慰鼓励造就 抱怨诉苦激怒
思想积极 口有节制 思想消极 唸唸不休

家庭问题：看见自己的做法！看见的人可以改变！



雅各书3：16 
14你们心里若怀着 - 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15这样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16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心中苦毒嫉妒 – 言语消极 – 引发纷争！
纷争：是属鬼魔的！

带出各样恶事 – 目标 – 分裂！

你配合谁？顺服谁，谁就是你的主人！（罗6：16）



箴言 争吵妇人

19：13   妻子的争吵 - 如雨连连滴漏。

21：9 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21：19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27：15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16 想拦阻她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

不断唸唸不休 – 如雨连连滴漏 – 让人受不了！
自己的方法无效 – 停止使用！

人拦阻不了！到神面前交托，谦卑请神帮助！

21：23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你在配合魔鬼 - 推开对方，毁坏你自己的家庭、人际关系？
你在配合神 - 拉近距离，建立家庭、人际关系？

你在配合谁？
选择配合爱你的父神吧！

改变的第一步：靠圣灵：饶恕自己！饶恕他人！
1. 看见敌人是魔鬼 –自己配合是帮手！认罪悔改！

2. 节制口 –配合爱我们的神说鼓励造就人的话！
3. 拒绝纷争 –拒绝被冒犯！



一般上男性 –力量胜过女性
女性 –说话胜过男性

（言语暴力可能会引起行动暴力）

想要帮助他人改变的人 –将自己当作圣灵！
很痛苦！当不起！因为你不是神！
让神当神比较好！他的智慧充足！

AW：我的力量和说话都胜过妻子！
妻子洁米：从来不抱怨，不诉苦！
只对神说！将忧虑交给神，请神帮助！
在神的那边！让神对丈夫说！她一定赢！



21：21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

追求公义仁慈 – 不是世界自然的路 - 神的道路

太7：7-8 神的应许 – 神在等着 - 给相信的人！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每一个祈求的，你可以得着！
寻找的，你会寻见！

叩门的，神会给你开门！（来领受）



追求公义仁慈 – 不是世界自然的路 - 神的道路

神的应许：人必须寻求 – 不会自动产生结果
种子：不会自动结果子

选择心田 - 种好种子 – 神的话 – 除去荆棘
必会结出好果子 – 生命、公义、尊荣

为什么要选择弯曲世界的路？
为什么不选择这条单纯蒙福的道路呢？



箴言21 必胜之道
22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

30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

这是应该在高处大声疾呼的真理
神 – 宇宙创造主的智慧 – 远远高过人的智慧！

人，甚至基督徒 - 高举人的智慧 – 拒绝神的智慧！
不论多少学位 - 目中无神的智慧是愚昧的！
不论多少财富 – 目中无神的财富不是福！



箴言21 必胜之道
22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

30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
31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谦卑人 - 寻求神的智慧 – 神的智慧胜过勇力
能行人的力量做不到的事！

平常的操练 – 为了打仗的时候预备！
打仗的时候 – 必须加上依靠神的智慧！必胜！



箴言21 必胜之道
31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诗篇20：7-9
（读旧约：将旧约的求 – 改为新约的感谢）

7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自然事物）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 神的名。

8 他们（敌人）都屈身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9 求（感谢）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祈求）的时候，愿（感谢）王应允我们

信徒：神透过十字架已赐下完全的救赎！是你的！



箴言21 必胜之道
31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医治与健康：
神能够使用自然的事物（魂与体）

人也应该平常管理自然的事物（保守心保守体）

在危机的时候（贫穷、病痛等）使用自然事物
（有健康的魂和体）

但是不止是依靠自然事物（健康的魂和体）

更重要：加上依靠神超自然的帮助！
体贴圣灵 – 体贴神（的话） - 生命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