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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语句句炼净! 敬畏神不加不减! 谨慎忠心分享! 

郑乙蒨传道 导读   28.3.2023 

箴言 30 章 亚古珥之箴言 

1 雅基的儿子 Agur 亚古珥的言语，就是真言。 

这人对以铁 和 乌甲说： 

 
亚古珥的意思？是 “聚集” 

亚古珥是谁？不同看法： 

1. 有人认为是所罗门的别名 

2. 这人的作为的描述性标题 

 
亚古珥 

收集谚语，记录下来。   

 
Ithiel 以铁的意思？是“上帝已经到来”。 

Ithiel 以铁是谁？尼希米记 11 章中 

曾提到 Ithiel 以铁 这个名字， 

但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 

  
Ucal 乌甲的意思？是“吞噬” 。 

Ucal 乌甲是谁？这是圣经中 

唯一一次使用 Ucal 乌甲 这个名字。  

  
不知道是谁！重点是内容！ 

 
 
2 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聪明。 

 3 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  

 

亚古珥 谦卑地声明， 

他所记录的智慧不是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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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别人  收集记录下来， 

或是来自  神的智慧。 

 
将所记录的箴言归功于神。 

4 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申 30:12》摩西说， 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 

《罗 10:6 》保罗说， 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这是预言！从圣经其他资料 

显然是在谈论神和他的儿子！ 

创造主！旧约的人不认识他！ 

新约的我们：认识父！和内住的主耶稣！ 

 

5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信靠他的话语），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否则我们无法真正相信神。  

 
如果我们不能相信神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相信他。  

 

没有神的话 = 没有神的应许 = 没有信心的盾牌 

 
有神的话 = 有神的应许 = 拿起信心的盾牌 

6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启 22:18-19 》神最后的警告： 

18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 灾祸加在他身上；  

19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 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 生命树和圣城 删去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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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分享神的话语的人严重的警告！ 

按照新约 – 聚焦耶稣和十字架的完工 - 正确分享！ 

问题：神不是在恩典中对待我们吗？ 

是的，他只要求我们：对他忠心！不是完美！ 

 
不忠的使者说：恶者定罪的话（加）！ 

不说：十字架成就的（减）！圣灵的帮助（减）！ 

收所种下的！得恶者的工价！ 

 
神忠信的使者：得神话语的盾牌的保护！ 

只说神的话：聚焦耶稣和十字架的成就！ 

依靠圣灵的大能传好消息！ 

7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  

8 求你使 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 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9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第一个请求：保守他 远离 虚荣和谎言。  

第二个要求：他要有 足够 但不要太多。  

 
原因是因为他意识到 

贫穷和富有带来的诱惑! 

《提前 6:8-10》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 

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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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忘记感恩！忘记神的恩惠！渐渐远离神！  

穷人：不认识神的恩惠而偷窃。  

希望富足，不处贫困，又不太富有而忘记了神。 

 
依靠圣灵：天天感恩！活在神的恩惠中！亲密同行！ 

新约：神赐富足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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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9：8-9》 

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总是）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8 And God is able to make all grace abound toward you,  
that you, always having all sufficiency in all things,  
may have an abundance for every good work.  
 
神能将一切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在一切事上 总是充足， 

能多行一切善事！ 

 
10 你不要向主人 谗谤 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 

 
这并不是严格禁止向主人指出仆人的错误。  

这是一个智慧的警告： 

不要做不确定的事而成为馋谤的人！  

除非有绝对的把握，否则不要插手主仆关系！  

 
不是控告 – 目的是：打压、打倒、攻击！ 

指出错误 – 目的是：更正、改进、帮助！ 

 
注意新约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不是配合魔鬼：魔鬼的使者 ： 

来偷窃、伤害、毁坏！ 

导致纷争分裂 ！ 

 
我们是配合神：神爱的使者： 

带来生命、丰盛的生命！ 

使人和好合一！ 

 
11 有一代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 

  17 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 

 
 描述了一代不敬虔的人: 重点是他们诅咒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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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不祝福母亲。  

《提后 3:1-5 》…不服从父母 和 没有亲情 

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比比皆是。 

 
其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但如今更严重。  

不敬虔的人良心 - 被热铁烙过，失去亲情！ 

 
《利未记 20:9 》和《申命记 21:20-21》 

在旧约时代，诅咒父母的人要被石头打死。 

 
《加拉太书 3:13》新约恩典中： 

耶稣已经亲身担当了世人的诅咒！ 

所以我们自己不必再担当。  

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 

诅咒藐视父母 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严重的错误 ！  

 
 
12 有一代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13 有一代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  

14 有一代人，牙如剑，齿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 

 
这不敬虔的世代：傲慢！自我中心！ 

这不敬虔的世代：口吐恶言！ 

伤害：困苦人和贫穷人！ 

 
15 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第一组）， 

 
将不敬虔的人比作水蛭非常恰当：  

一切都是关于他们自己！ 

从接触到的每个人 和 所有事物中：吸取生命！ 

永远不足够 - 不会知足！ 

 
《信息圣经》将这节经文译为： 

“水蛭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名叫： 

‘给我’ 和 ‘给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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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就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并火。 

 
永远说不够的四样东西：  

1. 坟墓（死亡没有尽头）  

（涉及全人类，总有更多空间）  

2. 不孕的子宫。  

（许多不孕女性难忘的悲伤）  

3. 干旱（毁灭性的） 

 4. 不灭的大火（吞噬经过的一切） 

 
18 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第二组），  

19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  

 
四件奇妙  人不明白的事： 

1. 老鹰飞翔的方式。 (不扇动翅膀怎能翱翔？） 

2.  蛇在岩石上移动。 （没脚怎能在岩石快速移动？）  

3. 船在海上。（数吨重的船如何浮在水面上？）  

4. 男女交合之道。 （与 20 节一起读） 

 
20 淫妇的道也是这样， 

她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 

 
若将 19 与 20 节联起来， 

似乎是在谈论男人和女人奸淫的关系。  

淫妇以为自己可以像饭后擦嘴一样 

一擦嘴就洗净自己的罪孽。 

  
21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第三组），  

22 就是仆人做王，愚顽人吃饱，  

23 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四件可怕的事 使大地“不安”：   

（大错特错以至大地都颤抖） 

1. 仆人或奴隶当统治者： 

没有受过训练或没有领导经验， 

他们统治下的人会因此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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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以奴隶心态有效地领导或统治！ 

  
《彼前书 5:2-3》 

 2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羊， 

按着 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3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耶稣 – 神的儿子 – 有安全感的领袖的态度！ 

世人基本上是“奴仆心态”！ 

敬虔的领袖都必须跨越这大障碍。 

唯有靠圣灵 - 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身份！而习得！ 

  
21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  

22 就是仆人做王，愚顽人吃饱，  

23 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2.  愚昧人拥有财富可怕！（不会经营一定倒）。 

3. 丑恶女人出嫁很可怕！ 

 （娶冒犯性的、令人反感的女人遭大难！） 

4. 奴隶取代了她的主人！ 

（女奴隶与主人发生关系，取代主母的位置。  

暗指夺取、抢夺、继承，产生纷争分裂！ 

这就是撒莱和夏甲之间争论的焦点（创 21:9-12）。 

 
四种非常聪明的非常小的动物（第四组）。 

24 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 

 25 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26 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  

 27 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  

 
人类可以从动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蚂蚁：与人相比，蚂蚁非常小，非常脆弱。  

勤奋专注程度令人惊讶，不会因享乐或争论而分心。  

对未来预备运用了人类很少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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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蚂蚁都能，按照神形象创造的人应该更能做到。  

人没有借口！ 一只蚂蚁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在审判时蒙羞！ 

  
26 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  

 27 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  

28 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 

 
2. 沙番：无法挖洞的小动物，能在岩石中安家！ 

3. 蝗虫：小且群居无王，本能地知道如何团队合作！  

（人不如动物有智慧：若两个人在一起，总不合作总有纷争！） 

4. 蜘蛛：无处不在，甚至在王宫。 无法阻止他们。  

看看它们织的网是如此完美。 

 一个没学习过的小动物怎么会？  

这是造物主存在的有力证明： 

是神赋予动物各种本能！ 

 
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创 1:26-27） 

当然拥有：被赋予的能力能够成就大事！ 

 
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 

动物不会分心！ 

——不会看不敬虔的电视节目，不吃喝玩乐！ 

——他们专注做被创造要做的事！ 

 
29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第五组）， 

 30 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  

31 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勇猛的国王：与三种强壮的动物相比。 

1. 狮子： 凶猛无惧！会攻击任何东西！ 

2. 猎狗： 《扩充圣经》将此翻译为“战马”。  

马当然是神所造最强壮的动物之一。 

3. 公山羊：骄傲地领导它的羊。必要时能激烈地战斗。 

 
有统治力的领导者 - 是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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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  

33 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 

 
当产生冲突或困难时，人常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有时最好只是谦虚闭口，做好本分，不要再开口抱怨或抗议。 

 
因为骄傲而做出愚蠢的事时，最好就是闭嘴！ 

为什么?  

就像搅拌牛奶会产生奶油，拧人的鼻子会流血一样， 

愤怒的言语会产生冲突。  

有冲突时，最好是先安静！不要争论不休使情况恶化！  

 

看见神的智慧无限！ 

五组：四样：1. 不知足 2. 不明白 

3. 大不安  4.大聪明 5. 大能力 

 

人因认识神而谦卑！住在基督里！ 

 
人因认识：在基督里的祝福而 – 知足！ 

人因认识：在新身份地位而 - 有安全感！ 

人因明白: 神恩惠的心意而 - 彼此相爱！ 

 
~~~~~~~~~~~~~~~~~~~~~~~~~~~~~~~~~ 
 
视频清单：神的智慧 - 箴言《安德烈巨著》 郑乙蒨传道读书分享：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ncY_Z9wZdT2dDbMuYA7jMC  
 
音频下载：https://gate-well.com/读安德烈书箴言音频下载/  

讲义 PDF 下载：https://gate-well.com/读安德烈书箴言讲义下载（每周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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