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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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章  

义人蒙恩福（富足）恶人受祸患（贫乏） 

郑乙蒨传道 导读   28.2.2023 

1.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恶人与义人鲜明的对比！  

有什么不同？ 良心不同！ 

 每个人都有判断是非的良心（罗 1:18-20 ）。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  

 

不明白在基督里 – 公义的地位–  

使人懦弱惧怕！ 

明白与神关系正确 – 称义和好 –  

使人胆壮像狮子！ 

 

2. 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 

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  

 
 3 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有见识的人 – 有力量，有能力，能造福国家！ 

 
雨水，对作物生长有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若雨量太大，导致洪水泛滥，是毁灭性的。 

 

穷人，常被压迫。 

穷人压迫穷人，像洪水般的破坏性。 

 

 
4 

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  

 

“律法”指的是整个神的话语。 

 
 背弃律法的人 = 背弃神的话及其神的指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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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弃神的话 = 赞美恶人  

 

遵守神的话语，不只是恨恶邪恶！ 

 
遵守神的话语，不向邪恶妥协! 

是与邪恶抗争! 会激怒恶人! 

 
5 

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  

 

恶人不明白公义，不明白属灵的事（林前 2:14）。  

没有道德指南针来让他们正确定位。 

 

在“政治正确”的世界里，这是一句不能被接受的谚语。 

 
 对于那些不接受我们的信仰体系的人， 

这句话将被视为傲慢和谴责。 

 

但寻求主的人 – 依靠圣灵 - 什么都明白！
 

 

  许多宗教人士声称拥有更高的道德， 

其实只是按照他们的观点扭曲神的话语。 

 

《诗 119:99》是的，我比我的老师更有见识， 

因为我时时思念你的律法。 

 

 不同意这一点的人就是不同意神的话。 

 

真正以纯洁的心寻求神的人所拥有的理解  

是那些不寻求神的人无法明白的。 

 
只有一个绝对真理，就是神的话！ 

 
 

6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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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会认为富人总是比穷人好，不必考虑品德问题。  

 

有判断力的人认识到，无论不道德的富人 

  比  敬虔的穷人有什么物质优势， 

在永恒中算不了什么。  

 
《路 9：25》 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反倒失丧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7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做伴的却羞辱其父。  
 
《林前 15:33》 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 
 
《箴言 13：20》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选择好同伴， 
与不敬虔的人交往 - 是不明智的！ 
选择的同伴，反映我们的情况 
不要使父母蒙羞！ 

8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不义之财不会长久。  

所收集一切神赐给怜恤穷人的人《箴言 13:22》。 

  

《太 25：14-27》主人给不同才干的仆人的比喻 

投资赚取利息是许可的。 

  

厚利，希伯来语为“高利贷”，“债务利息”。 “过度的利息” 

以色列人被禁止借钱给同胞收取利息（利 25:35-37）。 

 

被命令要怜悯贫穷人！是蒙神祝福的！ 

9 

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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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这不是指 - 从未听过神话语的人。 

 这是指 - 听到但拒绝并违背神指示的人。 

 
故意引诱义人犯罪的人 -  

他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 6:7》 

他们会落入自己的圈套《箴言 26:27》。  

 
正直的人或敬虔的人会蒙神祝福。 

11 

富足人自以为（在自己的眼中）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  
12 

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  

 
富人若自以为（看自己）有智慧 – 骄傲！ 

穷人如果有智慧，就会看穿他。 

 
扩充版圣经： 

当[毫不妥协]的义人胜利时， 

就会有极大的荣耀和庆祝；  

但当恶人崛起[掌权]时，人们就躲藏起来。  

13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极大的真理 - 这是与神合作的方式！  

 

人诚恳认错时，往往会得到对方的怜悯。  

但是那些隐藏罪，不肯认错的人总会被神和人否决。 

 

《约翰一书 1:9》谦卑领受主耶稣的赦罪恩典：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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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就像霉菌，在黑暗中才能生存。  

暴露在光线下，就会死亡。  

隐藏的任何罪恶都可以自由生长。  

通过向神、或向人承认罪 

而将其暴露在光之下时，罪就必须死去。  

 
对付罪 – 最大的力量之一 

就是揭露它！ 

（在爱里做，不是为了得到赦罪，而是因为已经得到赦免） 
 

14 

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罗 6：23》 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心存刚硬的人，心中无神！或对神，不敬虔，不敬畏！ 

配合了恶者，可得恶者的工价，就是死亡（祸患）！ 

 
敬虔或敬畏的人，心中有神！ 

配合神的智慧， 

得恩典，得生命平安！（祝福）！ 

 
15 

暴虐的君王辖制贫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 

 
16 

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  

 
咆哮的狮子和暴怒的熊是令人恐惧 

并可能导致死亡的凶猛动物。 

 

穷人也害怕邪恶的统治者。  

会像对待狮子或熊一样设法避开他或消灭他。 

 

贪婪的人是无知，缺乏判断，财物是他的偶像《西 3:5》。 

 
恨恶贪财者 – 年日长久 – 有长寿的祝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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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 

 

杀人者所面对的惩罚 - 杀人者可被判处死刑。  

摩西律法，（除了过失杀人：例如出于自卫、一时冲动、非蓄意、意外）， 

不能阻止法律的惩罚。  

旧约：为误杀人者提供了一个避难城。 但冷血的谋杀没有赎罪的余地。 

 

感谢神！新约：通过耶稣的代死，得赦罪恩典 

（仍然有世界的法律制裁的后果） 

每个人都能从不能解脱的罪中得赦罪。《徒 13:39》。  

例子：使徒保罗信主前，杀害信徒的罪得赦免《徒 22:4，26:10》。
 

19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  

 
每个人都会得到所栽种的丰盛收成！要选择所栽种的种子！ 

要得大量的富足兴盛，还是大量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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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真理：工作的会有收成，不工作的则贫穷。 

任何鼓励你不必辛勤工作的 – 虚浮的， 

都不会有好结果；没用.. 离他们远点。 

20 

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22 

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为了快速致富，而妥协道德价值的人，将被追究责任。 

快速致富，不是忠于神。 

 
诚实 = 坚定；安全； 道德忠诚 

忠诚的人，坚定自己道德信念的人。不歪曲事实 。 

可以放心地托付他做事情。   

这样的人，必蒙福。  

（参阅我在箴言 12:11 和 21:5 ；2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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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  

 

 基于某些偏见或个人利益而偏爱（恩宠）某一个人。 

 任何给人不公平恩惠的人， 

哪怕是一块面包，也会/可能犯下贿赂的罪行。 

 

那些偏爱职位、名誉、友谊或其他事物 

胜过尊重正义的人不是忠于神的男女。 

 
与人打交道时应该谨记这一点。 

神是不偏心的神！ 

23 

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  

 

请注意对“后来”一词的强调。  

 
纠正人 –  

通常不会立即获得积极正面的回应。  

 

然而，从长远来看， 

人们会尊重你告诉他们真相。 

24 

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耶稣为此责备了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太 15:4-6》。 

 

 很多人认为利用父母不同于利用其他人。 主说，这是偷窃！ 

 

神的命令：孝敬父母（与兄弟姐妹分担奉养父母的责任）！ 

让其他人完全承担，自己不参与，是偷窃父母！ 

 

《弗 6：2-3》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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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箴言 13:10 》骄傲只因争竞！ 

将骄傲的心  与  信靠耶和华的人  进行了对比。 

不依靠主的人，是因为心中骄傲。 

 

《腓 4:19》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依靠主的人，谦卑不依靠自己。 

神应许：神将按照他丰富的资源，使需要都得充足！ 

26 

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28:25 的延续： 相信自己的心 = 拥有骄傲的心  
骄傲有不同的定义，包括自我依赖，不依赖神。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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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但那是错误的选择。 
人不能指引自己的脚步！ 
骄傲是愚蠢的！ 
 

27 

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加 3: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照顾穷人有特别的祝福 
（申 15:10 ，诗篇 41:1-3，箴言 19:17 ）。 
 基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诅咒中救赎出来 
 
神的旨意，仍然是要我们祝福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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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2 章：两种富足（箴言 10:22） 
 

神国的丰盛 世界的富足 

28：6 行为纯正 行事怪癖 

28：8 合理之财 厚利增财 

28：10 正直敬虔 行在恶道 

28:11.25 谦卑，依靠神 骄傲，依靠自己 

28：14 敬畏神，心柔软 不敬畏神，心刚硬 

28：16 恨恶贪财 贪财，贪不义之财 

28：19 勤劳工作 虚浮之财 

28:20,22 诚实得富 快速发财 

28：24 孝敬父母 偷窃父母 

28：27 周济穷人 从穷人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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