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2:1-22

(pp. 963-964)



1 我兒, 你若領受我的言語, 存記我的命令
, 2 側耳聽智慧, 專心求聰明, 3 呼求明哲,
揚聲求聰明, 4 尋找她如尋找銀子, 搜求她
如搜求隱藏的珍寶, 5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
華, 得以認識神。 6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7 他給正直人
存留真智慧, 給行為純正的人做盾牌, 8 為
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護庇虔敬人的道. 9 你
也必明白仁義, 公平, 正直, 一切的善道。
10 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
11謀略必護衛你,聰明必保守你.



12要救你脫離惡道,脫離說乖謬話的人. 13
那等人捨棄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 14歡
喜作惡,喜愛惡人的乖僻. 15在他們的道中
彎曲,在他們的路上偏僻. 16智慧要救你脫
離淫婦,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17他離棄
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約. 18他的家陷入
死地,他的路偏向陰間. 19凡到他那裡去的
不得轉回,也得不著生命的路. 20智慧必使
你行善人的道,守義人的路. 21正直人必在
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22唯有惡
人必然剪除,奸詐的必然拔出。





家訊

• 1/12 (Sun) AFC “Campus Ministry”

• 1/18 (Sat) Special Seminar

• “海外華人教會的危機與契機 ”

• 1/25 (Sat) Dream Day

• “Be Transformed for the Next 40 Years”

• 2/3 (Mon) Reading Club

•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SERMON

信息

1/12/14



“比家財萬貫更好!”

(箴言 2:1-22)

邓牧師



•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百萬富翁?”

• 一星期四次
• 一百多國家
• 誰不想發財? ---財富 祝福

• “Who Wants to Be Wise智者?” (箴言 2:1-22)

• 热門?

• 家財萬貫 >  智慧?! [沒有眼光]

智慧 比家財萬貫更好的祝福!

你渴望得著智慧?

• 2:4 “尋找她如尋找銀子; 搜求她如搜求隱藏
的珍寶!” – “My Precious”

門可羅雀!

門庭若市!



渴望得著智慧的表現 (2:1-4, “if 若”)
• vv. 1-2 “我儿, 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存记我的
命令; 2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 “言语, 命令” (v. 1) “智慧, 聪明” (v. 2)

[律法書] [智慧書]
• “领受, 存记”; “侧耳, 专心” –知行合一
• “我儿”: 謙虛; 順服
• v. 3 “[你若]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
• 迫切
• v. 4 “[你若]寻找她如寻找银子, 搜求她如搜
求隐藏的珍宝.”
• 專心; 堅忍 [Indiana Jones]



渴望得著智慧的表現 (2:1-4, “if 若”)

• vv. 1-2 謙虛; 順服

• v. 3 迫切

• v. 4 專心; 堅忍

• 马太 5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
得饱足.”

• 马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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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 1 “你们 . . 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
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CBCOC: “Who Wants to Be Wise智者?”

三大獎品

•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它救拔我們脫離邪惡/愚昧道路 (12-19節)

• 它引導我們走上永生道路 (20-22節)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vv. 5-8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6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他
口而出. 7 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纯
正的人做盾牌, 8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护庇
虔敬人的道.”

• v. 5 神! --敬畏神, 认识神, 愛神

• v. 6 神的禮物 +  人的責任

• vv. 7-8 人格:正直/纯正人; 公平/虔敬人

• vv. 9-11 “你也必明白仁义, 公平, 正直, 一切
的善道. 10 [因为]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要以
知识为美. 11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vv. 5-8 與神的關係

• vv. 5-6 神! --敬畏神, 认识神, 愛神

• vv. 7-8 人格:正直/纯正人; 公平/虔敬人

• 雅各书 3: 17-18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
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18 并且使
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 vv. 5-8 與神的關係 (敬畏神, 认识神, 愛神)
vv. 9-11 “你也必明白仁义, 公平, 正直, 一切的
善道. 10 [因为]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要以知
识为美. 11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 v. 9 (1:3) 仁义, 公平, 正直 (right, just, fair)
• 舊約的倫理學: 一切的善道
• 马太 22:34-40 “爱人如己”
• 约一 4:20-21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 . .”
• 马太 7:12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
要怎样待人, . . 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 智慧 =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 Nelson Mandela (“This is not right”)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vv. 5-6 與神的關係 (敬畏神, 认识神, 愛神)

• vv. 7-8 敬虔人格 (正直, 纯正, 公平, 虔敬人)
• vv. 9-11 與人的關係 (善道: 仁义, 公平, 正直)

智慧 = “Extreme Makeover”
智慧人 百萬富翁 (Lottery)?
• 百萬: what you have, not who you are!
• 百萬: make you worse, not better!原形畢露
• 百萬: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 诗篇 49:20 “人在尊贵 [財富]中而無智慧 [知
識], 就如必死的畜类一样.”
• 活像畜生!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2013)



智慧救拔我們脫離邪惡/愚昧道路 (12-19節)

v. 8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护庇虔敬人的道.”

v. 11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兩條邪惡/愚昧道路: 誤入歧途

• vv. 12-15 “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
的人. . .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 . 路上偏僻.”

• 惡人似是而非的謊言
• vv. 16-19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
嘴滑舌的外女. . . 他的路偏向阴间. 19 凡到
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 惡婦甜言蜜語的引誘



救拔我們脫離惡人似是而非的謊言 (12-15節)

“12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13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14欢喜
作恶, 喜爱恶人的乖僻. 15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 恶道, 舍弃正直, 黑暗, 乖僻, 弯曲, 偏僻

• “欢喜作恶, 喜爱恶人的乖僻.”

• “Breaking Bad 越陷越深”  Walter White

• “I love it; I am good at it; I am thrilled!”

• 基督徒也犯罪?

• 公車票與良心的責備



救拔: 惡人似是而非的謊言 (12-15節)

救拔: 惡婦甜言蜜語的引誘 (16-19節)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
女. 17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约. 18
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偏向阴间. 19凡到他
那里去的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 离弃盟约 unfaithful, 死地, 阴间 (Rose Hills)

• one-way, no U-turn, 得不着生命

• Having sex in a coffin;

• Having a party in a graveyard.



邪惡/愚昧道路 (12-19節):
惡人似是而非的謊言 (12-15節)
惡婦甜言蜜語的引誘 (16-19節)

• 大學校園: sex, alcohol, drug, gang, . . .
• 子女教育? As, skills, talents, Tiger moms, . .
• 社會染缸
• 成年人? – IQ, EQ, power, money, success, . .
• 總統, CIA 頭頭
• “不叫我们進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 智慧救拔我們 百萬富翁 (Lottery)?
• 箴言 11:4 “发怒的日子, 资财无益, 唯有公义
能救人脱离死亡.”



“Who Wants to Be Wise智者?”: 三大獎品
•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它救拔我們脫離邪惡/愚昧道路 (12-19節)
• 它引導我們走上永生道路 (20-22節)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 21正
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22
唯有恶人必然剪除, 奸诈的必然拔出.”
• “在世上居住, . . 在地上存留”: 迦南美地
• 约翰 10:10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
得的更丰盛.” 永生

• 智慧: 進入迦南美地
• 愚昧: 趕出迦南美地



“Who Wants to Be Wise智者?”: 三大獎品

•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它救拔我們脫離邪惡/愚昧道路 (12-19節)

• 它引導我們走上永生道路 (20-22節)

智慧: 進入迦南美地 (得到永生)

智慧 百萬富翁 (Lottery)?

• 马可 8:36-37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
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
命呢?”



“Who Wants to Be Wise智者?”: 三大獎品

• 它塑造我們的敬虔人格 (5-11節)

• 它救拔我們脫離邪惡/愚昧道路 (12-19節)

• 它引導我們走上永生道路 (20-22節)

如何得智慧之獎?

• 信耶稣约翰 14:6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
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 學摩西来 11:25-26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
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26 他看为
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
望所要得的赏赐.”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寧願有耶穌”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1/3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金錢;

我寧屬耶穌, 勝過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地土; 

願主釘痕手, 引導我前途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2/3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稱揚;

我寧忠於主, 滿足主的心腸.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美名; 

願對主忠誠, 宣揚主聖名.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411  I’d rather have Jesus  3/3

恩主比百合花, 美麗鮮艷

祂比峰房下, 滴的蜜更甘甜

我帶飢渴心靈, 來到主前; 

有主的同在, 勝似赴美筵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 

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 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