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1:1-7

(p. 962)

V. 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1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箴言:

2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

3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
誨，

4 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
5 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
智謀，

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
辭和謎語。

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
智慧和訓誨。





11/17 (Sun) 10:45am 浸禮/會員班
1:30pm 月會

11/23 (Sat) 5:30pm      感恩見證會 (報告)



SERMON

信息

11/17/13



“追求智慧 (I)”

(箴言 1:1-7)

邓牧師



• 生活的好?

• 找工作 (兒子)

• 婚姻, 子女, 事業, 關係, 錢財, 時間, 口舌, . .

• “掌握人生” 智慧

• 基督徒生活 智慧生活

• 以弗所书 5:15-18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
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16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17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8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 腓立比書: 福音相称的生活



• 智慧何處尋?

• Google it!

• T. S. Eliot “Where wisdom is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where knowledge is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

• Internet: Make us wise or stupid?

• 箴言書:賜給智慧 (1:1-7)

• 作者 (v. 1)

• 目的 (vv. 2-6)

• 基礎 (v. 7)



箴言書:賜給智慧 (1:1-7)

作者 (v. 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 “阿拉丁與神燈”:精靈 (Wish? – “Zion”)

• 所罗门的夢:上帝 (Wish?) 列王纪上 3-4

• 在基遍, 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 所罗门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
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 . . 9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
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这
众多的民呢?”



箴言書:賜給智慧 (1:1-7)

作者 (v. 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 所罗门的夢:上帝 (列王纪上 3-4)

•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11 神
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
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单求智慧可以听讼， 12 我就应允你所求
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
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 作者 (v. 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

王上 4:29-34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30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
智慧。 31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 . . . 他的名声
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32 他作箴言三千句，
诗歌一千零五首。 33 他讲论草木，自黎巴
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
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34 天下列王听见所
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 箴言書: “在所罗门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 作者 (v. 1) “. . . 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箴言?

• 是短句 (詩體)! (例: 箴 18:22)
“得着贤妻的, 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
恩惠.” [贤內助]

• 作比較! (例: 箴 11:22)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

• Tweet Miley Cyrus?!

• 激發想像力/要求回應! (例: 箴 25:28)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
垣.” (no self-control)



• 作者 (v. 1) “. . . 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箴言?

• 是短句 (詩體)! (例: 箴 18:22)

• 作比較! (例: 箴 11:22)

• 激發想像力/要求回應! (例: 箴 25:28)

• 顯明神的智慧! (詩104:24; 箴 3:19-20)
• “耶和华啊,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
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知识
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滴下甘露.”

• 觀察, 反省, 研究, 歸納宇宙人生萬象



• 作者 (v. 1) “. . . 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 目的 (vv. 2-6): “要使 . . .”

• 2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 分辨通達的言
語

• 3 使人處事領受智慧, 仁義, 公平, 正直的訓
誨，

• 4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

• 5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
智謀，

• 6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
辭和謎語。



• 目的 (v. 2):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分辨通
达的言语.”

• 得著智慧的生活 (聖靈果子) [v. 2a]

• 仁义的果子 (v. 3)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仁
义, 公平, 正直的训诲.” (cf. 腓 1:9-11)

• 成熟的果子 (v. 4) “使愚人 [simple] 灵明, 
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初出茅廬)

• 更成熟的果子 (v. 5)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
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歷練老薑)

• 老少咸宜: 活到老; 學到老! (cf. 腓 3:12ff)

• 明白智慧的表達 (智慧文學) [v. 2b]



• 目的 (v. 2):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分辨通
达的言语.”

• 得著智慧的生活 (聖靈果子) [vv. 2a, 3-5]

• 老少咸宜: 活到老; 學到老! (cf. 腓 3:12ff)

• 明白智慧的表達 (智慧文學) [v. 2b]

• V. 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 懂得智慧人
的言辞和谜语.”

• 诗篇 49:3-4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 我心
要想通达的道理. 我要侧耳听比喻, 用琴
解谜语.”

• 讀經: 越讀越明白!



箴言目的 (vv. 2-6): 

得著智慧的生活 (聖靈果子) [vv. 2a, 3-5]

明白智慧的表達 (智慧文學) [vv. 2b, 6]

• 智慧:學習而來

“There is no one born wise無人生來有智慧.”

• 太 13:43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 太 7:24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
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 “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 v. 7b “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箴言目的 (vv. 2-6): 

• 智慧:學習而來

• 智慧: 學習不易!

• We must think hard 絞盡腦汁

• “通达” (v. 2), “知识” (vv. 4, 7)

• “分辨, 明白” (vv. 2, 6)

• “灵明, 谋略, 智谋” (vv. 4, 5)

• “箴言, 譬喻, 智慧人的言辞,谜语” (v. 6)
• “Love God with all your mind 尽意爱神”

• 不愛用大腦; 遲到早退, 打瞌睡!



智慧: 學習不易!

• We must think hard 絞盡腦汁

• We must embrace discipline臣服管教

• “智慧和訓誨 Discipline” (vv. 2, 3, 7)

• “無人生來有智慧; 每人生來是愚昧!”

• 箴 22:15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
杖可以远远赶除.”

• 罗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
荣耀.”

• 謙卑認罪; 真誠悔改?!



箴言書: 賜給智慧 (1:1-7)

• 箴言書: “在所罗门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 CBCOC: “在耶穌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 耶穌: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路加 11:31)

• 箴言書的智慧 救恩的智慧

• 提后 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
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 救恩的智慧: “掌控今生 + 安抵永生”

• 耶穌: 船長 ?



Ship of Fools by Hieronymus Bosch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言 14:12



Ship of Fools by Hieronymus Bosch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马太福音 7:13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 362

“神未曾應許”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1/4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

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應許，常晴無雨

常樂無痛苦，常安無虞

神郤曾應許，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

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1/4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遇

苦難和試探，懊惱憂慮

神未曾應許，我們不負

許多的重擔，許多事務

神郤曾應許，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

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1/4

神未曾應許，前途順利

平坦的大路，任意驅馳

沒有深水拒，汪洋一片

沒有大山阻，高薄雲天

神郤曾應許，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

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

無限的體諒，不朽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