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1:20-33

(p. 963)

V. 22 “智慧 . . . 說: “你們愚昧人喜愛愚昧, 
褻慢人喜歡褻慢, 愚頑人恨惡知識, 要到
幾時呢?”



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寬闊處發聲, 21
在熱鬧街頭喊叫, 在城門口, 在城中發出
言語, 22 說: “你們愚昧人喜愛愚昧, 褻慢
人喜歡褻慢, 愚頑人恨惡知識, 要到幾時
呢? 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 我要將我
的靈澆灌你們, 將我的話指示你們. 24 我
呼喚, 你們不肯聽從, 我伸手, 無人理會,
25 反輕棄我一切的勸誡, 不肯受我的責備
. 26你們遭災難,我就發笑;驚恐臨到你們
, 我必嗤笑. 27 驚恐臨到你們好像狂風,災
難來到如同暴風,急難痛苦臨到你們身上.



28 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
懇切地尋找我，卻尋不見. 29 因為你們
恨惡知識，不喜愛敬畏耶和華， 30 不
聽我的勸誡，藐視我一切的責備， 31
所以必吃自結的果子，充滿自設的計謀
。32 「愚昧人背道，必殺己身；愚頑人
安逸，必害己命。 33 唯有聽從我的，
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





12/22 (Sun), 10am  聖誕聯合崇拜
 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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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MON

信息

12/15/13



“有耳可聽的, 就當聽！”

(箴言 1:20-33)

邓牧師



• 購物中心: 街頭佈道人

1:20-33 智慧婦人
• vv. 20-21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
声, 21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
出言语.”

• 非 “My Fair Lady,”  強勢, 潑辣

• 拋頭露面, “犧牲色相”?

• vv. 22-23 “说: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亵慢
人喜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
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
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1:20-33 智慧婦人
• vv. 20-21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
声, 21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
出言语.”舉止

• vv. 22-23 “说: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亵慢
人喜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
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
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 信息: “责备, 责备, 责备!” (vv. 23, 25, 30)

• 火熱的女傳道, 女先知!

• 脾氣不好? – No. --我們的聽覺/態度 (v. 22)



1:20-33 智慧婦人: 火熱的女傳道, 女先知!

• vv. 22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亵慢人喜欢亵
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呢?”

• 我們的聽覺/態度:

• 愚昧人 (simple ones)

• 亵慢人 (mockers)

• 愚顽人 (fools)

• 亵慢人 愚顽人 愚昧人 智慧

• 無知/愚昧的光景, 要到几时呢?
• 不信福音? 苦毒抱怨? 

• 情慾捆綁? 不冷不熱?



1:20-33 智慧婦人: 火熱的女傳道, 女先知!

• vv. 22-23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亵慢人喜
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呢? . . .”

• 我們的聽覺/態度:

• 亵慢人 愚顽人 愚昧人 智慧

• 無知/愚昧的光景, 要到几时呢?

• 列王纪上 18:21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
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
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力是神, 就当顺从巴力
.’ 众民一言不答!”

• 拒絕先知 拒絕智慧



• vv. 22-23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亵慢人喜
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呢? . . .”

• 我們的聽覺/態度: 不肯悔改

• 拒絕智慧嚴重後果 (v. 32) “愚昧人背道, 必
杀己身; 愚顽人安逸, 必害己命.”

• “背道”?

• 亵慢人 愚顽人 愚昧人 智慧

• “安逸”? -- “无知的人哪, 今夜 . .” (路加 12)

• 智慧婦人: 火熱的女傳道, 女先知!

• 救生員, 救火隊 (救人如救火)

• 傳福音 (CBCOC sisters!) – brothers?



1:20-33 智慧婦人: 火熱的女傳道, 女先知!

• vv. 22-23, 32 不肯悔改, 嚴重後果

• “要到几时呢?”

• 结 18:30-32 “所以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啊, . 
. . 你们当回头 . . . 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
弃, . . 以色列家啊, 你们何必死亡呢? . . 我不
喜悦那死人之死, 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 路加 16 & 19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 
就为它哀哭. . .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 . . 的
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
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1:20-33 智慧婦人: 火熱的女傳道, 女先知!

• vv. 22-23, 32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亵慢人
喜欢亵慢, 愚顽人恨恶知识, 要到几时呢? . .”

• 智慧婦人愛愚人
• 结 18:30-32 “以色列家啊, 你们何必死亡呢? 

. . 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 . . 当回头而存活.”

• 路加 19 & 马太 23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
城, 就为它哀哭. . .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 .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
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 上帝與耶稣愛罪人



接受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 v. 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
灵浇灌你们, 我的话指示你们.”   [門徒]

• 约翰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
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拒絕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 vv. 30-31 “不听我的劝诫, 藐视我一切的责
备, 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 充满自设的计谋.”

加 6:7-8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
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
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
生.”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結構﹕

A   智慧尋找聽眾 (20-21節)

B   責備不聽者 (22節)

C   回頭的祝福 (23節)

D   宣告的原因 (24-25節)

E   審判的宣告 (26-28節)

D’   宣告的原因 (29-30節)

C’   不回頭的惡果 (31節)

B’   不聽的結局 (32 節)

A’   智慧尋找有耳者 (33 節)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D 宣告的原因 (24-25節): “我呼唤, 你们不肯听
从, 我伸手, 无人理会, 25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
诫, 不肯受我的责备.” [外表的棄絕]

E   審判的宣告 (26-28節)

D’ 宣告的原因 (29-30節): “因为你们恨恶知识,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30 不听我的劝诫, 藐视我
一切的责备.” [內心的棄絕]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Final Mocking 末世的嗤笑 (v. 26)

Final Hurricane 末世的暴風 (v. 27)

Final Abandonment 末世的棄絕 (v. 28)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Final Mocking 末世的嗤笑 (v. 26)

“你们遭灾难,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我必
嗤笑.”

馬可 8:38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
的道当做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
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做可耻的.”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Final Mocking 末世的嗤笑 (v. 26): 馬可 8:38

Final Hurricane  末世的暴風 (v. 27)

“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 灾难来到如同暴风, 
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馬太 7:2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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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
根基立在磐石上. 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27 雨
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
且倒塌得很大!”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Mocking 末世的嗤笑 (v. 26): 馬可 8:38

Hurricane 末世的暴風 (v. 27): 馬太 7:24-27

Final Abandonment 末世的棄絕 (v. 28)

“那时, 你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
找我, 却寻不见.”

以賽亞 55:6-7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
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7 恶人当离弃自己
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
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
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Final Mocking 末世的嗤笑 (v. 26)
Final Hurricane 末世的暴風 (v. 27)
Final Abandonment 末世的棄絕 (v. 28)
启示录 6:15-17 “地上的君王, 臣宰, . . 一切为
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 . 把我
们藏起来, 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Here lies the body of a proud atheist who all 
dressed-up yet no place to go!”
“Now he will wish how much these words are 
true!” [一死百了? 沒完沒了!!!!!!!!!!]



智慧婦人愛的责备: 嚴厲的審判 (vv. 26-28)

末世的嗤笑, 末世的暴風, 末世的棄絕

智慧婦人愛的應許:永久的平安 (v. 33) “唯有
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 马太 11:28-30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
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
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
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
担子是轻省的.”

• 教授的小狗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救主耶穌, 我來, 我來!”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04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照我本相”



#304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1/4

照我本相, 無善可陳, 

惟你流血, 替我受懲;

並且召我, 就你得生, 

救主耶穌, 我來, 我來.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And that Thou biddest me come to Thee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304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2/4

照我本相, 來到主前,

我無能力, 自洗罪愆;

惟靠救主, 寶血洗淨,

救主耶穌, 我來, 我來.

Just as I am, and waiting not 

To rid my soul of one dark blot;

To Thee,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304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3/4

照我本相, 你肯收留,

賜我生命, 赦我愆尤;

你既應許, 必定成就,

救主耶穌, 我來, 我來.

Just as I am, Thou wilt receive,

Wilt welcome, pardon, cleanse, relieve;

Because Thy promise I believe,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304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4/4

照我本相, 蒙主大愛,

除我一切, 罪孽障礙;

今願歸主, 永遠屬主,

救主耶穌, 我來, 我來.

Just as I am, Thy love unknown 

Hath broken every barrier down;

Now, to be Thine, yes, Thine alone,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