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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讀經



Proverbs 箴言

9:1-18



1 智慧建造房屋, 凿成七根柱子, 2 宰杀牲
畜, 调和旨酒, 设摆筵席, 3 打发使女出去,
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4 说:“谁是愚蒙人
,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5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6 你
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 就得存活, 并要走光
明的道.”

7 “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 责备恶人的必
被玷污. 8 不要责备亵慢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9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11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
岁也必加添。12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
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

13 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
。 14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
的座位上， 15 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
的人， 16 说: “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
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17 “偷来的水是
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 18 人却不知有阴
魂在她那里，她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SERMON

信息

1/24/16



“R.S.V.P. 請回復”

(Proverbs 箴言 9:1-18)

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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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请帖” (箴 9)

•智慧妇人 (vv. 1-6)

•愚昧妇人 (vv. 13-17)

你的回复 RSVP?: 谁的 2016 新年 Party?

•两种人 (vv. 7-12):亵慢/恶人 or  智慧/义人

回复/选择习惯 性格/归宿

回复/选择的重要:智慧 or 愚昧?--生死攸关 !

•马太 6:24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
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
又侍奉神, 又侍奉玛门.”

我的主? 为谁辛苦为谁忙? “My Precious!”



“智慧妇人的邀请/呼召” (箴 9:1-6)

场景 (vv. 1-3); 请帖 (vv. 4-6)

1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宇宙工师箴 8)

•她的豪宅/居所 >> 白宫, B. Palace, 紫禁城

•神的居所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 “. . . 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
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就必再
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
哪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户口: 城市or农村? --迁移与耶稣同住? How?



“智慧妇人的邀请/呼召” (箴 9:1-6)

1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宇宙工师箴 8)

•她的豪宅/居所 >> 白宫, B. Palace, 紫禁城

2宰杀牲畜, 调和旨酒, 设摆筵席!

•她的筵席;美酒佳肴 >> 中美国筵,富贵族婚筵

• “爱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
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
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天下不散筵席?人去楼空天上有! 羔羊婚筵



2宰杀牲畜, 调和旨酒, 设摆筵席!
她的筵席; 美酒佳肴的预表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
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
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人活着不是..,乃是靠耶和华口里..一切话”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
我的,永远不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
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的话语; 基督福音; 生命智慧 (救恩)



1智慧建造房屋, 凿成七根柱子.

•她的豪宅; 神的居所: 万国万民; 与主同在

2宰杀牲畜, 调和旨酒, 设摆筵席!

•她的筵席;美酒佳肴: 智慧福音; 羔羊婚筵

3打发使女出去, 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她的邀请; 她的热情: 慈心父亲; 引颈等待

• “自己”: “人子来,为要寻找, 拯救失丧的人.”

• “使女”: “你们要去, 使万民 . . .”

•我们的邀请?:主日, 小组, 春节聚餐, . . .

回复 R.S.V.P.? --排长龙? 挤破头? 人潮汹涌!?

冷清清,门可罗雀!:“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智慧妇人邀请/呼召” (箴 9): 回复冷清?

请帖 (vv. 4-6)

说: “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
知的人说: 5 “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
酒. 6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
走光明的道.”

• “愚蒙人simple,无知人lack heart”:

•初出茅庐;可塑之才: 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

• “转到”: U-turn!/“舍弃”Give-up ‘my Precious’

智慧妇人Tough Lady: 参加我的筵席?

“你必要 ‘翻转迎新春!’ –2/20”



“智慧妇人邀请/呼召” (箴 9:1-6): 回复冷清?

耶稣的请帖 (路加 14:15-24):全盘拒绝！

“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 1) ‘我买了一块地,必
须去看看.’ 2) ‘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 3) 
‘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
瞎眼的,瘸腿的来….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
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
的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筵席!”

冠冕堂皇, 理直气壮: 拒绝耶稣的邀请!

你的正当理由? “Later, Later!”

北美教会:冷冷清清; 中国台湾教会: 坐无虚席



耶稣的请帖 (路加 14): “我要尝你的筵席!”

智慧妇人邀请/呼召 (箴 9:4-6)

1) vv. 4, 6 “转到这里来! 要舍弃愚蒙”: 悔改

2) v. 5 “吃我的饼, 喝我的酒”: 信靠

3) v.6“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永生(智慧)

东北教会 (Daniel/Deborah): 批发市场植堂

• 何牧师 (老公支持; 市场打工)

• 祷告查经 (五年忠心耿耿)

• 新婚夫妇 (肾衰竭)

• 二年青人信主 (筵席上): 母親禱告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