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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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



“請回復 (III): 天壤之别”

(Proverbs 箴言 9:1-18)

邓牧師



箴言书主角: 智慧妇人

•箴 1-9 代表: 智慧父母

1:5 我儿,要听你父亲训诲,不离弃你母亲法则.

家庭教育, 教会教育: 敬虔后代!

•箴 10:1-31:1-9 筵席

•9:5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箴言书 31 章: 每天一章; 一月打牙祭!

•箴 31:10-31 代表: 才德妻子

31:26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美满婚姻, 基督新妇:长大成熟!

“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箴言书 1-9 Prologue 前奏:主角 (智慧妇人)

•箴 1:20-33 登场

•箴 8:1-9:18 自传 & 请帖

风度?: “苗条淑女?”– N0. 她的嗓门大:

1:20-21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
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

8:1-3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她在道旁
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
门口, 在城门洞大声说:

9:1-3智慧建造房屋,…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
摆筵席,打发使女..,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箴言书 1-9 Prologue 前奏:主角 (智慧妇人)

•9:1-3智慧建造房屋,…宰杀牲畜,调和旨酒,设
摆筵席,打发使女..,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风度 (女先知!): 抛头露面, 大声喊叫?

丢了孩子! --神: “你在那里?” (创 3:9)

耶稣: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 19:10)

•请帖 (9:4-6) “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
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
并要走光明的道.”

愚蒙无知,浪子迷羊的回复?



两种回复: 两种人 (箴 9:7-12)

亵慢人7-8a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
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

太 7:6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好心没好报; 惹了一身骚!

恨恶福音智慧 (“圣物/珍珠”); 击杀报信人!

智慧人8b-9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
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喜爱管教..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却是畜类”



箴 9:7-12  亵慢人 三对比 智慧人

“责备”: 1) 可教/可塑性 Teachability (vv. 7-9)

“孺子不可教也; 朽木不可雕也!”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若不悔改,都要下地狱!”

•亵慢人: 犹太人, 领袖, 强盗 (太 27:40-44)

•讥诮,戏弄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 hahaha

•智慧人: “无神论者成基督徒” (15-16 复活节)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
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
治恩典涌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箴 9:7-12  亵慢人 三对比 智慧人

“责备”: 1) 可教/塑性 Teachability (vv. 7-9)

智慧人: “无神论者成基督徒” (15-16 复活节)

“上述歌词雷霆万钧, 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的
心房,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随着歌声, 歌词
的继续, 我的眼泪汹涌澎湃,怎么也止不住.”

“歌词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宽慰. ‘你
的身体为我而舍,’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使
我再次能看见,’ ‘使我从此得自由’ ..

“有多久, 没得到这种大爱了? 

“有多久, 委屈自己扛, 挫折自己受, 无人知晓, 
也无人能帮助了, . . .



“责备”: 1) 可教/可塑性 (vv. 7-9)

智慧人: “无神论者成基督徒” (15-16 复活节)

“多病的父母, 已无力再像以前一样疼爱我; 

忙碌的老公, 无暇顾及我的 ‘无病呻吟’; 

年幼的孩子, 只有我无尽地付出再付出, 鲜
有回报……多年来独立, 自信,好强的我, 真的
好累, 好心酸, 好委屈. 

“此时, 竟然有一个贵为天神的主, 默默地为
我付出, 并为我流血, 带我走出黑暗, 让我得
到自由…我怎能不感动, 怎能不泪流满面?”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路 18:13)

我谦虚?心软?可塑? Or 死要面子活受罪?!



“责备”: 1) 可教/可塑性 (vv. 7-9)

“关系”: 2) 敬畏/认识性 (v. 10)

“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聪明”

•学作人箴 1“处事..仁义,公平,正直.” (像雷锋)

•学像神弗4 “长大成人..基督..身量” (像基督)

•敬畏神: 箴言书格言(1:7,29; 2:5; 3:7; 8:13; 
9:10; 10:27; 14:2,26,27; 15:16; 16:6; 19:23; 
22:4; 23:17; 24:21; 28:14; 29:25; 31:30)

敬畏神?: 尊敬, 荣耀, 顺服, 惧怕!

路12 当怕那杀了以后, 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
可怕的!” (Hui-Hua: 12 岁学生)



“责备”: 1) 可教/可塑性 (vv. 7-9)

“关系”: 2) 敬畏/认识性 (v. 10)

“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聪明”

•敬畏神: 尊敬, 荣耀, 顺服, 惧怕

•认识神: 爱, 敬拜, 喜悦, 服事, 为他活

一个亲密的关系: 唯有透过耶稣

约14:6-7;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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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若认
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与神关系?:爱他,敬畏认识他 or 心不在焉!



“责备”: 1) 可教/可塑性 (vv. 7-9)

“关系”: 2) 敬畏/认识性 (v. 10)

“回复”: 3) 生死/归宿性 (vv. 11-12)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
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

亵慢人:孤苦死亡路 智慧人:蒙福永生路

智慧妇人的新年筵席: 你的回复? [天壤之别]

“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智慧妇人筵席 (箴 9) 耶稣筵席 (约 6)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
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
看见我, 还是不信. [亵慢人]”



智慧妇人筵席 (箴 9) 耶稣筵席 (约 6)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
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
人之生命所赐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
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
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
面…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
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耶稣筵席 (主人): 主食 (我肉/我血)! 食人族?

“人子..舍命…多人赎价”: 十架之死 (主餐)



智慧妇人筵席 (箴 9) 耶稣筵席 (约 6)

我肉..血:舍命/十架之死 –罪得赦免,出死入生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
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筵席:同死同活; 新造的人 (浸礼)

9:6“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的酒.你们愚蒙人
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不再和他同行.耶稣
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亵慢人: 不信/退去,不再..同行 (不聚会,半途)

CBCOC: “你们也要去吗?”

No. “主啊, 我们是智慧人!”



..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话,我们还归从
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10“敬畏耶和华..智慧开端,认识至圣者…聪明”

12 亵慢:孤苦死亡路 智慧:蒙福永生路

耶稣筵席 (约 6): 

1)悔改相信;十架福音

2)同死同活; 新造的人

3) 与主同行; 复活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
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筵席)

你敬畏耶和华? 认识神的圣者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