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结晶读经
我们活在神里面，而摸着并得着生命；这些途径
#11:在神的经纶里，敬畏主的内在意义
就是神摆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进入祂里面的大道。
4/12-18OL Summary:
C.死亡的路就是善恶知识的路，源头是撒但，表
Ⅰ.过正确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是敬畏主，尊 显于我们的己；活在自己里面就是没有神的同在，
崇主；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怕失去祂的同在， 行在黑暗的路上，并且没有生命。』
怕在来世得不着祂作我们的赏赐；我们该怕在今 Ⅵ.神应许要赐给我们这些祂的子民一个心和一
世失去主的笑脸，在来世失去祂的赏赐:
条路，好叫我们终身敬畏祂，使我们和我们以后
A.敬畏主就是在每件事上顾到并尊重祂，绝不忘 的子孙得福乐，并且赐我们敬畏祂的心，使我们
记祂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敬畏主会使我们停 不转身离开祂:
止作恶；敬畏主也会使我们感受别人的苦难，并 A.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该有一个心，要爱
向他们施怜悯，施怜恤。
神、寻求神、活神、并被神构成，使我们成为祂
B.敬畏主，不只是远离罪，并且更进一步，乃是 的彰显；我们也该有一条路，就是三一神自己作
拒绝自己；敬畏主不是仅仅怕我们犯罪或属世， 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其神圣的性能｡
乃是怕我们所作的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主｡
B.这一个心和一条路就是同心合意；人心在基督
C.敬畏神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 以外另有所要，人走基督以外的路，都会导致分
聪明；知识、智慧和聪明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若 裂。
敬畏祂，尊崇祂，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产业｡
C.神立了永远的约，就是新约；凭着这约，神必
Ⅱ.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 不转身离开我们，并且祂必赐我们敬畏祂的心，
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以及敬畏 使我们不转身离开祂｡
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基督身上:
D.我们敬畏神，就蒙神指示当选择的道路，得知
A.那灵一直与主耶稣同在，与祂是一；祂凭那灵 神亲密的指教和祂的约；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得
行动，过一种在那灵里、同着那灵、借着那灵、 着神的约的启示，并且祂只将祂亲密的指教赐给
并经过那灵的生活；以赛亚十一章二节给我们看 那些敬畏祂的人｡
见，在主的人性生活里，那灵带着上述的一切属 Ⅶ.敬畏主和爱主是我们得着赦罪的两个美妙结
性得以显出｡
果:
Ⅲ.敬畏神就是信靠祂:
A.神赦罪不会叫人胆大放肆；神赦罪之恩要叫人
A.箴言三章五至八节嘱咐我们，要全心信靠耶和 敬畏祂；“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詩
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的道路上， 130:4)。
都要认定祂，祂必修直我们的途径；不要自以为 B.神赦罪之恩也叫我们爱神；路加福音里那个有
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我 罪的女人所以爱主多，乃是因为她得着主的赦免
们的身体，滋润我们的骨头。』
多｡
Ⅳ.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荣祂:
C.主越赦免我们，我们就越敬畏祂；我们越敬畏
A.箴言三章九至十节说，我们要以财物，和一切 祂，就越爱祂；在消极一面，我们因着敬畏祂，
初熟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样，我们的仓房必 就不去作祂所不喜悦的事；在积极一面，我们因
充满有余，我们的酒醡必盈溢新酒。
着爱祂，就作祂所喜悦的事。
B.我们不该是赚得更多的钱，为着将来积存财宝 Ⅷ.箴言三十一章向我们陈明敬畏主之人的两个
的人；至少我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初熟果子）必 典范；一面，我们该象主一样是君王，是君尊的
须献给神；我们该一直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 男子，有权柄施行管理；另一面，我们该是才德
慷慨地施与；这是尊荣神｡
的妇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安排、经营、料
C.我们该恳求主使我们专心敬畏祂的名—“耶和 理、并供应圣徒的需要。
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行在你的真
理中。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D.我们需要“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
污，敬畏神，以成全圣别”（林后7:1）；这里的
敬畏神，意思是不敢沾不属神或与神无关的事物。
Ⅴ.对主圣别的敬畏事实上是喜乐的源头，是生
命的泉源，也是生命树，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
好完成祂的经纶:
A.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
罗；敬畏主、信靠主、投靠主的名，就是走生命
的路；生命的路就是生命树的路，源头乃是神自
己。
B.敬畏主引到生命；这是引到生命的狭路（少人
走的路，不是多人走的路）；生命的途径乃是使

CP1: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实际的灵，在神的经纶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中过敬畏神的生活
耶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有尊崇、敬畏神的灵。
OL1: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 就算你下决心过敬畏神的生活，外面模仿耶稣的
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以及敬畏 生活，也无法实行。这位榜样现在成了赐生命的
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基督身上。
灵，实际的灵。
OL2:耶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被尊崇、顺从而畏惧 约16:13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进入
神
一切的实际。
的灵所充满；祂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在祂的复 你要①操练灵祷告②呼求主名③心思置于灵祷
活里祂现今是耶稣基督包罗万有、全备供应的灵， 读主话④向带领你的弟兄姊妹敞开交通。并且接
作为敬畏耶和华的灵，这灵包含主耶稣难以描述 触主话中和身体中的实际的灵的时候，你自然而
的人性生活与职事。从来没有一个人象耶稣那样 然地就会敬畏神。
敬畏神；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执行神新约的职事
神经纶的异象是要你享受基督、敬畏神、建
上，祂从来不从自己作什么，祂不作自己的工， 造召会。你应该把这个异象应用到学校生活之中。
祂不说自己的话，祂不凭着自己的意思作什么， 例如，你在学校取得了好的成绩，或者是工作做
祂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 得不错得到了上司的表扬。这个时候，内心里高
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 傲的病原菌开始繁殖，自言自语说：“我可真厉
并且祂与神是一；这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 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哇，我真厉害(Oh,
OL3:我们需要求主这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对 I am great!)”而是要祷告：“哦主耶稣，我除
祂服从的生命和顺从父的生命之经历的实际。一 了罪别无所有！ (Oh Lord Jesus, I am nothing
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向父全然且绝对地敞开，求祂 but sin!)”然后持续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
以复活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灵充满我们；这灵也 主耶稣，哦主耶稣！”这样做的话，实际的灵里
是那包含主耶稣人性生活与职事之敬畏耶和华 的十字架就会产生果效，杀死高傲的病原菌。继
的灵｡
而赐予你尊崇，敬畏神的灵的实际，浸透到你的
OL4:箴言三章五至八节嘱咐我们，要全心信靠耶 魂。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实际的灵，敬畏神。
和
腓立比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求，
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的道路上， 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保罗的
都要认定祂，祂必修直我们的途径；不要自以为 牢狱生活）得救。
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我 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
们的身体，滋润我们的骨头。
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
OL5: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 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 4:22 众圣徒，尤其是该撒家里的人，都问你们安。
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
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日常生活是
虑，而且结果不止。(耶利米17:7-8)。按照神的 在牢里度过的。你的环境再有多么不好，也比保
经纶，信靠神的人象树栽于水旁；这表征神乃是 罗好多了。保罗即使离开了信徒们，在一直在实
活水的泉源。树在河边，借着吸取水的一切丰富 行基督身体的生活，在主里喜乐，爱基督和召会，
而生长；这是神借着祂的分赐完成祂经纶的一幅 极大地彰显主。并且，在牢中向该撒家里的人传
图画；我们这些树要接受神圣的分赐，就必须吸 福音，好几个人都因此得救了。保罗是你的榜样。
取神这水。这位供应之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 愿你在学校生活，在职生活，家庭生活中，召会
些树里面，就以神的神性将我们构成，使我们长 生活的福音和牧养中，享受实际的灵，敬畏神，
成神的度量。这样，我们就与神成为一，有同样 爱人，将基督分赐给别人，建造召会！
的元素、素质、构成和样子。
祷告:哦主耶稣，被敬畏神的灵充满的这一位，现
OL6:留心训言的必得好处，信靠主的便为有福； 在成了赐生命的灵，住在我的里面。愿我①操练
主是我们所信靠的，祂必保守我们的脚不被缠住。 灵祷告②呼求主名③将心思置于灵祷读主话④
OL7:那些爱神的人，凭圣经来到主面前，借此学 向带领的弟兄姊妹敞开心交通，接触主话里面和
习
身体中实际的灵。在生活中享受实际的灵，敬畏
敬畏神；我们受吩咐要紧紧跟随并顺从神的话， 神，爱人，将基督分赐给别人，建造召会！
作我们敬畏神的证明。

CP2:借着奉献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彰顯
应用:在职者・碩士生篇
出敬畏主，尊崇主
箴言 3:9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出产，尊荣
OL1:箴言三章九至十节说，我们要以财物，和一 耶和华。10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
切初熟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样，我们的仓房 醡必盈溢新酒。
必充满有余，我们的酒醡必盈溢新酒。我们不该
在职者即使财物少也应该尊崇神奉献收入
是赚得更多的钱，为着将来积存财宝的人；至少 的 10%。根据收入的增加，可以进一步提高比率。
我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初熟果子）必须献给神； 玛 3:10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
我们该一直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慷慨的施与； 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这是尊荣神｡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
OL2:我们该恳求主使我们专心敬畏祂的名、“耶 无处可容。
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行在你的 选自生命课程第 2 巻「奉献财物」:
真理中。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詩86:11)。
从人因着堕落，和神出了事，离弃了以神作
OL3:敬畏基督就是怕得罪作头的基督；这与我们 人一切的地位，财物就变成堕落人类生活中一件
的彼此服从有关；我们需要存畏惧事奉主；然后 要害的事。因此人就在这种情景中，落到只认财
我们会爱主，好在主里面欢乐并享受主｡
物，不认神，只知倚靠财物，不知倚靠神，甚至
OL4:我们都该对神有正确的敬畏，因为我们在基 事奉财物，以财物为神，让财物顶替了神的黑暗
督里的信徒都要显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时基督 中。神的仇敌撒但魔鬼，也就趁机利用人这种堕
要回来审判祂的信徒，这审判并不是关于他们永 落的光景，进来诱骗人，为着发财得利而敬拜财
远的救恩，乃是关于他们时代的赏罚｡
神一类的偶像，他就可在这些偶像的背后，得着
OL5:敬畏主是使人延长年日的路；神爱、拯救、 人当给神的敬拜和事奉。所以主耶稣才对我们说，
保护、祝福并供应那些敬畏祂的人。
一个人“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OL6:对主圣别的敬畏事实上是喜乐的源头，是生
然而，我们得到了神的怜悯，得到了主的救
命的泉源，也是生命树，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 恩。那救恩，救我们脱离了撒但的权势，使我们
好完成祂的经纶。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 归于神。在这样受到神的救恩后，我们会在现实
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主、信靠主、投靠主的 生活中，直接面对某些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应
名，就是走生命的路。
该如何应对撒但过去用来迷惑我们和所有世人
OL7:敬畏主引到生命；这是引到生命的狭路（少 的物质财物呢？
人走的路，不是多人走的路）；生命的途径乃是 ①提前 6:17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
使我们活在神里面，而摸着并得着生命；这些途 心思高傲，也不要寄望于无定的钱财，只要寄望
径就是神摆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进入祂里面的大 于那将百物丰富的供给我们享受的神。
道。
这话，暴露迷惑人心的撒但的阴谋，使我们
感谢神，当祂这最终的审判还未临到时，祂 能看到我们生活中所有物质的享受，表面上看来
就在我们一个段落接一个段落的人生过程里，先 似乎来自不确定的财物，但实际上是神赐予的。
来审判我们，给我们有新的机会，新的起头。这 牠们是神赐予我们丰富的供应。所以，不要把寄
是祂的怜悯，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被定罪。在这 望于迷惑人的无定的物质的財物上，必須把寄望
过程中，每一次的小审判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 于给我们一切，给我们享受的神自己身上。
个拯救。如果我们因着神这些小的审判，而有一 ②林后 9:10 那丰富供应种子给撒种者，并丰富
个新的起头，神就能重新向我们施恩。
供应粮食作食物的，必供应并繁增你们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义的果子。
圣经把奉献物质的財物看作是撒种。种子是
由神供应的，也是来自神的。这表明信徒们献给
神的物质財物本来就来自神，是由神赐給的。
在这个月的奥运选拔赛上，从白血病中归回
的游泳选手池江被选中。教练对她的注意力感到
惊讶。她以前曾用“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
试诱过于所能受的(林前10：13)”，认为“没有
无法克服的试验”，并见证想要克服白血病的试
炼。在职者想要尊崇神时，会觉得有试炼和诱惑，
请在主里胜过它们。
祷告：哦主耶稣，奉献财物，就是尊崇主。玛拉
基书说，至少要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不是爱财
物，事奉玛門，而是爱神，服事神。不寄望于不
定的財物上，把寄望于賜给我们一切丰富的神自
己身上。献上财物，尊崇主。阿们！

应用：服事者篇
CP3:在主的支配下成为管理的王，
为了召会的扩增和建造，被神的话重新构
并爱主作为有价值的才德的妇人服事
OL1:箴言31:3～9说到掌权的君王——他不饮酒， 成，在神的支配下的负责弟兄们应该代理神，管
并为人伸冤、秉持公理（预表基督和祂的得胜者）； 理召会的各种事情。而且，姊妹们作为一个有价
这样的人才能掌权。我们的主完全受神约束，所 值的妇人，该是才德的妇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当
以祂能为神掌权；我们若能受神约束而对付自己， 如何安排、经营、料理、并供应圣徒的需要。
弟兄公司和召会的见证:因为日企主要采用，录
就能为神掌权。 在治理百姓的事上，王首先要受
用男性，所以我认为外资企业应该有很多优秀的
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对召会中的长 女性。我经常和人事部商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
老们来说，原则也是一样。长老们要管理、治理 在外资企业，女性比男性优秀的可能性更大。如
召会，就必须被神的圣言重新构成。
果不战略性地起用女性，她们的才能就会被埋没。
OL2:箴言三十一章十至三十一节描绘一个才德 结果公司将失去竞争力”。人事部似乎认为我是
的妇人——她是智慧、仁慈、勤劳且能干的，能 个“发异言的人”，所以没有理解我的合理提案。
安排、经营并供应她的家。“她的价值远胜过珠 但是我在美国总公司的帮助下，在部门9名部长
宝；（箴31:10）。在得胜方面，我们要象君王； 中，录用了7名女性。我来这家公司的时候，这是
在爱主方面，我们要象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 一家比业界标准低很多的公司，但是在3年之间，
主要的特点是她敬畏主（恭敬的敬拜、顺从、服 关于开发能力能达到了业界最高。这是在美国总
事并信靠主，满了畏惧的尊敬主）。“艳丽是虚 公司的领导和日本法人的社长的领导下的我的
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 管理以及她们的活跃所带来的成果。
在日本，谁都知道女性的活跃是一个重要
得称赞”(箴31:30)。“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
的主题，但是在实际的场合接受不符合文化观念
无损；”（箴31:12）。“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
的想法非常困难。像这样大胆录用女性的人事安
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箴31:23）。这
排，如果没有美国总公司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吧。
样才德又精明的妇人是从主来的，是她丈夫的冠
在召会生活中，李兄弟见证在上海的复兴
冕；她的儿女和丈夫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 中繁增的90%，是来自姊妹们。因为在日本基督徒
称赞她，说她超过众人。丈夫该能亲眼看见他妻 的人口非常少，我认为特别需要活用爱主的姊妹
子“敬畏中纯洁的品行”；她的妆饰不要重于外 们，所以就按这种做法做到现在。结果，因着姊
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乃要重于那以 妹们的活跃，在神户召会得到了一些繁增（1993
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妆饰的心中隐藏的人， 年4月：3名⇒2021年4月：约200名）。
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敬神是对神的尊敬，
神命定之路是除了有每一个节（有恩赐的
敬拜神者对神该有的尊崇与恭敬。老年妇人在举 肢体们）的功用之外，每一部分都需要根据基督
止行动，就是行为上，要恭敬。“好训练年轻的 的度量来尽功用。为了让姊妹们正确地尽功用，
妇人爱丈夫，爱儿女，清明自守，贞洁，料理家 我们负责弟兄多加注意的部分是：“享受基督，
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被毁谤” 否认天然的生命，照着召会的带领，在身体的配
搭中尽功用，彰显基督，把基督供应别人。”
(多2:4-5)。
这样，不照着偏见和个人感觉，而是尊重圣
灵的主权，使姊妹们在身体里尽功用。服事的小
组需要建立关系，但这不是天然的关系，而是在
基督身体中的肢体之间的关系。
另外，被差遣去为了保罗的受浸的亚拿尼
亚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因为不知道圣灵是借哪
个小小的肢体说话，所以需要经常谦卑地听圣
灵的声音。去年 9 月，召会决定进入六甲岛的
契机是小学 5 年级的姊妹对妈妈说：“召会为
什么不去六甲岛呢？在六甲岛有很多孩子
呢。”。另外，召会，一个新人没有日本人、
中国人、韩国人、非洲人等的区别。我们希望
所有的人都把偏见和固定观念钉在十字架上，
在基督的身体里，尊重圣灵的主权，长到元首
基督里，增加基督的度量，并照着依其度量发
而有的功用。祷告：主啊，作为敬畏主的认，
一方面，我们为了成为像主一样，拥有管治的
权柄，必须被神的神的话语重新构成。另一方
面，我们要成为有才德的妇人，在神的家中安
排、经营、料理、并供应圣徒的需要。希望能
除去文化观念的帕子，成为聪明、有价值的妇
人来尽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