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结晶读经
#9:用祷告的灵读箴言，使之对我们成为金块和珠
宝，加强我们追求基督的生活，以完成神的经纶
OL Summary:
Ⅰ.箴言是智慧人之言语的汇集，强调人借着接触神，
从神所得的智慧，并且教导人如何行事为人，在为人
生活中建立他们的性格:
A.因为箴言主要是由律法时代两位犹大王（所罗门和
希西家）
所收集，
所以箴言这卷书可视为律法的辅助。
B.律法是神的描绘，要求神的百姓遵守，使他们能成
为神的复本，好叫神得着彰显和荣耀。
C.箴言是律法的辅助，指导人如何照着神的属性，就
是照着神的所是，行事为人并建立自己。
Ⅱ.箴言独有的特点，是向我们陈明古时许多智慧人智
慧的话，所有读这卷书的人一致认为这些话是好的；
但我们必须领悟，箴言之于我们是如何，乃在于我们
是哪一种人，以及我们以何种方式接受箴言:
A.我们若是一个讲求伦理道德的人，有刚强的心思，
并且渴慕象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那样完全，这卷书的
确会帮助我们在追求完全的事上成功；然而，这卷书
并不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照着神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而活在灵中的人。
B.我们来到箴言这卷书跟前，
需要在我们的灵里祷告，
将自己从心思转向灵；我们若这样来到箴言跟前，就
会凭着新人来摸主的话，我们过生活就不是凭着我们
天然的人、我们的旧人、和我们的己，乃是凭着那活
在我们灵里，作我们生命和人位的主耶稣。
C.我们必须拒绝自我修养，定罪旧造天然人的建立，
并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同着那灵，在祷告的灵里接触话，
作为新造重生的人来读箴言；这样，箴言里的话就会
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
D.我们新约信徒该相信，箴言是圣经中神的圣言的一
部分；诗人说，“我要向你的诫命举手，这些诫命是
我所爱的” (诗119:48)。向神的话举手，指明我们热
诚欢乐地接受它，并对它说“阿们”。』
E.箴言是神的呼出，给我们吸入，叫我们从神得着生
命的供应；圣经是神的呼出；当我们借着各样的祷告
读任何经文的时候，这祷读就是我们吸入神的气。
F.我们读箴言时，该在灵里被神的丰满所充满；不仅
如此，我们该用重生的灵，在新约生命的灵里，调和
着祷告来读箴言，好用灵和生命，与话调和。
Ⅲ.照着神的经纶，箴言的原则如金块，细则如珠宝，
这些都不是为着建立我们的旧人；反之，这些乃是叫
我们建立我们的新人，加强我们追求基督的生活，以
完成神的经纶，就是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
成那作神心头愿望和终极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A.我们需要以祷告的灵接受神那活而有功效的话，
使我们得以建立我们的新人，并使我们得以辨明我
们的灵与魂。
B.我们不该来到箴言跟前作一个守字句的人，乃该
作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应当作全心寻求神，借着寻
求神的面而求祂的恩，求神用脸光照我们，并且行在
神面前的人。
Ⅳ.弗4:22〜24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

两个人—旧人和新人；旧人借着我们天然的出生，乃
是属亚当的，新人借着新生、重生，乃是属基督的；
我们应当过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照着神的经
纶，箴言不该用来培养并建立我们的旧人，乃该培养
并建立我们重生的新人:
A.为要照着神的经纶而进入箴言这卷书的内在意义，
我们应当成为照着新造而活的人；旧造是我们在亚当
里的旧人，是我们与生俱来天然的人，没有神的生命
和神的性情；新造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是我们由那灵
重生的人，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作到其中，有基督
为其构成成分，成为新的构成。
B.在我们的灵里，有美妙、奇妙、经过过程、包罗万
有、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
在神写成的话中接触基督这神活的话，祂就成为神应
用的话，对我们就是那灵；这样，凡我们所读圣经中
的话就会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而使我们得复兴。
C.我们需要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接受圣经，借此将圣
经从一本表面上教导我们培养己并建立天然人的书，
转为满了光、生命、灵、和属灵滋养的书；这要拆毁
我们的己，破碎我们天然的人，并以三一神终极完成
的灵供应我们。
Ⅴ.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人：爱主并追求基督，而非追
求自我完全，并且爱整本圣经中主的话语，用祷告的
灵来读经，不是要得着字句道理，乃是要寻求生命的
灵与生命的话；我们来读箴言不该是要得任何帮助以
自我修养，乃是要滋养我们的灵，好使我们过一种在
神圣美德上，就是在神圣属性的彰显上是完全的基督
徒生活。

CP1:操练调和的灵，来到神的话语前的时候，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箴言里的话，就会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
弟兄的见证:我得救的时候，我认为主是要帮助我
OL1:在旧约里，约伯满足于自己的纯全，满足于自己 成为品德良好的人。为了成了一个好人，我必须要
属人完全的追求；但这不是神在他身上所要的，反而 更加努力。我当时没能理解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是神
顶替了神在他身上所要的；这就成了神的仇敌，使他 的经纶这件事。
这个神所创造的人受拦阻，不能完成神的定旨。
召会每年都会带着我们这些大学生参加台湾
神的定旨是要约伯得着神，使神得荣耀，得彰显； 的相调。台湾的各个召会的弟兄姊妹，灵里刚强，
我们对神最高的事奉，就是得着神到极点，被神充 灵里喜乐，自然地彰显主。我当时想为什么这么不
满，以彰显神而使祂得荣耀｡
一样呢。回国之后，我想台湾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
OL2:我们必须拒绝自我修养，定罪旧造天然人的建 到，日本的我们做不到的话就太奇怪了。虽然我觉
立，并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同着那灵，在祷告的灵里 得“我们有所改变的话，应该跟他们一样”。但是
接触话，作为新造重生的人来读箴言；这样，箴言 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找到答案。
里的话就会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
后来，我得到了在洛杉矶弟兄之家住一个月的
箴1:1-4 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要使 机会。那时，我参加了中学生们的聚会。年轻的中
人晓得智慧和训诲，辨识通达的言语；使人领受训 学生们享受了下面这首三一神的诗歌。我还在为理
诲，处事明智，有公义、公平和公正；使愚蒙人灵 解三一神而努力的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大声地赞
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美、享受这首诗歌。
诗119:48 我要向你的诫命举手，这些诫命是我所 1. 子同着父并凭着灵而来，哦这是何等奥秘！
爱的；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
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住在祂里。
提后3:16-17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
子同着父，祂何等奇妙！子凭着灵，祂何等高超！
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
耶稣基督至宝，三一何深奥，三一神何奇妙！
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全。
7. 经过种种过程，主今已登宝座，万有祂治理；
约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作生命之灵分赐给人，接受产生祂身体。
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是三一，不是为道理；神是三一，分赐祂自己。
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将那属于灵和生命的新
分赐永不停息，我们可经历，尽享祂的自己。
约，当作属于字句的旧约。对使徒保罗而言，甚至旧
这时，我开始认识到神的经纶是要我们享受基督。
约也象新约一样，是属于灵和生命。太多的基督徒将 享受主，自然而然地就会彰显主，为主尽功用。但是
新约当作字句的箴言、训辞、劝勉和指导。我们的生 当我们没有怎么享受而服事，就变得痛苦，进展不下
命读经已使全部旧约神的话，成为灵与生命的书。借 去。
此我们必须领悟，箴言之于我们是如何，乃在于我们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
是哪一种人，以及我们以何种方式接受箴言。
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们新约信徒该相信，箴言是圣经中神的圣言 FN:本节很强的证明，神格的三一，不是为着人在
的一部分。…我们该认识箴言是神的呼出，给我们 道理上领会系统的神学，乃是为着神在祂的三一里，
吸入，叫我们从神得着生命的供应。其次，我们读 把自己分赐到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
箴言时，该在灵里被神的丰满所充满。我们该用重 祷告:哦主耶稣，神永远的定旨是要我们得到神，荣耀
生的灵，在新约生命的灵里，调和着祷告来读箴言， 神，彰显神。所以我们每天需要享受神的话。读圣经
好用灵和生命，与话调和。
时，不是读律法的文字，而是要操练灵，用祷告的灵，
我能见证，只要与主交通几分钟以后，我就得着 来到话语前。这时，旧约的话也会对我们成为灵和生
喂养、滋养与挑旺。然后我来读圣经，每个字都成了 命。操练灵，大声呼求主名，唱诗歌。成为在主里面
珠宝。我们都需要这样来读箴言。这样，箴言的每个 常常喜乐的人。阿们！
字对我们都会成为灵和生命。每个字都会是活的，并
且成了珠宝，加强我们追求基督的生活，以产生并建
造基督的身体，完成神的经纶。

CP2:学习借着祷告和祈求接受神的话，像尼希米一样
站在神的话上照此祷告
OL1:箴言里一切的话都是神的呼出，而神的呼出完全
具体化在基督里；我们读箴言时，需要吸入神所呼出
的一切；借着吸入箴言里神圣的气，我们越接受说话
之神的气，就越享受基督。
OL2:以色列人受嘱遵守诫命、律例和典章，今天我们
则需要持守基督；借着接受基督、持守基督、紧联于
基督，我们就会赢得祂、享受祂并活祂；我们需要爱
基督、持守基督、教导基督、披戴基督并书写基督｡
OL3:圣经是神的呼出，所以我们该借着各样的祷告，
接受神的话，包括箴言这卷书，借此吸入圣经；我们
教导圣经时，应当将神呼到人里面。
弗4:22-24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
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而在你们心思的灵
里得以更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
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提后3: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
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弗6:17-18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
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
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来到圣经跟前，需要有这种领悟。我们读
圣经，不是凭着旧人，就是凭着新人。许多基督徒
照着旧人，以天然的方式研读神的话。……我们若
仅仅运用心思从神的话得知识，就是凭着旧人读。
凭着新人读圣经则大不相同。在新人里的人甚至在
读圣经以前，就运用他的灵接触主。他也许认罪说，
“主，很亏欠，我这么活在我的旧人里，没有运用
我的灵接触你，没有凭着我的新人，就是你新造的
人而活。主，赦免这罪。”当我们这样就近圣经，运
用我们的灵，就有极深的感觉和感受，我们是在就
近、摸着并接触神。
例えば、譬如，我记得当我读约翰三章十六
节时，我祷告说，“神啊，感谢你。你这么爱世
人。我的父神啊，你这么爱我，甚至将你的儿
子，就是你的独生子赐给我。”我感觉我摸着了
神，祂也摸着了我。借着我的祷告，约翰三章十
六节对我就成了灵和生命。

应用:服事者篇
林后 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
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
叫人活。
当你把圣经看作是一本规范人的律法书时，圣经中
的文字就会杀死你。但如果你充分运用自己的灵，摸着
圣经中的灵，圣经对你来说，就会成为灵，赐你生命。
弗 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
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
为众圣徒祈求，
这里神的话表明，接受圣经话语的最好方法是借着
祷告和祈求来接受。祷读(Pray-reading)是在灵里祷
告的同时接受神的话过程。以下是尼希米祷读的一个
例子。尼希米向神祷告时，他站在神的话上，并照此祷
告。神被祂自己的话语所约束。
尼 1:8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
不忠信，我就把你们分散在诸民中；
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
人，就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
我所选择给我名居住的地方｡
10 这些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你的大能，
和你大力的手所救赎的。
11 主阿，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
众仆人的祷告，使你仆人今日亨通，使他在王面前蒙怜
恤。我是作王司酒的。
以下是但以理祷读的例子。他明白了被掳期间为
70 年耶利米的预言并为此祷告，
但 9:2b 我但以理从经书上得知耶和华临到申言者耶
利米的话，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17 我们的神阿，现在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恳求，为主的
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18 我的神阿，求你侧耳听；睁眼看我们的荒凉，和称
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靠自己所行
的义，乃是靠你的大怜恤。
19 主阿，求你垂听！主阿，求你赦免！主阿，求你倾
听并行事！我的神阿，为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迟延；
因你的城和你的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祷告:哦主耶稣，接受圣经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借着祷告
和祈求接受。使我学会运用自己的灵，祷读以摸着圣经
中的灵，并有摸着神旨意的祷告。尼希米向神祷告时，
他站在神的话中，并照此祷告。神被他自己的话语所约
束。使我像尼希米一样，祷读神的话，摸着神的旨意，
并为实现祂的旨意祷告。阿们！

CP3: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灵与魂搀杂在一起。
神的话能够剖开灵与魂
OL1:仇敌的计谋总是要使我们的灵与我们的魂搀杂在
一起；搀杂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我们越被神的光神的
同在所充满，就越认识神，也就越宝贵干净过于宝贵
能力。
OL2:除去这搀杂的路是借着圣灵的启示；灵与魂的分
开，乃是有神的话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照亮，给我
们看见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OL3:在神话语的光中所看见的，也就在光中杀死了；
光杀死，乃是基督徒经历中最大的事；灵与魂的分开
乃是靠着光照。
来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
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
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FN剖开魂与灵: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己。我们跟从主，
必须否认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灵是我们
全人最深的部分，是我们接触神的属灵器官。在我们
的灵里，我们蒙了重生；在我们的灵里，圣灵居住并
作工；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享受基督和祂的恩典。因
此，
本书作者劝勉希伯来的信徒，
不要留在魂里游荡，
这魂是他们必须否认的。他们该竭力进入灵里，享受
属天的基督。
OL4:启示就是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启示就是神开我
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意，认识我们里面最
深处的思念，象祂认识我们一样；神只要将我们的思
念显露，将我们心中的主意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灵
与魂就分开了。
OL5:若没有祷读，箴言就仅仅是格言的汇集，但我们
带着祷告读箴言，也就是祷读箴言时，我们的祷读就
使所有的箴言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
OL6:在我们的灵里，有美妙、奇妙、经过过程、包罗
万有、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
在神写成的话中接触基督这神活的话，祂就成为神应
用的话，对我们就是那灵；这样，凡我们所读圣经中
的话就会对我们成为灵和生命，而使我们得复兴｡
提后1:6-7 我提醒你，将那藉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
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
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OL7:我们需要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接受圣经，借此
将圣经从一本表面上教导我们培养己并建立天然人
的书，转为满了光、生命、灵、和属灵滋养的书；这
要拆毁我们的己，破碎我们天然的人，并以三一神终
极完成的灵供应我们。

应用：在职者・服事者篇
为了要剖开灵与魂，你需要祷读神的话被光照，
杀死。比如，你在公司或召会的服事中有不好相处的
人。你应该“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
就，(弗4:2-3)”，接触那个人。为此，首先需要借
着主的话光来暴露自己的魂中与人不和解的原因、
分裂的原因即愤怒、轻蔑、嫉妒、争竟心等，并将其
杀死。你需要向主的光照敞开，认自己的罪。然后经
历过十字架杀死的经历后，那灵的分赐就来了。以弗
所4:2-3的人性美德的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
此担就，和平的联索的全部，需要盛装神圣的属性，
被神圣的属性加强和拔高。神圣的属性都在那灵里。
所以在这样的场合，请呼求主名，接受神圣的分赐，
改善人际关系。撒但的原则是分裂，神的原则是一
（Oneness）。因为召会有和平的联索(the uniting
bond of peace)，所以请在工作和召会的服事中经
历和好、联结的能力。
当你运用灵祷读主话的时候，你会在主话中接
触灵、受光照、杀死、得到分赐。然后，可以经历
误解⇒理解、拒绝⇒接受、愤怒⇒同情、骄傲⇒谦
虚、摩擦⇒和解、焦虑⇒耐心、分裂⇒和平的联索
等转换。
弟兄的见证:我从33岁到57岁，在外资医药品、医疗器
械公司工作。医疗器械是由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省）
的管制的业务。日本人很重视规则，所以规则几乎没
有灵活性。因此，美国的医疗器械公司有强烈批评厚
生劳动省的倾向。另外，厚生劳动省不太相信外企。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法人的负责药事的干部不能正
确发挥作用，向美国总公司批评了厚生劳动省，向厚
劳省批评了美国总公司。我实行了相反的做法，推动
了两者的合作。向美国总公司说了厚生劳动省的好话，
向厚生劳动省说了美国总公司的好话，说明了“改善
日本的医疗，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并且，从美国
总公司获得大量的投资，实施了多个厚生劳动省希望
的临床试验。结果，在厚生劳动省的协助下，我在进
入公司3年后，导入了新的医疗技术，使公司成为了日
本第一的公司。这是将召会生活中实行的“和平的联
锁”应用在职场上的结果。
祷告:哦，主耶稣，在我里面，有与人不和解的因素，
分裂的主要原因有愤怒、轻蔑、嫉妒、竞争心等。如
果这些被主话光照暴露，就认罪，接受神圣的分赐。
运用灵祷读主话，在主话中接触那灵、受光照、杀死、
得到分赐。经历误解⇒理解，拒绝⇒接受，愤怒⇒同
情，骄傲⇒谦虚，摩擦⇒和解，焦躁⇒耐心，分裂⇒
和平的联索的转换，改善人际关系。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