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结晶读经#10:过敬虔的生活4/5-11
OL Summary:
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
A.在圣经里，“异象”是指一个特殊的景象；它
是说到一种特别的看见，即荣耀、里面的看见，
也是说到我们从神所看见的属灵景象｡
B.我们要得着异象，就需要有启示、光和视力｡
C.属天的异象支配我们、限制我们、管制我们、
指引我们、保守我们、彻底翻转我们、保守我们
在真正的一里、并给我们胆量往前。
D.当我们看见这异象时，我们全人就从里面有个
转变，并且我们的思想、观念、态度都改变了。
E.属天的异象推动我们，加力给我们，托住我们，
赐我们忍耐，将我们带进主今日的行动里，并使
我们的生命满了意义和目的｡
F.每一个事奉主的人，都必须是有异象的人；里
面的异象会将我们事奉主的方式翻转过来｡
G.我们在属天的异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
地，我们的生活也受神的经纶所支配｡
H.圣经中管制的异象，乃是三一神将祂自己作到
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为要以神圣的三一浸
透他们全人，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
成于新耶路撒冷｡
Ⅱ.“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箴言23:23):
A.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出代价的｡
B.神圣的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必须对真理绝对，
并维持真理的绝对/对真理绝对，就是不顾情感，
就是不讲关系，就是不为着个人/真理是唯一的
标准，我们必须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自己；唯有当
我们从自己里面得蒙拯救，才有可能维持真理的
绝对｡
C.为着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要对现有的
真理绝对/现有的真理包括关于神永远的经纶、
神圣的三一、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终
极完成之赐生命的灵、神永远的生命、召会作为
基督的身体、和新耶路撒冷的启示/现有的真理
包括神圣启示的高峰—这启示就是神成为人，为
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为着完成神的经
纶，好结束这个时代，并把基督带回来，设立祂
的国度｡』
Ⅲ.“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箴
言20:27):
A.人的灵是神在人里面的灯/就如灯盛装光并彰
显光，照样，人的灵受造是要盛装神并彰显神/为
要让神圣的光照进人内里的各部分，神的灵作为
油，必须浸润（调和）作为灯芯的人的灵，并与
人的灵一同“焚烧”/我们若回应灵的照耀，就会
照着灵而行｡
B.神的灵也是灯，有祂七倍强度的照耀/人的灵
与神的灵都是灯，一同光照人内里的部分｡
C.我们用我们的灵正确地祷告，就有照耀的灯/
我们祷告，我们的灵就尽功用，作照耀的灯，鉴
察我们魂所有的部分/我们越用我们的灵祷告，

就越蒙光照/我们内里的部分会彻底被主鉴察/
这样祷告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光明、透亮、被神
充满｡
Ⅳ.“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
心”(箴言4:23):
A.魂是人位的本身，而心是采取行动的人位/我
们里面的所是里有个代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与神的关系首先是在于心，因为心是我们
表达自己的器官，也是我们借以决定接受或拒绝
事物的器官/我们的灵虽是纯净的，但灵所发表
出来的乃在于我们的心｡
B.心是我们全人的出入口/我们真实的人乃是借
着我们的心而出来，因为我们这人的交通是通过
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人的源头，但我们
的心是通道，是出入口，我们这人里面的交通是
从这里通过/要作正确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运用
我们的灵，也需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以护卫这
心｡』
C.箴言4:23里“保守”的原文，意思是“护卫”
/我们应当护卫我们的心，胜过护卫一切，因为生
命的果效发之于心/箴言4:23节里的“果效”，含
示源头、泉源和流出/心与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泉
源、以及生命的流出都有关联/我们的所是（我们
真实之人的）泉源，源头，从我们的心流出｡
D.我们借着照顾我们的心，并在主面前以生命的
路彻底对付我们的心，而护卫我们的心；我们越
对付我们的心，就越护卫我们的心｡
E.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而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
爱主，留意我们的灵，切切护卫我们的心，而留
在生命的途径上｡
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10:12):
A.“遮掩人过的，是寻求爱；重提旧事的，离间
密友”(箴言17:9)｡
B.遮盖是爱；揭露是没有爱。
C.遮盖带进祝福，揭露带进咒诅。
D.爱是“凡事包容”(林前13:7)、意即遮盖一切，
不仅遮盖好事，也遮盖坏事/“我们若揭露在我们
长老职分下，在我们牧养之下的肢体，这就废除
了我们的资格”/我们需要按着神牧养人，有遮掩
一切过错的爱｡
E.“最要紧的，是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能遮盖
众多的罪”(彼前4:8)。

CP1: 每一个作主工作的人，必须看见神经纶的
应用:服事者篇
异象，维持真理的绝对
为了得着异象，你需要启示，光，借着光而有的
OL1:“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
异象，视力。启示的英语Revelation有帕子除去的意
OL2: 我们要得着异象，就需要有启示、光和视力｡ 思。你的观念的帕子必须被除去。并且需要接受光，
徒26:19 亚基帕王阿，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
有看见关于基督与召会的神的经纶的视力。李常受文
来的异象，
集的追求进度里，1981年第一卷上的：“保罗的完成
许多基督徒读经时，有帕子遮蔽。这就是为何保罗 职事的中心异象”的第二篇“在神经纶的中心异象下
说，我们应当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保罗…… 生活，工作，…经历基督，供应基督，建造基督的身
说，当以色列人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 体”中，李兄弟鼓励我们花充分的时间，为有关神的
上，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然后保罗说，但他们的心几 经纶的异象祷告，交通。
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又说，主的灵在哪里，
而且你看见神的经纶的异象之后，不可出卖。
哪里就有自由。这意思是说，当我们被帕子遮蔽时，我 出卖神的经纶的真理，异象，是指照着自己的方便
们乃是被捆绑的；我们是被监禁的；我们是没有自由 而改变真理。譬如李弟兄在美国开始职事时，被强
的。当帕子除去时，我们就得了释放；这自由来自神的 烈要求“确实圣经有基督是那灵,但是因为说这个
灵。我们必须学习每天借着来到神面前，而读圣经。我 的话许多人会被绊跌，希望别说这些”。可是，李
们应当承认自己的罪，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光景是清爽 兄弟为了维持真理的绝对，一直讲说“基督是那灵，
的，好叫我们能在灵里与神有交通。…帕子必须除去； 是赐生命的灵”。因为基督是赐生命的灵是神的经
光必须来。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视力。我们若是眼瞎， 纶的命脉。李弟兄对真理的绝对的态度是我们的榜
即使帕子除去，也有光在这里，我们仍然无法看见什 样。你需要照着神的经纶，“以基督作生命，召会
么。我们需要启示、光、借着光而有的异象以及视力。 生活为你的中心”。请落实这个事。但是，为了真
这样，帕子除去了，异象在这里，并且有光和视力。我 理的绝对，需要将自己的意见和借口钉在十字架上。
们也借着那灵的智慧，能以明白异象。
弟兄的见证:我开始全时间事奉时，打算一生全时间
OL3: “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箴言23:23)。
事奉,不过主在环境上的带领，后来去工作。那时，渴
OL4: 对真理绝对，就是不顾情感，就是不讲关系，
望带着全时间事奉的灵去工作。实际开始工作的话，
就是不为着个人。
有各种各样的试诱和挫折,不过，因着主的怜悯和妻
OL5: 真理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必须站在真理一边反
子的帮助，能够持续以召会生活为中心。很多的弟兄
对自己；唯有当我们从自己里面得蒙拯救，才有可能 们劝我说“你像全时间服事的时候那样作的话，会被
维持真理的绝对。
公司开除，最好注意一下”。因为当时全时间服事非
我们对于有的真理，如果出不起代价，顺服不来， 常稀少，兄弟们的推荐也是理所当然。可是我在心中
我们宁可定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断不能 说，“感谢你们的忠告。我在台湾所听到的，想实验
因为自己作不到的缘故，因为自己有利害得失的缘 一下在日本是否也行的通。因为我的姊妹也赞同，请
故，就把真理拉低一点。每一个作主工作的人，总得 让下决心实验吧”。通过30年以上的在职生活的实验，
维持真理的绝对。这个当然需要人得拯救，脱离自己， 我可以有力的宣告基督与召会的异象在日本也可以
才能对真理绝对。有许多弟兄，有许多姊妹，对真理 实行。基督的爱的分赐，对日本的文化的障礙也是得
不够绝对，是受人事的影响，受情感的影响。对真理 胜有余。
一不绝对，那他在工作上，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 罗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么？
着人，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着他自己，难免牺牲神 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么？是危
的真理而为着他的情感。所以，事奉神有一个基本的 险么？是刀剑么？…
要求，就是真理不能牺牲。
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
得胜有余了。
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
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祷告:哦主耶稣，除去我的帕子，让我看见神经纶
的异象。为了能照着所看见的异象，不因自己的
情况和愿望而降低真理的标准，或者弯曲出卖真
理，将自己的意见和借口钉在十字架上。愿以李
弟兄对真理的绝对的态度为榜样，照着神的经
纶，以基督作生命，召会生活为我生活的中心。

CP2: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这是因为从心里有生命的涌流
OL1:“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箴言
20:27)。
有些人是照着肉体而活的。他们唯一的关切就是
片刻的享乐。……另有人照着他们的魂而活。事情顺
利时，他们就得意；但环境不顺心时，他们就下沉。
他们有时对同伴和蔼可悦，但有时却吹毛求疵，甚至
令人厌恨。……还有些人也是照着他们的魂而活，却
为认识他们的人所尊敬。他们不像天气易变，乃是行
动合理，并且事先考虑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的行为
受他们的思想管制。
神的灵摸着你的良心，就是灵的部分；你的灵
活动起来，引导你悔改并承认你的罪。你的灵现今
是有神的灵内住的灯，神的灵也是灯。灵要光照你
魂的每一部分。借着回应灵的照耀，你就“照着灵”
而行（罗8:4）。
啓4:5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
七灵。
灵也许照耀在我们的情感上，尤其是姊妹们的情
感，但我们关闭，有时候甚至哭泣，请求主不要摸那范
围。同样的事也许发生于我们的意志，尤其是弟兄们的
意志；我们若关闭我们的意志，灵就无法尽其照耀的功
用。
OL2: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
(箴言4:23)。
我们会与主有好的往来，我们会让祂有立场和
路，正确地对付我们。然后，我们会有三一神在我们
里面作生命和膏油涂抹。这需要我们的合作。…〔你
们要〕将这一切事付诸实行。你们要操练心思清明，
用你们的情感爱主，有正确的良心，并且意志是柔软
的。唯一能作到这样的路，乃是借着祷告。我们需要
到主那里祷告说，“主，给我清明的心思，领悟的
心。”雅歌 1:4 里“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
你”的祷告，乃是求一个有爱的心的祷告。我们也必
须祷告：“主，赐给我一个爱你的心，和单单爱你的
情感。”我们必须为此祷告，并为我们有正确的良心
祷告。然后，当我们祷告时，我们会看见，我们的意
志不仅是刚硬的，也是顽梗的；所以，我们需要为着
我们的意志柔软祷告。……清心意即心思清明、情感
爱慕、良心正确、意志柔软。

应用:在职者・硕士生篇
赐生命的灵，为了对抗召会的堕落，其功用被加
强了七倍。末了的世代是非法猖獗的黑暗时代，这个
时候，那灵在它的照耀中被加强了七倍。
FN 神的七灵:七灵，无疑是神的灵。七既是神工作中
完整的数字，七灵就必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在本
质和存在上，神的灵是一个；在神行动加强的功用和
工作上，神的灵是七倍的。就如亚四 2 的灯台，在存
在上，是一个灯台；在功用上，是七盏灯。约翰写启
示录时，召会已经堕落，世代又是黑暗的。所以，神
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
当你看到黑暗时，你应该回到七倍加强的灵里，
并被这灵焚烧。不可只盯着黑暗而变软弱。焚烧的
灵，会焚烧你的灵，光照和暴露你心中所有消极的
东西，不信，抱怨，不平，爱这世界的心，隐藏的
个人意图等等。这个时候你应该借着认罪来回应。
你内心的各部分，良心、心思、意志、感情都有
很多病。例如，你不能原谅别人，或者对人有偏见，
就是你内心有病的证据。借着认罪、与主有亲密交通、
与弟兄姊妹的一对一交通，可以使良心被导正，心思
变得清明了，情感火热地爱主，意志柔軟了，心才能
变得纯净了。
与余洁麟弟兄 1 对 1 交通的见証:
在我 30 多岁的时候，在特别集会的空余时间，
有机会和余洁麟弟兄在东京的会所交通了 1 个小时
左右。我跟弟兄说，我起初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但由
于主的带领和祝福，在美国制药公司做 Manager，在
职场上经历主。他对我说，“你不可爱工作。”我到
能够到这里，对主满了感谢，原本我一位弟兄会赞赏
我。所以，对他说的“你不能爱工作”持有不满。但
若有不满，就不能敞开的交通，就在心里呼求主的名，
与主交通。在与余弟兄交通之后，我想：“我并不爱
工作，为什么余洁麟弟兄会说‘我不可以爱工作’呢？”
我想：“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弟兄交通了，所以我必
须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不能爱工作”的
意思是“与主自己相比，不可以爱主给的祝福”。借
着这个祷告，我常常得到帮助，我的心得到了保守。
祷告:哦主耶稣，赐生命的灵，现在已经七倍加强了。
看到里面、外面的黑暗时，转到七倍加强的灵里。请
焚烧我的灵，以免我只盯着黑暗而变软弱。请光照和
暴露我心中所有消极的东西，包括不信、抱怨、不平、
爱世界的心、隐藏的个人意图、偏见、不饶恕人等。
借着承认被光照的罪，
存着单纯的心，
生命就会涌流。
阿们！

CP3: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借着让平安的神护卫
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得蒙保守
OL1: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里“保守”的原文，意思是“护
卫”。我们应当护卫我们的心，胜过护卫一切，因为生
命的果效发之于心。
申10:12 以色列阿，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
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祂一切的道路，全心
全魂爱祂并事奉祂。
帖前3:13 好使你们的心，当我们主耶稣同祂众圣徒来
临的时候，在我们的神与父面前，得以坚固，在圣别上
无可指摘。
当我们的心活跃时，运用灵才有用。…我们的
心若是沉睡不醒，运用我们的灵呼求主名就没有果
效。我们行动的机关—我们的心—若是沉睡的，这
样的运用灵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彻底
对付我们的心。这对付必须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
和意志。我们的心思必须是基督的心思，我们的情
感必须被基督的爱浸透，我们的意志必须与祂的意
志是一。我们心的光景若是这样，我们的心就是活
跃的，并且是尽功用的。当我们的心一活跃，我们
呼求主就会非常有果效。
我们需要祷告：“主，怜悯我。我要我的心思得
着更新，我要我的情感充满你的爱，我要我的意志真
实地与你的意志是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那作
我们行动机关的心就会得坚固，在圣别上无可指摘，
就是在成为圣别的光景里无可指摘。
OL2:“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十12下。“遮掩
人过的，是寻求爱；重提旧事的，离间密友”——
(箴17:9)｡
遮盖带进祝福，揭露带进咒诅。若是有一位弟兄
受迷惑离开真理，到公会聚会，或是去看电影，我们
的小排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他，并且不接纳他，因为
他不合格。这不是爱，乃是恨。爱能遮盖众多的罪。
即使我们知道他去看电影，也不该告诉别人；这就是
遮盖他。我们不喜欢揭露他或暴露他。揭露不是爱。
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盖众多的罪。我们宁可像挪亚
的两个儿子，遮盖父亲因醉酒而有的赤身。我们不喜
欢揭露别人。遮盖带进祝福，揭露带进咒诅。这不是
一件小事。揭露别人的人遭咒诅，而遮盖别人的罪、
缺点和短处的人，享受、得着并接受祝福。

应用：新人及中学生・大学生篇
国高中生、大学生、新人们，请学习保守你的心。
腓4:4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
乐。
5 …主是近的。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FN神的平安: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得享神
的平安。神的平安实际上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借着我
们祷告与祂交通，注入我们里面，抗拒苦恼，化解挂
虑。
FN保卫:或，守卫。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
怀意念前巡查，保守我们平静安宁。
保守自己的心的秘诀如下。①你要知道如果心不
正确，你里面的神的生命就无法流出，就不能过有见
证的、受祝福的生活；②顺从良心的感觉，承认自己
的罪；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让平安的神来保卫自己
的心。换句话说，你应该与主配合，保守你的心。
比如说，你和朋友、老师、上司、父母的关系不
好。这时你首先应该保守自己的心，调整自己的心正
确。堕落的人的心中有着“责备他人，以自己为义”
的不义。因为神是义的，所以不能以不义为根据来行
动。你指责别人，其实是在隐藏着自己的罪。另外，
不要擅自做减法“对方的罪的程度是5，自己的罪是
3，相减的话对方2自己变成0。因此，自己没有必要
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你的评价是主观的，不公平
的。因此，圣经里说要承认自己的罪。
太7:3 再者，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
己眼中的梁木?
4 …或者，你怎能对你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而你自己眼中竟有梁木？
5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从你眼中去掉梁木，然后你才
看得清楚，从你弟兄眼中去掉刺。
这样的话，在你的人际关系中，生命就会涌流出
来，人际关系也会慢慢改善，得到祝福。你应该爱你
的福音朋友，就像神爱世人（罪人）一样，在爱中遮
盖他们的罪。
祷告:主耶稣，因为生命之流是从我们的心里流出，
所以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此，需
要顺从良心的感觉，承认自己的罪，与主有亲密的交
通，让平安的神护卫自己的心。在我堕落的心里，有
着责备他人，称自己为义，隐藏自己罪的不义。承认
自己的罪，流出生命，爱福音朋友，学会在爱里遮盖
他们的罪。主啊，请让我成为涌流生命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