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8:神万般的智慧3/22-28
OL Summary:
Ⅰ.箴言强调我们借着接触神，从神所得的智慧:
A.箴言的主题是凭神的智慧过敬虔的生活｡
B.箴言的中心思想是我们该寻求智慧，好叫我们
在地上过蒙神悦纳的敬虔生活｡
C.智慧来自于神：“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
明都由祂口而出”(2:6)。
D. 智慧比金子、银子和珊瑚更贵重、更强，比任
何其他事物更可喜爱｡
E.在箴言某些段落，神的智慧是人位化的/神的
智慧这样人位化，是指神圣三一的第二者，祂成
了从神给所有新约信徒的智慧/“耶和华以智慧
立大地”(3:19)/耶和华借以立大地并定诸天的
这一位，乃是基督，祂是神的智慧/神借着这位是
智慧且为神所喜爱的基督创造万有｡
Ⅱ.罗马11:33说到神的智慧：
“深哉，神的丰富、
智慧和知识！”:
A.看见智慧与知识的不同是很重要的/智慧是为
着计划、定意/智慧见于事物的创始，如罗马
11:36所指明的：“万有都是本于祂、借着祂、并
归于祂。”/神是独一的创始者：“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林前8:6)/当神进来应
用祂所创始的，祂就展示祂的知识｡
B.神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中的智
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为使我们得荣耀所预定
的”(2:7)/基督作为神的中心和我们的分，给我
们享受，乃是神奥秘中深奥的智慧｡
C.“愿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归与这位独一、智慧
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罗马16:27)/在全
地各个地方召会中，我们都将荣耀归与这独一、
智慧的神/这位智慧的神凭历世以来密而不宣之
奥秘的启示，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得救、
重生，并且借着祂神圣的分赐，不断更新、变化
我们，至终使我们得荣，模成神长子的形像，带
我们进入荣耀｡』
Ⅲ.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A.在新约里，人位化之神的智慧乃是基督为其实
际/基督神性的智慧按着祂身量长大的程度显明
出来/凡基督所行的，都是凭着神的智慧，就是基
督自己/这智慧乃是从祂智慧的行为、智慧的行
事，得称义、得表白/在路加7:35主耶稣说、“智
慧从她所有的儿女得称为义”/基督的工作乃是
产生我们作智慧的儿女，顾到智慧的生命。
B.在基督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
祂〔基督〕里面”(西2:3)/我们需要追溯智慧和
知识的真源头乃是神/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
都藏在那是神奥秘的基督里面/智慧和知识都具
体化在基督里面，这事实由主自己所说的话，特
别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中的话，得着证
明/在这两卷书中所记载主的话，包含最高的哲
学/智慧和知识既藏在基督这宝藏里面，我们若
没有基督，就绝不能得着智慧和知识/我们若操

练全人接触主，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就要浸透我们
的灵和我们的心思；然后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
就有那藏在基督里的智慧和知识｡
Ⅳ.作为信徒，我们是在基督里，并且基督成了从
神给我们的智慧:
A.我们信徒乃是新造，凡我们的所是和所有，都
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B.基督作我们的智慧乃是包罗万有的，在公义、
圣别、和救赎上成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基督是
我们的公义，借此我们已经得神称义，使我们能
在灵里重生，得着神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圣别，
借此我们在魂里渐渐被圣别，也就是在我们的心
思、情感和意志里，因祂神圣的生命渐渐被变化
/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为着我们的身体得赎，借此
我们的身体要因祂神圣的生命改变形状，有祂荣
耀的样式｡
C.林前1:30里“从神给我们 (智慧) ” 指有一
种传输是现今的、实际的，也是经历的/我们若留
在主面前接受祂的分赐，祂就要传输到我们里面
作智慧，以处理各种的难处和事情｡』
Ⅴ.借着召会，就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得
知神万般的智慧:
A.这些执政的和掌权的是指执政和掌权的天使，
有良善的，也有邪恶的。
B.以弗所3:10特别是指邪恶的，就是撒但和他的
使者/神借着召会显明祂的智慧，主要不是向人
类，而是向那些背叛的天使，神仇敌的跟随者。
C.甚至撒但的背叛也是在神智慧的范围内｡
D.当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有分于并享受基督的
丰富时，这些丰富就把他们构成召会；借着召会，
诸天界里执政和掌权的天使，就得知神万般的智
慧/借着召会，撒但和他的使者蒙羞的日子即将
来临/那时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作的一切，不过是
给神机会显明祂的智慧。
Ⅵ.新耶路撒冷作为召会的终极完成，充满了智
慧:
A.新耶路撒冷乃是由神所设计并建筑的，神是
“那座有根基的城”的设计者并建筑者/说新耶
路撒冷是一座物质的城，贬低了神的智慧，也藐
视了祂这位永远、智慧的设计者。
B.我们若领悟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表号，表征属
灵和神圣的事物，就会开始看见在这城里的智
慧｡
C.神是一位智慧的设计者并建筑者，祂设计并建
造这样一座城，作祂万般智慧的完满彰显｡

CP1:追求基督，心思向基督敞开，就能有作为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神的智慧的基督，做出明智的选择
因着神的智慧铺张诸天，建立地基。
OL1:箴言强调我们借着接触神，从神所得的智慧。 亚12:1 耶和华论以色列之话语的默示。铺张诸
OL2:智慧来自于神。神的智慧是人位化的。基督 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就是神的智慧。
神在智慧之中计划、创造了天地万物。特别
箴9: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是在人的里面造了灵。为使人可以用自己的灵祷
便是聪明。
告，寻求智慧。基督是神的智慧，你追求基督，
3:15 智慧比珊瑚更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 将心思向基督敞开的话，基督就会扩展到你的心
足与她比较。
思里，你就可能拥有智慧。
3:19 耶和华以智慧立大地，以聪明定诸天。
考大学的姊妹的见证:许多弟兄姊妹为我大学入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大地以前，智慧已被 学考试祷告。为了我的考试，建了一个line群组，
立。未有深渊，未有满溢的水泉以先，智慧已生 大家一起为我祷告。在同一个补习班里，有人因
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以先，智慧已生出； 为准备考试的压力太大而哭泣。但是我有了烦恼
那时耶和华还没有造出大地和田野，并世上最初 的话，就会立刻和弟兄姊妹商量，并且弟兄姊妹
的尘土。祂立诸天，智慧在那里；祂在渊面周围， 为我祷告。我在这样一个蒙恩的环境之中。
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
我一直希望能考上神户大学工学部。但是模
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祂的命令，划定大地的 拟考试的成绩总是在合格的边界线，我非常不安。
根基；那时智慧在祂旁边为工师，日日为祂所喜
中心入试结束后，我的成绩还可以，总觉得
爱，常常在祂面前欢跃，欢跃于祂所预备居人之 精力已经用尽了。丧失了专注力，也不再想去补
地；并且世人是智慧所喜爱的。这人位化的智慧 习班，每天在家只能学几个小时。母亲看到我这
再次是指基督。
个样子很是焦虑。我看到母亲焦虑自己也变得更
爱智慧的，智慧也爱他；殷切寻求智慧的， 加急躁，越来越学不进去。陷入了这样的恶循环。
就必寻见。丰富和尊荣在智慧，恒久的赀财和公 但是，冈田姊妹（阪大大学院毕业）来到我家鼓
义也在智慧。智慧的果实胜过金子，强如精金； 励我。姊妹说“海事科学学部怎么样呢？”我之
智慧的出产超乎精选的银子。智慧走在公义的道 前即使被人推荐也一次都没有考虑过海事科学
路上，行在公平的途径中，使爱智慧的承受资产， 部，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我
并充满他们的府库。这人位化的智慧再次表征基 祷告了一下，心里就有了平安。之后我查了关于
督。我们若有基督作智慧，就有一切，包括属灵 海事科学部的信息，我想这个学部是适合我的。
的事物和物质的事物。
我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但是在海事科学
OL3:智慧是为着计划、定意。
部可以学习到各种各样的领域。很多弟兄姊妹，
OL4:这位智慧的神凭历世以来密而不宣之奥秘 家人为我祷告。令人惊讶的是，我恢复了以往的
的启示，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得救、重 干劲。最终报的志愿是神户大学海事科学部，并
生，并且借着祂神圣的分赐，不断更新、变化我 且顺利地合格了。赞美主！
们，至终使我们得荣，模成神长子的形像，带我 腓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们的祈求，和耶
们进入荣耀。
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罗马11:33 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祂的 罗马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
判断何其难测，祂的道路何其难寻！
灵，乃是生命平安。
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藉着祂、并归于祂。
在这个见证里极其重要的就是，弟兄姊妹的
智慧与聪明不同，比聪明更深。聪明而无智 祷告和交通，可以带来身体的供应以及耶稣基督
慧是可能的。例如，罪犯也许非常聪明，但完全 之灵全备的供应。这些供应在姊妹将心思向灵敞
缺少智慧。
开的时候，扩展到心思里，成了平安的感觉。姊
当我们这样活在基督身体的一里，并将这身 妹在平安之中，被主引导，做出了智慧的选择。
体彰显于各地的召会中，结果：㈠神就要将撒但 祷告:哦主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追求基督，心
践踏在我们脚下；㈡我们享受基督的恩典和神的 思向基督敞开，基督就会扩展到我的心思里，我
平安；㈢将荣耀归与我们独一、智慧的神。这是 就拥有作智慧的基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向弟兄
我们召会生活的最高点。无论地上有多少圣徒和 姊妹和主耶稣敞开。向身体的供应和带领敞开，
地方召会，我们在各个地方都将荣耀归与这独一、 将心思置于灵，常常祷告。请在生命和平安之中
智慧的神。
带领我。以基督作智慧，将我从撒但的混乱之拯
救出来，祝福我。阿们！

CP2:若操练自己与主接触德话，就会经历基督
作智慧，找着上好的方法蒙祝福
OL1: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箴8:12 我智慧与灵明同居，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智慧是为着计
划、定意，而能力是为着实现、完成所计划、定
意的。在神的救恩里，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
慧，也是神的能力。我们需要基督作能力和智慧。
保罗告诉歌罗西信徒，一切真智慧、真知识
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面。这是关于基督与召会，
神圣经纶的属灵智慧和知识。智慧与我们的灵有
关，知识与我们的心思有关。此外，智慧和知识
是指神一切的“故事”说的。神一切的故事，就
是智慧，就是知识。这一切关乎神故事的智慧和
知识，都是藏在这位是神奥秘的基督里面。因此，
歌罗西二章六至七节指明，我们这些接受了主基
督耶稣的人，应当在祂里面行事为人，而在祂里
面生根并被建造。
OL2:我们若操练全人接触主，基督这赐生命的灵
就要浸透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心思；然后在我们的
经历里，我们就有那藏在基督里的智慧和知识｡
西2:2-3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
知识的宝藏，都藏在祂里面。
OL3:基督作我们的智慧乃是包罗万有的，在公义
(過去、灵里得重生)、圣别(現在、魂里被变化)
和救赎(将来、身体得赎)上成为从神给我们的智
慧。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
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智慧可领会为作事的方法（路）。我们若有
智慧，就会知道正确的作事方法；但我们若没有
智慧，我们作事的方法就是愚昧的。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作事要有最好的方法，就必须有智慧。事
实上，基督作为信徒的智慧乃是神圣的道路。因
此，林前一章三十节的智慧，等于约翰十四章六
节的道路，在这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神的道路就是祂的智慧。我们若享受基督并有分
于祂，就会得着祂作我们的智慧，作我们的道路。
这智慧来自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日复一日，每时
每刻，我们应该活在灵里，运用灵呼求主耶稣的
名。我们若这样行，就会享受基督并得着祂作我
们的智慧，就是我们作事的方法。

应用:在职者・硕士篇
关于姊妹的见証:以前针对我部门 27-32 岁的年
轻员工测试了包括英语能力在内的演示能力。让
他们用英语和日语制作了 PowerPoint，做了 7 分
钟的演示。评分由 7 名部长们进行，为了保持公
平性，身为本部長的我没有参加评分。结果，从
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硕士课程毕业的人为 50-60
分。因为太低了，所以把成绩提高，给予 60 分。
来自神户大学的我们的姊妹 A 和英国国际排名第
十左右的研究生毕业的员工 B 得了高分(这个人
的 TOEIC 满分)。但是，一位部长说，这两个人之
间的综合点，其差距最少也有 5 分，A(姊妹)超过
了 B。
其他部长们也称赞了姊妹的 Communication
能力，并同意第一位部长的发言。例如，为了吸
引听众的注意而插入了笑话，以及考虑到可能过
于专业，听众不能理解，根据听众的反应随机应
变等，这是他们评价的一点。结果，姊妹的得分
是 93 分，另一个是 87 分。第一位发言的部长(来
自东大的兽医，博士)惊讶地说：“为何这个人能
被赋予如此高的 Communication 能力呢？”我边
听他们的谈论边心里赞美主，说：“姊妹在召会
生活的每周申言和奉献中学到了这种美妙的
Communication 能力。”
林前 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
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FN“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智慧是为着计划、定
意，能力是为着实现、完成所计划、定意的。在
神的经纶里，基督是智慧也是能力。
25 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
壯。
林前 14:3 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
和安慰。
4 那說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
建造召会。
要赋予 Communication 能力，需要智慧。因
为是向人说话(Speak To Men)。用方言说，就是
用听者无法理解的语言来说。不在意听众的说话，
是在对自己说的方言的原则中，不能改善
Communication 的能力。为了向众人说话，你需
要理解和谈论观众是谁，他们的理解程度，或者
兴趣程度是多大的程度。另外，一边说话，一边
看听众的反应，用智慧，当场随机应变地修正也
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还需要纠正和纠正观众
不正确的气氛。你可以通过实行与主是一灵来做
这些事。
祷告:：哦主耶稣，我若活在灵中，运用灵呼求主
耶稣的名，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活出作为神的能
力和神的智慧的基督。感谢主,工作中所需的
Communication 能力也能在召会生活中得到操练。
操练在召会生活中关心别人，看对方的情形照着
对方的需要说话。寻求申言为召会建造，并将基
督供应给人。阿们！

CP3:神借着召会彰显神万般的智慧。为此，信
徒在主的训练下被变化
OL1:借着召会，就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
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当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有分
于并享受基督的丰富时，这些丰富就把他们构成
召会。
OL2:借着召会，撒但和他的使者蒙羞的日子即将
来临。那时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作的一切，不过
是给神机会显明祂的智慧。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
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召会是由那些曾经被毁坏、败坏、受残害的
人组成的。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有毒的虺蛇。
不仅如 此，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而且是
分散、分 裂的，完全不能成为一。因此，召会所
有的肢体，原是在毫无指望的光景中。然而，神
凭祂的智慧，能使我们成为召会。现今我们不仅
得了救赎、拯救、洁净、自由、释放、重生，我
们也是联结的。我们与神是一，也彼此是一。所
以，我们是召会。召会是神最大的夸耀。你可能
不那么在乎召会，但神却 非常在乎召会。有时，
神也许会说，“撒但，看看你所毁坏的那些人，
我已经得着他们，把他们作成召会。你有没有智
慧来作这事？你没有这个智慧，我却有。”召会
是神的杰作，使神的智慧得以如此奇妙地展示出
来。在神眼中，宇宙中最奇妙的东西乃是召会，
因为借着召会，撒但和他的使者就得知神万般的
智慧。…同样的原则，我们的失败、错误、挫折、
过犯，也都给神机会展示祂的智慧。
OL3:我们若领悟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表号，表征
属灵和神圣的事物，就会开始看见在这城里的智
慧｡
OL4:神是一位智慧的设计者并建筑者，祂设计并
建造这样一座城，作祂万般智慧的完满彰显｡希
11:10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
建筑者乃是神。
说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物质的城，贬低了神的
智慧，也藐视了祂这位永远、智慧的设计者。我
们若领悟新耶路撒冷乃是预表属灵和神圣的事
物，就会开始看见神在这城里的智慧。神是一位
智慧的设计者并建筑者，祂设计了这一座城作祂
万般智慧的完满彰显。

应用:在职者、服事者篇
弟兄的见证:我要见证跟从主转职或留在公司里，
经历神智慧中的安排、蒙祝福。
启 17:14 他们要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
就是蒙召被选忠信的人，也必得胜。
主会在祂智慧和权柄下安排所有的环境，为
着使万事成为爱祂的人的益处。主也是老板们的
主。我从硕士毕业后，全时间服事 5 年，将近 30
岁时开始找工作。
因着从硕士毕业后，有在召会服事 5 年。被
说「履历很脏」，一开始完全找不到工作。我很
失望，很茫然。但是最后，在主的带领下，我找
到了只有家庭主妇和退休药剂师才去做的工作。
对于一个年轻的药剂师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屈辱
的公司。但就算是这样仍是给我工作，所以我很
高兴去公司工作。该公司是一家药品批发商，是
制药行业最低层的工作。但是就算是最低层，我
也是进入了制药行业，所以一年半后，我就转职
到神户的一家小型制药公司。然后，在 1992 年 4
月，3 个人在神户开始了召会生活。我在这家公
司是董事的待遇，所以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神户。
但是，当我进到公司后，因为在一个充满“嫉妒”
的职场，因着嫉妒也遭受到严重的欺负。我因着
在公司被欺负很烦恼，也非常不安。之后，转职
到当时在六甲岛上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制造商。该
公司是一家优秀的公司，但它明确区分了从京都
大学等大学毕业的精英员工和不是这些顶尖大
学毕业的精英员工。并且我意识到许多精英员工
过于依赖他们的学历，有许多不会工作的人。
自从在第一家公司工作 5 年 3 个月里，我在
被鄙视的低层环境中经历了很多痛苦，但借着经
历十字架忍耐，我学到许多别人无法学到东西。
例如，①借着做低层的工作，可以知道为着总结
公司组织从上到下时，对下面员工的顾虑。②在
堕落的公司组织中，理解堕落的人如何对事物做
出反应，以及如何采取行动，③有些在公司中被
认为是好的习惯和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
④经营者需要提出明确的政策，⑤经营者如果不
雇用女性将会失败，⑥人若升迁，就会骄傲，容
易陷入情欲中等。这些学到的东西，和召会生活
中许多圣经的学习和实行神命定的路有许多的
共通之处，因此一起学习是有果效的。之后，因
着学到了这些，我从 35 岁开始成为管理阶层，从
43 岁开始成为经营者，我取得了优异的业绩。赞
美主！
全时间服事 5 年，作为在被鄙视底层环境的
员工大约 5 年，共 10 年的训练，只有神才能这
样安排。经过这样 10 年之后，和在有好的履历的
公司 10 年的人比较，会认为在召会的 5 年是不
仅不是白费，甚至可以说这些对我都成为了最好
的益处。
祷告：哦主耶稣，在召会生活中的训练，就像上
了职业学校，在人际关系上，并在执行业务上实
际的学到了许多。学这些最重要的就是，信靠神
的安排，感谢主，操练灵。为着执行神的经纶，
在职场上经历基督作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