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冬季錄影訓練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篇 過(活)敬虔的生活  
(Living a Godly Life ) 

-- 
對應
大點 

經節出處 經文內容 操練 

神聖
啟示
高峰 

壹 箴29:18上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啟示、光、視力 

貳 箴23:23  
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要買智
慧、訓誨和聰明。 

買(付代價) 

不賣(維持絕對) 

[否認己] 

神人 
的 
生活 

叁 箴20: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
深處。 

正確的禱告 

肆 箴4:23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爲生命的
果效發之於心。 

對付 

(保守/護衞) 

按著
神牧
養 

伍 

箴10:12下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在愛中彼此牧養 

箴17:9  
遮掩人過的，是尋求愛；重題舊
事的，離間密友。 1 



-- 敬畏 敬虔 

希臘文 
(5399) 

phobeo {fob-eh'-o} 

(2150) 

eusebeia {yoo-seb'-i-ah}  

英文 Fear GodlyGodliness 

聖經例句 

彼前二17 

務要尊敬眾人，愛眾弟兄，
敬畏神 (Fear God)，尊敬君
王。 

提前三16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這是眾所公認的，就是：祂顯現
於肉體，被稱義於靈裡，被天使看見，被傳於
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裡。 

定義 

(十二籃) 

聖徒在生命上有長進時，我
們不怕別的，就是怕有我們
的自己，就是怕得罪神，這
就叫作敬畏。 

敬虔就是神在肉身顯現，就是，神從人身上出
來了。…因為敬虔是發源於神的生命的，神生
命的本性是敬虔的，這生命若能在我們身上彰
顯，就必定是敬虔。 

存心  對神存有敬畏的心 操練  以至於敬虔 (提前四7) 

活神與復
活的神 

(2393) 

約伯&所羅門  活神 (舊約) 保羅  復活的神 (舊約+新約) 

活神是在人之外，在人之上，顯明神的自己。復活的神乃是神穿上人性，帶
著人性，進到人裏頭，從人裏頭活出祂自己。…敬畏是舊約神的百姓該有的
生活，敬虔是新約神子民該有的生活。人在活神面前要有敬畏，人對復活的
神要有敬虔。 2 

敬畏與敬虔之間的不同講究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二九18上： 
在聖經裏，『異象』是指一個特殊的景象；它是說到一種特別的看見，卽榮耀 
、裏面的看見，也是說到我們從神所看見的屬靈景象—結一1，4～28 (在迦巴魯河邊 

、風雲火金、似活物、高而可畏的輪子、看著像可畏水晶的穹蒼、在寶座上的人 )，但七1 

，9～10，13～14 (在床上作夢、從地中海出來的四個獸、神和祂宇宙的權柄、人子–基督–的來臨)。 

我們要得着異象，就需要有啓示(revelation)、光(light)和視力(sight)—弗一17～18上。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弗1:18上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 

屬天的異象(The heavenly vision)支配(governs)我們、限制(restricts)我們、管制
(controls)我們、指引(directs)我們、保守(preserves)我們、徹底翻轉(revolutionizes, 

革新)我們、保守(keeps)我們在真正的一裏、並給我們膽量往前—箴二九18上。 
當我們看見這異象(this vision)時，我們全人(entire inner being)就從裏面有個轉變

(has an inward turn)，並且我們的思想、觀念、態度都改變了。(保羅) 
屬天的異象推動(motivates)我們，加力(energizes)給我們，托住(holds)我們，賜我
們忍耐(gives us endurance)，將我們帶進(brings into)主今日的行動裏，並使我們
的生命滿了意義和目的。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每一個事奉主的人，都必須(must be)是有異象的人；裏面的異象會將我們事奉
主的方式翻轉過來(revolutionize, 革新)—徒二六13～19，羅一9。(保羅) 
我們在屬天的異象之下(Under)，受指引朝向(are directed toward)神的目的地，
我們的生活也受神的經綸所支配(is controlled)—腓三13～14，提前一4。 
聖經中管制的異象，乃是三一神將祂自己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爲要
以神聖的三一浸透他們全人，好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
冷—弗四4～6，啓二一2，9～10。 

※過敬虔的生活—須有從神而來的異象(智慧和啟示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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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箴二三 23 上： 
真理是需要買的，是需要出代價的—23 節上： 
• 買必須付代價。 

• 我們如果要討主的喜歡，爲着真理站住，就得出代價—參啓三 18。 

啓 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 (藉信有分於神的性情)，叫你富足；又買白衣 (蒙主稱許的行 

      為)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 (指膏抹的靈)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神聖的真理是絕對的(absolute)，我們必須對真理絕對， 並維持(uphold, 堅持)真
理的絕對—約十四 6，十八 37，約叁 3 ～ 4，8：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 (真理, 真實, aletheia)、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 能到 

            父那裏去。 

約18:37 彼拉多就對祂說，這樣，你不是王麼？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爲此而生， 

                也爲此來到世間，爲要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聲音。 

• 對真理絕對，就是不顧情感，就是不講關係，就是不爲着個人—太十六 24 ～ 25，彼
前一 22。 

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  

彼前1:22 你們旣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魂，以致愛弟兄沒有假冒，就當從清潔的心 

                 裏彼此熱切相愛； 

• 真理是惟一的標準，我們必須站在真理一邊反對自己；惟有當我們從自己裏面得蒙拯
救，纔有可能維持真理的絕對—約八 32，約貳 2，約叁 3 ～ 4。  

約 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 我們應當尊重神的真理，走真理的路，一點不委屈真理—彼後二 2。  

彼後 2:2 也有許多人將要隨從他們的邪蕩，叫真理的路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4 

※過敬虔的生活—須要有真理 (出代價買並維持絕對) 



爲着終極完成神聖的經綸，我們需要對現有的(the present)真理絕對—一 12： 
彼後1:12 所以，你們雖已知道這些事，且在現有的真理上得了堅固，我還要常常題醒你們； 

• 現有的真理，就是信徒所已經接受，並現在持有的真理—12 節。現有的真理包括關於
神永遠的經綸 (弗一 10，三 9)、神聖的三一 (Divine Trinity) (林後十三 14，啓一 4 ～ 5) 

、包羅萬有之基督的身位與工作 (西二 9，16～17，三 11)、終極完成之賜生命的靈 (約
七 39， 林前十五 45 下，啓二二 17)、神永遠的生命 (約 三 15～16)、召會作爲基督的
身體 (弗一 22～23)、和新耶路撒冷 (啓二一 2，10～11)的啓示。 

• 現有的真理包括神聖啓示的高峯—這啓示就是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
不在神格上）成爲神，以產生並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爲着完成神的經綸，好結束這
個時代，並把基督帶回來，設立祂的國度。 

神話語中的中心線 補充之點的線 枝葉 

神的話 關於基督的豫言 神命定的路 

三一神 
舊約的豫表 

(1) 亞當；(2) 夏娃；(3) 以色列人；
(4) 帳幕及其器具；(5) 聖殿 

主的桌子 

神的經綸 地方召會的行政 

包羅萬有的基督 蒙頭、被提、守日 

賜生命的靈 祭偶像之物的處理 

基督的身體 召會，基督身體的補充 擘餅聚會用一杯或多杯 

新耶路撒冷 國度，包括審判臺和婚筵 擘餅聚會用有酵餅或無酵餅 5 

※我們知道神的真理乃是積蓄的，而不是推翻已往的。所有已往神的真理，都是今天的根 
   基，我們今天所看見的，都是神累積的啟示。 [牧養材料(六)召會生活 — 第四題 我們是什麼] 

※全備的真理 —「看見一個承繼以往、包羅一切、完整齊全、全面平衡、搆上時代、終極 
   總結的異象，並受這異象支配、管制的生活」。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Search)人的深處』— 箴二十 27： 
人的靈是神在人裏面的燈—太二五 1：  
太 25:1 那時，諸天的國好比十個童女，拿着她們的燈，出去迎接新郎。 

• 在人重生之靈裏面照耀的光，乃是神自己—約壹一 5。(源頭 & 起頭) 

• 就如燈盛裝光並彰顯光，照樣，人的靈受造是要盛裝神並彰顯神。(功用與目的) 

• 爲要讓神聖的光照進人內裏的各部分，神的靈作爲油，必須浸潤(調和, mingle with)作
爲燈芯的人的靈，並與人的靈一同『焚燒』—羅八 16，十二 11。 

 羅 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 12: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  我們若回應靈的照耀，就會照着靈而行—八 4。(指在生活中一般的行事) 

 羅 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着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神的靈也是燈，有祂七倍強度的照耀—啓四 5：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着，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 人的靈與神的靈都是燈，一同光照人內裏的部分— 箴二十 27，啓四 5。 

• 靈(燈)要光照我們魂的每一部分。 

我們(操練)用(exercise)我們的靈正確的禱告(pray properly)，就有照耀的燈： 
 弗 6:18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求， 
• 我們禱告，我們的靈就盡功用，作照耀的燈，鑒察我們魂所有的部分—箴二十 27。 
• 我們越用我們的靈禱告，就越蒙光照—林後四 6。 

林後 4:6 因爲那說光要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 爲着光照人…。 
燈會照耀在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魂)上。我們內裏的部分會徹底被主鑒察。 
• 這樣禱告以後，我們就會覺得光明、透亮、被神充滿—弗五 8 ～ 9。 

 弗 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裏面乃是光，行事爲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過敬虔的生活—藉正確的禱告操練靈被那靈浸透 

Searchlight  

6 
Microscope 

Oil lamp 

神的靈 (油) 

人的靈 (燈芯)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vigilance)，因爲生命的 

      果效發之於心』—箴四 23： 
 魂是人位的本身，而心是採取行動的人位—路一 66，二 19，51，徒十一 23，弗

三 17，帖前三 13： 
• 我們裏面的所是裏有個代表(representative)我們的，就是我們的心—約十六 22，林後三 16。 

  路 6:45下 …因爲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 

• 我們與神的關係首先是在於心，因爲心是我們表達自己的(express ourselves)器官，也是
我們藉以決定(make decisions)接受或拒絕事物的器官—徒八 37，羅十 9 ～ 10。  

 羅 10:10 因爲人心裏信，就得着義；口裏承認，就得救。 

• 我們的靈雖是純淨的(pure)，但靈所發表出來的乃在於(depend on)我們的心—帖後二 17。  

心是我們全人的出入口(the entrance and exit) —太十三 19，十五 18 ～ 19：(心與路) 
帖後3:5 願主修直你們心中的途徑，引導你們的心，進入神的愛以愛神，並進入基督的忍 

               耐以忍耐。[箴4:11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路，引導你行正直的途徑。] 

太13:19 凡聽見國度之道不領悟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裏的奪了去；這就是那撒 

               在路旁的。[箴4:14 不可進惡人的途徑；不要行壞人的道路。] 

 太 15:18 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來的，那纔污穢人。 

[箴4:18 但義人的途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箴4:26 要修直你腳下的途徑，堅定你一切的道路。] 

• 我們真實的人是藉着我們的心而出，因爲我們這人的交通(the traffic)是通過我們的心。  

• 我們的靈是我們這人的源頭，但我們的心是通道(the passage)，是出入口，我們這人裏
面的交通(the traffic)是從這裏通過—太十二 34 ～ 35。  

• 要作正確的基督徒，我們需要運用我們的靈，也需要切切保守我們的心，以護衞這心。 7 

※過敬虔的生活—對付心(目標單一、清心、單純) 



箴言四章二十三節裏『保守』(keep)的原文，意思是『護衞』(guard)：  
•  我們應當護衞我們的心，勝過護衞一切，因爲生命的果效發之於心。 

•  二十三節裏的『果效』(Issues)，含示源頭(sources)、泉源(springs)和流出(issues)：  
生命的果效(源頭/泉源)是生命的流出—參約四 14。 

約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爲泉源，直湧入永遠 
            的生命。 
 心與生命的源頭、生命的泉源、以及生命的流出都有關聯—參賽十二 3。  

賽 12: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 
 我們的所是，我們真實之人的泉源，源頭，從我們的心流出—參約七 37 ～ 38。  

約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着高聲說，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這裏來喝。 
約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 2:13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我們藉着照顧(by caring for, 留意)我們的心，並在主面前以生命的路徹底對付
(deal with)我們的心，而護衞我們的心；我們越對付我們的心，就越護衞我們的
心—詩二六 2，一三九 23 ～ 24，箴四 23，羅八 27，啓二 23，太十三 18 ～ 23，五 8。  

詩 26:2 耶和華阿，求你察看我，試驗我，熬煉我的肺腑心腸。 
詩 139:23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試煉我，知道我的思慮； 
詩 139:24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害人的行徑沒有，引導我走永遠的道路。 
羅 8:27 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思，因爲祂是照着神爲聖徒代求。 
啓2:23 我又要用死亡擊殺她的兒女，叫眾召會都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我且 
             要照你們的行爲報應你們各人。 

我們要爲着神的建造而在生命裏長大，就必須愛主，留意(take heed to)我們的
靈，切切護衞我們的心，而留在 生命的途徑上—彼前一 8，二 2，5，三 4，15， 

箴二一 2，四 18 ～ 23，申十 12，可十二 30。  8 



經節 有愛 沒有愛 

箴十七 9 遮掩人過的，是尋求愛 重題舊事的，離間密友 

雅五 20 遮蓋 揭露 

創九 22～27 帶進祝福 (閃&雅弗) 帶進咒詛 (含) 

※過敬虔的生活—在愛中按著神彼此牧養以帶進祝福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Love covers all transgressions[愆]) —箴十 12 下：  

愛是『凡事包容』(林前十三 7上)，意卽遮蓋一切，不僅遮蓋好事，也遮蓋壞事： 

• 『作長老的必須知道，他們在牧養時，必須遮蓋別人的罪，不可計算別人的惡』— 活

力排，八九頁：  

『凡揭露召會中肢體的缺點、短處和罪惡的，就沒 有資格作長老』—九○頁。 

『若揭露在我們長老職分下，在我們牧養之下的肢體，這就廢除了我們的資格』。 

• 我們需要按着神牧養人，有遮掩一切過錯的愛—彼前五 2，箴十 12 下。 

 彼前 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着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 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爲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箴 10:12 下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最要緊的，是彼此熱切相愛，因爲愛能遮蓋眾多的罪』—彼前四 8。  

 彼前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熱切相愛，因爲愛能遮蓋眾多的罪。  9 



異象 

真理 
人的心 
調和的靈 

愛中牧養 

敬虔的生活 
(彰顯神) 

※現有的真理※ 
神永遠的經綸 

神聖的三一 

包羅萬有之基督(身位與工作) 

終極完成之賜生命的靈 

神永遠的生命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新耶路撒冷 

太二1~12 

10 

鷹 

獅 

牛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