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ultifarious is a see also of multivarious. As adjectiv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ultifarious and multivarious is that 

multifarious is having multiplicity (多重性); having great diversity 

(大的多樣性) or variety (種類); of various kinds (多種類); diversified 

(多元化); made up of many differing parts (由許多不同的部分所組
成); manifold (多樣性) while multivarious is many and various. 

 https://wikidiff.com/multivarious/multifarious 

弗3: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 

          般的智慧，(the multifarious wisdom of God) (Recovery Ver.) 

  the all-various wisdom of God /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DARBY)                                                 (KJB)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 

                的好管家。(the varied grace of God) (Recovery Ver.) 

     [the] various grace of God / the manifold grace of God 
                            (DARBY)                                     (K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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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季錄影訓練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八篇 神萬般的智慧 
(The Multifarious Wisdom of God) 

出處 出現次數 比例 

整本聖經 371 -- 

舊約 304 304/371 = 81.9% 

詩篇 13 -- 

箴言 109 
109/371 = 29.4% 

109/304 = 35.9% 

傳道書 44 -- 

雅歌 0 -- 

新約 67 67/371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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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交給
你了! 

尋求神也尋求智慧 

撒下7:13 他(所羅門 /基督)必爲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王上3:5 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神說，我當賜給你甚麼？你可以求。 

王上3:7 耶和華我的神阿，如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樣 

               出入。 

王上3:9 所以求你賜僕人聰明的心 (直譯，能聽的心)，可以審斷你的民，能辨別善惡。不 

               然，誰能審斷你這眾多的民呢？ 

王上3:12 我(神)就照你(所羅門)的話而行。看哪，我賜你智慧和明辨的心，甚至在你以前 

                 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興起來像你的。 

箴14:12/箴16:25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卻是死亡之路。 

代下12:14 羅波安行惡，因他不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 

代下26:5上 …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就使他亨通。 

代下34:3上   他 (約西亞)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尋求他祖大衞的神。… 3 



聖經中所說到的三種消極面智慧 

消極面的智慧 經文出處 經節內容 

世上的智慧 林前一20 
智慧人在那裡？經學家在那裡？這世代的辯士
在那裡？神豈不是使世上的智慧成為愚拙麼？ 

屬肉體的智慧 林後一12 

我們所誇的，是我們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
單純和純誠，在世為人，不靠屬肉體的智慧，
乃靠神的恩典，對你們更是這樣。 

屬地、屬魂、
出於鬼且像鬼 

的智慧 

雅三14 
但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私圖好爭，就
不要再誇口，也不要再說謊抵擋真理了。 

雅三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下來的，乃是屬地的 

、屬魂的、出於鬼且像鬼的。(存心與動機) 

4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信息摘要 (Ron) 



箴言強調我們藉着接觸神，從神所得的智慧—一2，二10，四5，九10 

  ，十一2下，十四33上： 
智慧的敬虔生活—箴言的主題是憑神的智慧過敬虔的生活—三13～18，八11。 
蒙神悅納的生活—箴言的中心思想是我們該尋求智慧，好叫我們在地上過蒙神 

                                 悅納的敬虔生活—二1～9。 
智慧來自於神：『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祂口而出』—6節。 
智慧的價值—比金子、銀子和珊瑚更貴重、更強，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可喜愛。 
啟示(豫表/豫言)智慧是基督自己—在箴言某些段落，神的智慧是人位化的 ： 
箴1: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廣場上發聲。 
箴4:6 不可離棄智慧，智慧就保守你；要愛她，她就護衞你。 

 箴4:9 她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交給你。(得榮耀) 

• 神的智慧這樣人位化，是指神聖三一的第二者，祂成了從神給所有新約信徒的智慧。 
 西2:3 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裏面。 
 林前1:24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別和救贖， 

• 『耶和華以智慧立大地』—箴三19上： 

 耶和華藉以立大地並定諸天的這一位，乃是基督，祂是神的智慧—林前一24。 

 智慧是神創造萬有的工師 (the master workman)，爲神所喜愛—箴八30。 

 神藉着這位是智慧且爲神所喜愛的基督創造萬有—三19，西一16～17，來一2。 
 西1: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裏面得以維繫；(Α、αΩ、ω) (包羅一切) (昔是/今世/永是) 

 來1:2 就在這末後的日子，在子裏向我們說話；神已立祂作承受萬有者，也曾藉着祂造了 
             (made)宇宙； 

※箴言中所羅門王所珍賞之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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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十一章三十三節上半說到神的智慧：『深哉 (Oh, the depth of… ) 

，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因對神揀選工作完成而讚美) 
看見智慧與知識(knowledge)的不同是很重要的—33節：(珍賞神的智慧>>知識) 
• 智慧是爲着計畫、定意—弗一9，三11。 

• 智慧見於事物的創始(the initiation of something)，如羅馬十一章三十六節所指明的：『萬
有都是本於祂、藉着祂、並歸於祂。』 

• 神是獨一的創始者(the unique Initiator)『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林前

八6上：{徒17:26 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並且豫先定準他們的時期，和居住的疆界，} 

神創始(has initiated)了許多東西，不是憑祂的知識，乃是憑祂的智慧—箴三19，八12，22

～31。箴8:31 歡躍於祂所豫備居人之地；並且世人是我所喜愛的。 

當神進來應用祂所創始的，祂就展示祂的知識(displays His knowledge)。 

神的智慧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中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爲使我們
得榮耀所豫定的』—林前二7：(信徒們的定命) 
• 基督作爲神的中心和我們的分，給我們享受，乃是神奧祕中深奧的智慧—羅十一33。 

• 在神裏面有奧祕中的智慧；這智慧是在萬世以前所隱藏，並爲使我們得榮耀所豫定的。 

『願榮耀藉着耶穌基督，歸與這位獨一、智慧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羅十六27：(羅馬書結束的讚美—因神這歷世以來奧秘的完成而讚美) 
• 在全地各個地方召會中，我們都將榮耀歸與這獨一、智慧的神。 

• 這位智慧的神憑歷世以來密而不宣之奧祕的啓示，將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使我們得救 

、重生，並且藉着祂神聖的分賜，不斷更新、變化我們，至終使我們得榮，模成神長
子的形像，帶我們進入榮耀—25節，三24～25，五10，八16，23，29，十二1～2。 

  羅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6 

※新約保羅所珍賞(讚嘆)之神的智慧 



羅馬書主題： 
神的福音─將罪人作成神的兒子， 

構成基督的身體，顯為在地方上的召會 

7 羅11:33上 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林前一24： 
在新約裏，人位化之神的智慧乃是基督爲其實際—箴八1，12，九1，路二40，52，

七35，太十一19：(太12:42 /路11:31 看哪，在這裡有比所羅門更大的。) 

• 基督神性的智慧隨着祂身量長大的程度顯明出來(was revealed)—西二2～3，路二40，52。 
 路2:40 那孩子漸漸長大，剛強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 
 路2:52 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並在神與人面前所顯明的恩典上，都不斷增長。 

• 馬太十一章十九節下半指明智慧就是基督：(基督憑智慧行事) 

凡基督所行的，都是憑着神的智慧，就是基督自己—林前一24。 

這智慧乃是從祂智慧的行爲、智慧的行事，得稱義、得表白。 

• 在路加七章三十五節主耶穌說，『智慧從(使)她所有的兒女得稱爲義』： 

凡相信基督的人，都是智慧的兒女，就是那稱義基督和祂的行事，以及跟隨祂作他們
智慧的人。 

基督的工作乃是產生(to produce)我們作智慧的兒女，顧到智慧的生命。 

『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基督〕裏面』—西二3： 
• 神是智慧和知識的獨一源頭(the unique source)： 

 林前8:6 在我們卻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 
                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着祂有的，我們也是藉着祂有的。 

• 智慧和知識都具體化(are embodied)在基督裏面，這事實由主自己所說的話，特別是記
載在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中的話，得着證明： 

在這兩卷書中所記載主的話，包含最高的哲學；主話語中的觀念旣深且奧。 

• 若沒有(unless)基督，就絕不能得着(cannot have)智慧和知識—西一27，三4，10～11。 

• 我們若操練全人接觸主，基督這賜生命的靈就要浸透我們的靈和我們的心思；然後在
我們的經歷裏，我們就有那藏在基督裏的智慧和知識—二3。 

※基督是神的智慧之實際與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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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
尼人，基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作爲信徒，我們是在(in)基督裏，且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 

                和救贖， 

成就神智慧的新造—我們信徒乃是新造，凡我們的所是和所有，都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羅十一36。 

羅11:36 因爲萬有都是本於祂、藉着祂、並歸於祂；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遠。阿們。 

得著全人完滿的救恩—基督作我們的智慧乃是包羅萬有的，在公義、聖別、和
救贖上成爲從神給我們的智慧—林前一30： 
• 基督是我們的公義，藉此我們已經得神稱義，使我們能在靈裏重生，得着神的生命。 

• 基督是我們的聖別，藉此我們在魂裏漸漸被聖別，也就是在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
裏，因祂神聖的生命漸漸被變化—六19，22，十二2，林後三18。 

• 基督是我們的救贖，爲着我們的身體得贖，藉此我們的身體要因祂神聖的生命改變形
狀，有祂榮耀的樣式—羅八23，腓三21。 

羅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那靈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裏面歎息，熱切等待兒子的 
            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腓3:21 祂要按着祂那甚至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動力，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使之同形於祂榮耀的身體。 

神分賜與信徒的—林前一章三十節裏『從神給我們』指有一種傳輸(transmission)

是現今的(present)、實際的(practical)，也是經歷的(experiential)：  
• 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指明一種不斷的傳輸，就是基督作爲智慧，從神傳輸給
我們，爲着我們日常經歷—30節。我們若留在主面前接受祂的分賜(約十五4～5)，祂
就要傳輸到我們裏面作智慧，以處理各種的難處和事情。我們若與主是一，接受祂的
分賜，我們就會日復一日，時時刻刻經歷並享受祂作我們的智慧—林前六17，一30。 

※基督成了(has become)從神給信徒們(from God to us)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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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召會，就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這些執政的和掌權的是指執政和掌權的天使，有良善的，也有邪惡的。 

以弗所三章十節特別是指邪惡的，就是撒但和他的使者： 
• 撒但有他的國、他的使者、和他掌權的範圍—太十二26，二五41，弗六12： 

太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他就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住？ 
弗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 
             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撒但掌權的範圍是在空中和在地上—二2，約壹五19。 

約壹5:19 我們曉得我們是屬神的，而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 

但以理書指明地上的列國都在撒但空中的掌權之下—十13。 

但10:13 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然而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 

• 神藉着召會顯明祂的智慧，主要不是向人類，而是向那些背叛的天使，神仇敵的跟隨
者—啓十二7。[天上起了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和牠的使者也爭戰，] 

甚至撒但的背叛也是在神智慧的範圍內—賽十四12～14： 
• 如果沒有撒但的背叛，神的智慧就不能完全的顯明。 
• 撒但製造了許多機會，使神的智慧得以萬般的彰顯出來，也就是說，以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方面，從不同的角度彰顯出來—弗三10。 

•  至終，神的仇敵撒但，要被征服並認識神萬般的智慧—10節。 

當神所揀選並救贖的人有分於並享受基督的豐富時，這些豐富就把他們構成召
會；藉着召會，諸天界裏執政和掌權的天使，就得知神萬般的智慧—8～10節： 
• 藉着召會，撒但和他的使者蒙羞的日子卽將來臨。那時他們要知道，他們所作的一切，
不過是給神機會顯明祂的智慧。 

※藉召會顯出神萬般的智慧—向仇敵誇勝 
弗3: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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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作爲召會的終極完成，充滿了智慧—啓一11，二一2，9

～11，二二16：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 
            推雅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 
               給我看。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神是設計與建造者—新耶路撒冷乃是由神所設計並建築的，神是『那座有根基
的城』的設計者(Architect)並建築者(Builder)—來十一10： 

• 這指明神旣是一位巧妙的設計者，又是一位優秀的建築者。 

• 作爲這樣一位設計者和建築者，神必然不是設計並建築一座物質的城—啓二一9～11。 

• 神乃是設計並建造了一個屬靈的實體，作祂團體的彰顯—啓二一9～11。 

• 神在祂的智慧裏，是藉着將祂自己這設計者並建築者分賜到我們裏面，而建築新耶路
撒冷—來十一10，林後十三14，啓二一2，二二1～2。 

聖城展示(顯明)神的智慧—我們若領悟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個表號，表徵屬靈和
神聖的事物，就會開始看見在這城裏的智慧—一1，二一9～11。 

聖城是神智慧的完滿彰顯—神是一位智慧的設計者並建築者，祂設計並建造這
樣一座城，作祂萬般智慧的完滿彰顯—弗三10，啓二一2，9～11。 11 

※新耶路撒冷作為神萬般智慧的終極完滿彰顯 



法前時代 律法時代 恩典(召會)時代 國度時代 新天新地 

舊約時代 新約時代 
在男孩子原
則的得勝者 

新耶路撒冷 
終極完成 
神萬般智慧
之完滿彰顯 約伯 所羅門 

主耶穌 
(基督) 

保羅         我們 地上部分 

個別聖徒團體聖徒(召會) 黑暗部分 硫磺火湖 

神 

萬般的 
智慧 

(基督) 

12 

“from God to us” 

從神給我們的 

傳輸(transmission) 

伯42:5 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親眼看見你。 

箴8:11 因為智慧比珊瑚更 

             美，一切可喜愛的 

             都不足與比較。 

羅11:33上 深哉，神的豐富 

                 、智慧和知識！ 

(約伯) 

(所羅門) 

(保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