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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用禱告的靈讀箴言， 

使之對我們成爲金塊和珠寶， 

加強我們追求基督的生活， 

以完成神的經綸 
   詩歌：    

讀經：箴一1～7，弗四22～24，六17～18 

箴1:1 大衞的兒子以色列王所羅門的箴言： 
箴1:2 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辨識通達的言語； 
箴1:3 使人領受訓誨，處事明智，有公義、公平和公正； 
箴1:4 使愚蒙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畧； 
箴1:5 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識，使聰明人得着智謀； 
箴1: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辭和隱語。 
箴1: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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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要 

壹 箴言是智慧人之言語的彙集，（一1～7，）強調人藉着接觸神，從神所得的

智慧，（參代下一10～12，西二2～3，一28～29，）並且教導人如何行事爲

人，在爲人生活中建立他們的性格（參腓一20，加六7～8，五22～26）： 
箴1:1 大衞的兒子以色列王所羅門的箴言： 
箴1:2 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辨識通達的言語； 
箴1:3 使人領受訓誨，處事明智，有公義、公平和公正； 
箴1:4 使愚蒙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畧； 
箴1:5 使智慧人聽見，增長學識，使聰明人得着智謀； 
箴1:6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辭和隱語。 
箴1: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代下1:10 求你賜我智慧和知識，我好在這民前出入；不然，誰能審斷你這眾多的民呢？ 
代下1:11 神對所羅門說，你心裏旣有此意，並不求財富、資產、尊榮，也不求滅絕那恨你之人

的性命，又不求長壽，只爲自己求智慧和知識，好審斷我的民，就是我立你作王來治

理的； 
代下1:12 我必賜你智慧和知識，也必賜你財富、資產、尊榮，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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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後的也必沒有這樣。 
西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裏結合一起，以致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能

以完全認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西2:3 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裏面。 
西1: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裏成熟的獻上； 
西1:29 我也爲此勞苦，照着祂在我裏面大能的運行，竭力奮鬭。 
腓1:20 這是照着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

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加6:7 不要受迷惑，神是嗤慢不得的，因爲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加6:8 爲着自己的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壞；爲着那靈撒種的，必從那靈收永遠的生

命。 
加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加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反對。 
加5: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加5:25 我們若憑着靈活着，也就當憑着靈而行。 
加5:26 不要貪圖虛榮，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一 因爲箴言主要是由律法時代兩位猶大王（所羅門和希西家）所收集，所以箴言這卷書

可視爲律法的輔助。 

二 律法是神的描繪，要求神的百姓遵守，使他們能成爲神的複本，好叫神得着彰顯和榮

耀—參羅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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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箴言是律法的輔助，指導人如何照着神的屬性，就是照着神的所是，行事爲人並建立

自己。 

貳 箴言獨有的特點，是向我們陳明古時許多智慧人智慧的話，所有讀這卷書的

人一致認爲這些話是好的；但我們必須領悟，箴言之於我們是如何，乃在於

我們是那一種人，以及我們以何種方式接受箴言： 
一 我們若是一個講求倫理道德的人，有剛強的心思，並且渴慕像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那

樣完全，這卷書的確會幫助我們在追求完全的事上成功；然而，這卷書並不能幫助我

們成爲一個照着神那住在我們裏面的靈而活在靈中的人（提後四22，羅一9，二29，七

6，八4～6，9～11，16，林前十六18，林後二13～14，腓三3，加五15～17，22～25，
六18，弗五18，六18）： 
提後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羅1:9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告中，常常不

住的題到你們， 
羅2:29 惟有在內裏作的，纔是猶太人；割禮也是心裏的，在於靈，不在於字句。這人的

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羅7:6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

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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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8:5 因爲照着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着靈的人，思念那靈的事。 
羅8:6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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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8:9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在肉體裏，乃在靈裏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

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

的，也必藉着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林前16:18 他們使我和你們的靈都暢快。這樣的人你們務要賞識。 
林後2:13 那時沒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靈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林後2:14 感謝神，祂常在基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帥領我們，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

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腓3: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加5: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銷滅了。 
加5:16 我說，你們當憑着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 
加5:17 因爲肉體縱任貪慾，抵抗那靈，那靈也抵抗肉體，二者彼此敵對，使你們不能作

所願意的。 
加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加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反對。 
加5: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加5:25 我們若憑着靈活着，也就當憑着靈而行。 
加6:18 弟兄們，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阿們。 
弗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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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舊約裏，約伯滿足於自己的純全，滿足於自己屬人完全的追求；但這不是神在他

身上所要的，反而頂替了神在他身上所要的；這就成了神的仇敵，使他這個神所創

造的人受攔阻，不能完成神的定旨。 

2 神的定旨是要約伯得着神，使神得榮耀，得彰顯；我們對神最高的事奉，就是得着

神到極點，被神充滿，以彰顯神而使祂得榮耀—腓三7～8，12，賽四三7，林前六

20，十31，參約十七1。 

腓3:7 只是從前我以爲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

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腓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或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

督耶穌所以取得我的。 
賽43:7 就是凡稱爲我名下的人，是我爲自己的榮耀所創造、所塑造的，更是我所造作

的。 
林前6:20 因爲你們是重價買來的。這樣，就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神。 
林前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或作甚麼事，一切都要爲榮耀神而行。 
約17:1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

子也榮耀你； 

3 神創造人的定旨，是要人得着祂，被祂充滿，好彰顯祂，而不是彰顯屬人的完全；

所以神來拆毀約伯在屬人完全上的成功；然後神進來向約伯啓示祂自己，指明祂自

己纔是約伯所該追求、得着並彰顯的—伯四二1～6，十13，弗三9，腓三14，林後三

18，四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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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42: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伯42:2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的定旨是不能攔阻的。 
伯42:3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故此我說了我所不明白的；這些事對我

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伯42:4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要問你，求你指示我。 
伯42: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伯42:6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伯10:13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這是你的意思：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腓3:14 向着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

新。 
林後4:17 因爲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爲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林後4:18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纔是永遠的。 

二 我們來到箴言這卷書跟前，需要在我們的靈裏禱告，將自己從心思轉向靈；（弗六

18，路十八1，西四2；）我們若這樣來到箴言跟前，就會憑着新人來摸主的話，我們

過生活就不是憑着我們天然的人、我們的舊人、和我們的己，乃是憑着那活在我們靈

裏，作我們生命和人位的主耶穌。（提後四22，約六57，63，耶十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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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18:1 耶穌又對他們講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說， 
西4: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提後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約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耶15: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着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

喜快樂；因我是稱爲你名下的人。 

三 我們必須拒絕自我修養，定罪舊造天然人的建立，（參太十六24，羅六6，加二20，）

並藉着操練我們的靈同着那靈，在禱告的靈裏接觸話，作爲新造重生的人（弗四22～
24，林後四16）來讀箴言；這樣，箴言裏的話就會對我們成爲靈和生命。（約六63，
太四4，弗六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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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

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

我，爲我捨了自己。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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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太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着，『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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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們新約信徒該相信，箴言是聖經中神的聖言的一部分；詩人說，『我要向你的誡命

舉手，這些誡命是我所愛的；』（詩一一九48；）向神的話舉手，指明我們熱誠歡樂

的接受它，並對它說『阿們』。（尼八5～6。） 
詩119:48 我要向你的誡命舉手，這些誡命是我所愛的；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 
尼8:5 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 
尼8:6 以斯拉頌讚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面伏於

地，敬拜耶和華。 

五 箴言是神的呼出，給我們吸入，叫我們從神得着生命的供應；聖經是神的呼出；當我

們藉着各樣的禱告讀任何經文的時候，這禱讀就是我們吸入神的氣—提後三16，弗六

17～18： 
提後3: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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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箴言裏一切的話都是神的呼出，而神的呼出完全具體化在基督裏；我們讀箴言時，

需要吸入神所呼出的一切；藉着吸入箴言裏神聖的氣，我們越接受說話之神的氣，

就越享受基督—提後三16，約二十22。 

提後3: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約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2 以色列人受囑遵守誡命、律例和典章，今天我們則需要持守基督；藉着接受基督、

持守基督、緊聯於基督，我們就會贏得祂、享受祂並活祂；我們需要愛基督、持守

基督、教導基督、披戴基督、並書寫基督—申六1，5～9，腓三9，一19～21上。 

申6:1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吩咐我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和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

爲業的地上遵行； 
申6:5 你要全心、全魂、全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申6: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些話，要放在心上； 
申6: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

論。 
申6:8 你也要將這些話繫在手上爲記號，戴在額上爲頭帶； 
申6: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

督而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腓1:20 這是照着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爲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3 聖經是神的呼出，（提後三16，）所以我們該藉着各樣的禱告，（弗六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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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神的話，包括箴言這卷書，藉此吸入聖經；我們教導聖經時，應當將神呼到人

裏面。 

提後3: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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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們讀箴言時，該在靈裏被神的豐滿所充滿；（弗五18～19，三19；）不僅如此，我

們該用重生的靈，（羅八16，）在新約生命的靈裏，（2，）調和着禱告來讀箴言，

（弗六17～18，）好用靈和生命，與話調和。（參約六63。） 
弗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 
弗5: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8:2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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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叁 照着神的經綸，箴言的原則如金塊，細則如珠寶，這些都不是爲着建立我們

的舊人；反之，這些乃是叫我們建立我們的新人，加強我們追求基督的生

活，以完成神的經綸，就是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那作神心頭願

望和終極目標的新耶路撒冷： 
一 我們需要以禱告的靈接受神那活而有功效的話，使我們得以建立我們的新人，並使我

們得以辨明我們的靈與魂—來四12： 
來4:12 因爲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

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1 仇敵的計謀總是要使我們的靈與我們的魂攙雜在一起；攙雜是我們最大的難處；我

們越被神的光—神的同在—所充滿，就越認識神，也就越寶貴乾淨過於寶貴能力—

太五8，路十一34～36，詩一一九105，130。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路11:34 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單一的時候，全身就明亮；但你的眼睛不專

的時候，身體就黑暗。 
路11:35 所以你要察看，你裏面的光是否黑暗了。 
路11:36 若是你全身明亮，毫無黑暗，就必完全明亮，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詩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119: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 

2 除去這攙雜的路是藉着聖靈的啓示；靈與魂的分開，乃是有神的話光照我們，在我

們裏面照亮，給我們看見我們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三六9，彼前二9。 

詩36:9 因爲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彼前2: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

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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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神話語的光中所看見的，也就在光中殺死了；光殺死，乃是基督徒經歷中最大的

事；靈與魂的分開乃是靠着光照—賽六1～8，徒九1～4，十三9～10。 

賽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看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祂的衣袍垂下，遮滿聖

殿。 
賽6: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

膀飛翔。 
賽6: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祂的榮光充滿全地。 
賽6: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賽6: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爲我是嘴脣不潔的人，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

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賽6:6 撒拉弗中有一位飛到我跟前，手裏拿着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賽6:7 他用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

遮蓋了。 
賽6: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

裏，請差遣我。 
徒9:1 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他來到大祭司跟前， 
徒9:2 向他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若是找着這道路上的人，無論男女，都可以捆

綁帶到耶路撒冷。 
徒9:3 掃羅行路，將近大馬色，忽然有光從天上四面照着他， 
徒9: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爲甚麼逼迫我？ 
徒13:9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溢，定睛看他，說， 
徒13:10 你這滿了各樣詭詐和奸惡，魔鬼的兒子，眾義的仇敵，你歪曲主的正路，還不

止住麼？ 

4 啓示就是我們看見神所看見的；啓示就是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認識我們的主

意，認識我們裏面最深處的思念，像祂認識我們一樣；神只要將我們的思念顯露，

將我們心中的主意給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靈與魂就分開了。 

5 若沒有禱讀，箴言就僅僅是格言的彙集，但我們帶着禱告讀箴言，也就是禱讀箴言

時，我們的禱讀就使所有的箴言對我們成爲靈和生命。 

二 我們不該來到箴言跟前作一個守字句的人，乃該作一個尋求神的人；我們應當作全心

尋求神，藉着尋求神的面而求祂的恩，求神用臉光照我們，並且行在神面前的人—詩

二七8，一○五4，一一九2，10，58，135，168，林後三6。 
詩27: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詩105:4 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 
詩119:2 遵守祂的法度，全心尋求祂的，這樣的人是有福的。 
詩119:10 我全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誡命。 
詩119:58 我全心求過你的恩；願你照你的話恩待我。 
詩119:135 求你用臉光照僕人，又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詩119:168 我遵守了你的訓辭和法度，因我一切的行徑都在你面前。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肆 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清楚的告訴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有兩個人—

舊人和新人；舊人藉着我們天然的出生，乃是屬亞當的，新人藉着新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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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乃是屬基督的；我們應當過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生活；照着神的經

綸，箴言不該用來培養並建立我們的舊人，乃該培養並建立我們重生的新

人：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一 爲要照着神的經綸而進入箴言這卷書的內在意義，我們應當成爲照着新造而活的人；

（加六15；）舊造是我們在亞當裏的舊人，（弗四22，）是我們與生俱來天然的人，

沒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新造是在基督裏的新人，（24，）是我們由那靈重生的

人，（約三6，）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作到其中，（36，彼後一4，）有基督爲其構

成成分，（西三10～11，）成爲新的構成。 
加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約3: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約3:36 信入子的人有永遠的生命；不信從子的人不得見生命，神的震怒卻停留在他身

上。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旣逃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藉着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西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着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西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爲

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二 在我們的靈裏，有美妙、奇妙、經過過程、包羅萬有、七倍加強、賜生命的靈；（腓

一19，啓四5，五6，林前十五45，林後三6，羅八16；）當我們操練我們的靈，在神寫

成的話中（約十35）接觸基督這神活的話，（一1，五39～40，）祂就成爲神應用的

話，對我們就是那靈；（弗六17～18；）這樣，凡我們所讀聖經中的話就會對我們成

爲靈和生命，而使我們得復興。（約六63。）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啓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着，這七燈就是

神的七靈。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

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林前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着：『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魂；』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

靈。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約10:35 經書是不能廢掉的，若是神的話所臨到的人，祂尚且稱他們爲神， 
約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5: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其中有永遠的生命，爲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5: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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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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三 我們需要在禱告的靈和氣氛中接受聖經，藉此將聖經從一本表面上教導我們培養己並

建立天然人的書，轉爲滿了光、生命、靈、和屬靈滋養的書；這要拆毀我們的己，破

碎我們天然的人，並以三一神終極完成的靈供應我們。 

伍 我們必須是這樣的人：愛主並追求基督，而非追求自我完全，（參腓三3～
14，）並且愛整本聖經中主的話語，用禱告的靈來讀經，不是要得着字句道

理，乃是要尋求生命的靈與生命的話；（參約五39～40，林後三6；）我們來

讀箴言不該是要得任何幫助以自我修養，乃是要滋養我們的靈，好使我們過

一種在神聖美德上，就是在神聖屬性的彰顯上是完全的基督徒生活。（加五

22～23，太五5～9。） 
腓3: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腓3:4 其實我也可以信靠肉體；若別人自以爲可以信靠肉體，我更可以： 
腓3:5 論割禮，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於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

人；按律法說，是法利賽人； 
腓3:6 按熱心說，是逼迫召會的；按律法上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 
腓3:7 只是從前我以爲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

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有

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腓3: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腓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或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穌

所以取得我的。 
腓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腓3:14 向着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約5: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其中有永遠的生命，爲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5: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字句殺

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加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加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反對。 
太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 
太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 
太5: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蒙憐憫。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太5:9 製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稱爲神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