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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0 年 12 月半年度训练─『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第十篇 過敬虔的生活 

『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箴

二三 23 上。）真理是需要买的，是

需要出代价的。我们如果要讨主的 

喜欢，为着真理站住，就得出代价。

心如果准备好，领受对真理的爱，不

惜出代价买真理，我们就有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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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

顾情感，不讲关係，不为着个人。（约 

三 3 ～ 4，太十六 24 ～ 25。）真理是

惟一的标准，我们必须站在真理一

边反对自己；惟有当我们从自己里

面得蒙拯救，才有可能维持真理的

绝对。我们应当尊重神的真理，走真

理的路，一点不委屈真理。（彼后二 

2。）    

 

为着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

要对现有的真理绝对。就是信徒所

已经接受，并现在持有的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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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里看见我们需要从神得智慧，这

智慧使我们过敬虔的生活。而这生活

主要在五方面，有异象，买真理，运用

灵，保守心，寻求爱。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二九 

18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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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

得着异象，就需要有启示、光和视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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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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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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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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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二一 2，9 ～ 10。）   

 



 事  項 

包括神圣启示的高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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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

处。』（箴二十 27。）人的灵是神在人

里面的灯。在重生之灵里面照耀的光，

乃是神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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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十二 11。）我们若回应

灵的照耀，就会照着灵而行。神的灵 

也是灯，有祂七倍强度的照耀。我们重

生的灵是有神的灵内住的灯，神的灵

也是灯。人的灵与神的灵都是灯，一同

光照人内里的部分。灵要光照我们魂

的每一部分。    

 

我们用我们的灵正确的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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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会照耀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

志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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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五 8 ～ 9。）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

效发之于心。』 （箴四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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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我们全人的出入口。（太十五 18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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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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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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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十 

12。）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十 12 

下。）『遮掩人过的，是寻求爱；重

题旧事的，离间密友』。（十七 9。）

遮盖是爱；揭露是没有爱。遮盖带进

祝福，揭露带进咒诅。爱是『凡事包

容』意即遮盖一切，不仅遮盖好事，

也遮盖坏事：『最要紧的，是彼此热

切相爱，因为爱能遮盖众多的罪』。

（彼前四 8。）【摘自：新北市召会

周讯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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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提前 1:15-20 2:1-7 2:8-15 3:1-13 3:14-4:5 4:6-16 5:1-25 

进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23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彼得前书生命读经，第 30 ~31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十一篇（请参阅周讯 

    第 7~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 ”，晨兴圣言：第十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2 课。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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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召会

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照着神牧

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1. 儿童小牧人相调交通 

 日期： 26/05/2021 （周三） 

 时间： 9:00AM~12:00PM 

 对象：原有的儿童服事者，区负责弟兄，青职圣徒及有心愿学习 

   配搭服事的圣徒 

 负担：培育属灵的下一代 

      会议账号： 898 3702 2138           会议密码： 2020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并将报名资料（名字，联络号码，

  语言）转发给许信源弟兄，016-8884120。 

古晋市召会的网站已开放供圣徒浏览，每周的召会周迅、祷告负担及召

会生活统计都可从网站上寻得或下载。圣徒们也可从网站上得知召会近

期的活动，不仅如此网站上也会陆续提供更多丰富的资讯。欢迎圣徒们

上网浏览：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 



报

告

事

项 
 
 
 
 
 
 
 
 
 
 
 
 
 
 
 
 
 
 
 
 
 

4. 马来西亚语特会 

   日期： 18-20/06/2021     费用：每人 RM30 

  报名截止： 24/05/2021（周一） 

日期 聚会 时间 

18/06/2021（周五） 第一堂 7:30PM~9:00PM 

19/06/2021 
（周六） 

第二堂 10:30AM~12:00PM 

第三堂 4:00PM~5:30PM 

第四堂 7:30PM~9:00PM 

20/06/2021 
（主日） 

第五堂 4:00PM~5:30PM 

第六堂 7:30PM~9:00PM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性别，语言，联络号码，电子

 邮件）和费用。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BMJUN”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

 收据转发给 Wilson 弟兄（019-848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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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晋召会事奉特会    

  日期： 01-02/06/2021（周二及周三）   

  时间： 9:00AM – 12:00PM（8:45AM 上线祷告及唱诗歌）      

  对象： 所有会所及区负责弟兄，排中干，大专服事者，青少年服事者，

     儿童服事者都要出席，同时鼓励所有有心愿学习事奉的 弟兄 

     姊妹报名。 

   负担： 经营理念的更新，全体尽功用，人人都事奉，达到召会永续的

     繁增 

  会议账号： 833 6103 2392   会议密码： 1111    

  报名截止： 24/05/2021（周一）    

  备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名字，联络号码，语言），并将收集

     好的名单转发给黄美霞姊妹，011-10942234。  

2. 线上福音座谈 

语言  日期 会议帐号  会议密码 

马来文福音座谈 30/05/2021（主日） 
7:30PM - 8:30PM 

899 8783 3196 3927 



5 

5.  第十届中、壮年成全训练（第三学期-线上） 

日期 费用 

   全   程： 06/07-24/09/2021 RM300 

  短期一： 06-30/07/2021 RM100 

  短期二： 03-27/08/2021 RM100 

  短期三： 31/08-24/09/2021 RM100 

训练对象：年龄介于 36 岁至 78 岁的圣徒 

报名截止： 21/06/2021（周一） 

备注：请到会所办公室领取报名表，或联络许信源弟兄（016-8884120）。 

 疫情当下的召会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愿你们平安、喜乐，康壮有活力。 

  

最近台湾的疫情升温，大家都很关

切。我不免想到圣经上的这处经节：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罗 8:28）若我们是爱神并活在

神旨意当中的人，那外面一切的情形，

都能够叫我们得益处。这让我不免思

想，我们可以如何在疫情期间得益处

呢？ 

  

去年因着疫情爆发，我们曾经一起追

求了关于『主的再来』的信息。因为台

湾相对平安，大家感觉还没有那么深

刻。但是今日台湾的状况，让我们不禁

对主来的日子更有感觉。圣经中主再

交 通 

来之前有好些兆头，饥荒、战争、瘟

疫都要更加剧烈。这样的环境并非

只是消极的。对于信徒来说，这些环

境要像曝晒的日头，晒去我们里面

属世的水分，帮助加速我们生命的

成熟，使我们能够成为成熟可以被

收获的庄稼。所以信徒在环境中，更

不应该消极，而是应该积极的凭信

正确的生活，使我们能在这些环境

中得益处。 

  

今天早上，因为用线上的方式聚会

连线，我得以在一个早上分别参加

了好几个区的聚集。我感受到弟兄

姊妹们更宝贝来在一起的时间。晨

兴时弟兄们更早起了，参与聚会的

人数比平常更多了，祷告时大家更

操练了，分享时圣徒更普遍更踊跃

了。这都是让我觉得十分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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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彼此代祷： 

 

提摩太前书 2:1-3 『所以我劝你，第

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

谢；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

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

平静安宁的生活。这在我们的救主

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悦纳的。』请我

们在这样非常的时期当中，举起我

们虔敬的手，随处祷告。为国家、为

政府能够有好的管理，疫情得控制

祷告；为自己、家人、圣徒、台湾百

姓能够平安健康祷告；为在艰难的

时期中，福音的白马能够更加得胜

祷告。 

   

愿主在这特别的时期里，保守我们

每一位。『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

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

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诗篇 122:6-7）【摘自：文/郑桂明，

台北市召会】 

 

 

就如同本周信息的题目：『在基督身

体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在这个社

交距离被拉开，大家都改为线上的时

间里，我想要鼓励弟兄姊妹在彼此相

爱中，能够实际的来顾到基督身体中

的每一位，并且积极地实行召会生

活： 

  

一  彼此关心： 

 

今天还有好些圣徒没能参与线上聚

会的。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关心，问候他

们的情形。与其在家中一直看新闻，越

看越慌张，还不如多打几个电话，多关

心几个人。不要只是用文字传讯联系。

打电话过去，多听听彼此的声音，会让

我们经历基督身体中交通的益处。很

奇妙，和弟兄姊妹们联系一下，我们的

灵就能够有一种血液流通带来的享

受。 

     

二  彼此牧养： 

 

我们彼此联络，不只是聊疫情、聊防

疫，这些资讯新闻里都很多了。信徒们

独特的恩典与托付，就是将主的话供

应出去。希望大家能够多将最近享受

应时有滋养的话，常常彼此分享。也能

够将这些话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

这是我们能带给他们最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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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了什么应许，你可以说，‘主，我

信。’你在那里看见了什么恩典，你可

以说，‘主，我接受。’在那里你也可

以代祷。你读的时候，记得有的弟兄姊

妹的情形，刚刚与这一处圣经相反，你

在神面前不是控告他们，不是论断他

们，乃是说，‘神！求你把这一句话成

就在我的身上，也求你把这一句话成就

在某弟兄姊妹的身上。’在这里你可以

为着你自己认罪，也为着别人认罪。在

这里你可以为着你自己求，也为着别人

求。在这里你可以为着自己信，也为着

别人信。在这里你可以为着你自己感

谢，也为着别人感谢。清早读圣经不宜

读得长，不宜读得多，只要两三节、四

五节就够了。两三节、四五节的圣经，

够你读一个钟点了。你这样一句一句的

读过，祷告过，与神有交通过，就能使

你得着饱足。 

 

旧约和新约都有这样与神交通的人，

他们是认识神的，是与神有来往的，他

们将神的交通调和在生活中。 

 

大卫在诗篇里面，一会儿说‘你’，

一会儿说‘祂’，一会儿对人说，一会

儿变作祷告。在一篇诗里面，有几句话

是在人面前的话，有几句话到神面前去

了。大卫一面和人说话，一面就往神那

里去。诗篇证明大卫是与神有交通的 

三 读圣经 

 

清早也是我们吃吗哪的时候（吗哪是

指着基督说的。）什么叫作吃吗哪？就是

每天早起，在那里享受基督，也就是享受

神的话，享受神的道。我们吃了它才有力

量在旷野里行走。收吗哪的时候，是在清

晨。如果你把早起的时候花在别的事情

上，你就在属灵方面得不着饱足，得不着

喂养。 

 

我们曾题过，一个人该有两本圣经，一

本是为着下午读的，里面可以画记号，可

以写上许多东西，还有一本是为着早起

吃吗哪用的，里面不写什么话，也不画什

么记号。在早晨，不是要读很长很长的圣

经，乃是在神面前把圣经打开，仔细的读

一段圣经，把你与神的交通和读圣经调

在一起，把你的唱诗和读圣经也调在一

起。这并不是说，第一步是交通，第二步

是赞美，第三步是读圣经；这乃是说，要

把这些事在神面前调在一起作，同时可

以加上祷告。你到神面前去，将神的话打

开，你在那里把神的话读了，当你感觉罪

的时候，你可以认罪，当你觉得神在这句

圣经所说的事情上恩待了你，你可以感

谢。你也可以在圣经所说的那一件事情

上祈求神，说，‘主，这一个真是我所缺

的。这一段、这一节、这一句的话，真是

我所缺的。主，求你赐给我。’你在那里

 第十一篇 早起（二） 
造 就 



神的话，吃吗哪，是不可少的。许多软

弱的弟兄姊妹，在旷野里跑不动，我们

要问：‘你们吃了东西没有？’他们所

以跑不动，是因为他们吃得不够。吗哪

是要清早拾的，所以要早一点起来，一

迟起，就吃不到。总是要清早起来，在

神面前花工夫读神的话。 

 

四 祷告 

 

清早在神面前要有交通、赞美、吃吗

哪，也要有祷告。诗篇六十三篇一节和

七十八篇三十四节中的‘切切’，在原

文都是‘早’的意思。清早要在那里祷

告。前面所题到的祷告是调和着作的，

这里是专一的去祷告。等到你交通过

了，赞美过了，吗哪吃过了，最后，你

能够有力量再把所有的事在神面前好

好的祷告。祷告的确需要力量。你要在

清晨亲近神，先吃一顿饱，然后留下半

个钟点或者一刻钟，来为着几件要紧的

事、为着你自己、为着教会、为着世人

祷告。当然，在下午或晚上，还可以作

祷告的工作；不过清早的时候，能够用

你新得着的力量，刚刚与主交通吃了吗

哪所得着的力量，花在祷告上，你就能

得着更大的帮助。 

 

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总应当在清

早的时候把这四件事─与神交通、赞

美、读经和祷告─在神面前好好的作。

一个人清早的时候，在神面前有没有这 

 

 

人。 

 

尼希米作事的时候，说几句话，就有几

句祷告。王问他的时候，他这一边和王说

话，那一边和主说话，办事和祷告调在一

起，不是办事归办事，祷告归祷告。 

 

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但是，他

的说话常常转到主面前去。有许多次，好

像他忘记了是对罗马人说，而是在神面

前说。在保罗的书信里，这一种情形是常

有的，一会儿就转过来到神面前去。 

 

读过‘馨香的没药’的人，就看见盖恩

夫人的特点。许多人写自传，都是用向人

说的口气，但是盖恩夫人一会儿向着人

说，一会儿向着神说，一会儿对康伯说怎

样怎样（那一本书是康伯叫她写的，）一

会儿对主说怎样怎样。这个就叫作交通。

与神交通，那一个时候起头，那一个时候

结束，都不一定。不是把事情放了去祷

告，也不是祷告好了去办事，乃是调和在

一起作。 

 

所以，在清早吃吗哪的时候，要学习把

祷告调和在神的话语里，把赞美调和在

神的话语里，把交通调和在神的话语里。

你一会儿是在地上，一会儿是在天上；

一会儿是在你自己面前，一会儿是在神

面前。你每天早起在神面前这样作，过了

一点时间之后，就会觉得饱，神的道也就

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了。这一种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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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要清早起来的人，都得有一个习

惯，晚上要早一点睡。你如果盼望晚上

迟睡，早上早起，好像蜡蠋两头烧，那

是不行的。 

 

早起的标准不要定得太高。有的人定

规三点钟起来，有的人定规四点钟起

来，结果反而作不来，作了几天不作了。

这是取一个适中的办法来得好。差不多

五点六点是相当合式的时间。或者是天

将要亮，或者是天刚刚亮，总是在天亮

左右。太早，恐怕不能持久。过高的标

准会产生有亏的良心。有的人把标准定

得太高，和家里的人发生难处；有的人

要和他的服务处发生难处；有的人出

去作客人，要和他的主人发生难处。这

样并没有益处，总要有一个合式的定

规。我们不提倡走极端的路，所以标准

不要定得过高。到底你这一个人，按照

身体的需要和环境的情形，最好是什么

时候起来才算合式，你应当在神面前好

好的考虑过，再规定一个标准，然后好

好的遵守那个时间。 

 

开始的时候，总有一点困难。往往第

一天容易，第二天容易，第三天就不容

易。头几天容易作，过几天就要觉得床

是可爱的，爬不起来，特别是在冬天。

人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养成

一个新的习惯。起初，也许因为你常常

迟起来，所以你的神经是倾向‘迟’

的；你能多早起几次，逐渐你的神经就 

 

 

 

样作，必定会从他那一天的生活里显明出

来。像慕勒那样的人，他还说，他早起有

没有在神面前吃一顿饱，能断定他一天属

灵的情形。他说他一天属灵的情形如何，

就是看他那天早起在神面前有没有吃饱。

许多人，有整天中不行，就是因为有在早

起不行。当然我们承认，如果一个人路走

得远一些，有了灵和魂完全分开的经历，

外面的人被拆毁了，他可能不容易摇动。

但这是另外一件事。初信的人，总得学习

清早起来。这一个一放松，就什么都放松

了，什么都不对了。你早晨在神面前得着

了滋养或者没有得着滋养，那一个分别是

非常大的。 

 

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曾说过，

他如果一天没有练习，他自己会觉得他不

行；如果两天没有练习，他的朋友会觉得

他不行，如果三天没有练习，听众都会觉

得他不行。练习音乐如此，早起属灵的学

习更是如此，你只要有一天早晨在神面前

没有弄好，你自己知道，有学习的人与你

一接触也会知道，因为你没有摸着那一个

属灵的源头。初信的人，从起头就得严严

的约束自己，每天清早起来，在神面前要

有这些学习。 

 

肆 清早起来的实行 

 

最后，要说一点有关实行的事。我们怎

样才能清早起来？有几件事，我们必须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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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的人，要一看见就问。你要追着他

们受你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

神面前没有学好，我们就不大容易作这

样的事。所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先学

好。 

 

可以说，清早起来是信徒习惯中的第

一个习惯。吃饭的时候要感谢神，这是

一个习惯；主日要聚会，这也是一个习

惯；清早起来，更是信徒必须有的习

惯。总要叫初信的人把习惯养成。有的

人作信徒许多年，从来没有享受过清早

起来的祝福，从来没有享受过清早起来

的恩典，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我们要得

着这个恩典，就得好好的学。如果许多

弟兄姊妹一同来学，许多人能够清早起

来，教会就能够进步。一个弟兄多得着

光，整个教会就亮。只要每一个人多得

着一点光，天天多得着一点，整个教会

就丰富了。教会贫穷，是因为从元首接

受的人太少了。如果能够作到个个都从

元首那里接受，即使个人得着的不多，

合起来也是很丰富的。 

 

我们不是盼望只有少数人在教会中

作工，我们是盼望所有的肢体能够在神

面前起来，全教会能够兴起来，得着丰

富，得着恩典。一个肢体有所得着，就

是整个身体有所得着。如果所有的弟兄

姊妹都往这条路去，那就有许多接受的

器官有神面前，我们就要越过越丰富。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清早起

来是小事。我们大家来学习清早起来，

维持清早起来，我们就有属灵的前途。 

 

 

 

 

倾向‘早’了。过些日子你即使想迟起 

来，到了时候你也睡不着。所以起头的时

候，总要勉强的起来。当你的习惯还没有

养成之前，你要求神施恩，叫你有这一个

习惯。作一次，再作一次，再多作一次，

天天都割爱割席的爬起来，结果你就能

够自然而然的清早起来。你必须养成一

个习惯，在神面前享受清晨交通的恩典。 

 

健康的人不需要超过八个钟点的睡

眠，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例外的人。不

要挂虑太早起来身体会不好，也许是你

的挂虑把它弄得不好了。许多人太爱自

己，反而把自己挂虑到不好。除非医生说

你有病，也许你需要十个钟点或十二个

钟点的睡眠。普通的人，有六个钟点到八

个钟点的睡眠尽够了。不过也不要走极

端，无论如何，要保持六个钟点到八个钟

点，不能再少。凡身体有病的人，不盼望

你清早起来。你早上醒过来，就躺在床上

读圣经也不要紧。可是，没有医生的证

明，不是真的有病的人，应当个个都清早

起来。 

 

我们盼望那些年长一点、有分量一点

的人，在神面前要维持这一件事。教会对

于懒惰的人，应该推他一把，把他震动一

下。要把初信的人带进这一个大的有福

的情形里去。一有机会，就要问他：‘你

每天几点钟起床？’过几天，就得再问

他：‘你今天几点钟起床？’这样的督

促，起码追他一年。也许一年之后，还要

追他：‘弟兄，你什么时候起床？’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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