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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經綸裏，敬畏主的內在意義 

綱      要 

壹、過正確爲人生活的第一個原則是敬畏主，尊崇； 

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怕失去祂的同在，怕在 

得不着祂作我們的賞賜；我們該怕在今世失去 

的笑臉，在來世失去祂的賞賜—箴一1，7， 

弗四30，林後五9～10： 

貳、以賽亞豫言耶和華的靈—智慧的靈、聰明的靈、 

謀畧的靈、能力的靈、知識的靈、以及敬畏耶 

和華的靈—必安歇在基督身上—賽十一1～2： 

叁、敬畏神就是信靠祂—箴三5～8，26，十六1，9， 

20，33，十九21，三十5～6： 

肆、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榮祂： 

伍、對主聖別的敬畏事實上是喜樂的源頭，（詩二 

11）是生命的泉源，（箴十四27）也是生命樹， 

（十一30）將神分賜到我們裏面，好完成祂的 

經綸： 

陸、 神應許要賜給我們這些祂的子民一個心和一    

條路，好叫我們終身敬畏祂，使我們和我們以 

    後的子孫得福樂，並且賜我們敬畏祂的心，使 

我們不轉身離開祂—耶三二39～40： 

柒、 敬畏主和愛主是我們得着赦罪的兩個美妙結

果： 

捌、箴言三十一章向我們陳明敬畏主之人的兩個典 

範；一面，我們該像主一樣是君王，是君尊的 

男子，有權柄施行管理；另一面，我們該是才 

德的婦人，知道在神的家中當如何安排、經營 

、料理、並供應聖徒的需要： 

 

週一 5/17                                                        *禱讀 

箴言 1:7;15:16 

1:7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

訓誨。15:16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

寶，煩亂不安。 

以賽亞書 11:2 

2耶和華的靈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

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箴言 9:10 

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

明。 

以弗所書 4:30 

30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

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 

腓立比書 1:19-20  

19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

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20這是照著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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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5-11  (  *5, 7-8) 

*5你們裡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的：6祂本有

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珍，緊持不

放，*7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的

樣式；*8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9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

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

下的，在耶穌的名裡，萬膝都要跪拜，11萬口都要

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十章 帳幕

－耶穌基督，神而人者;帳幕和聖殿 

週二 5/18 

箴言 3:5，7 

5你要全心信靠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7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耶利米書 17:7-8 

7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 

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沿河邊紮根，炎熱來到並不懼

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罣慮，而且結

果不止。 

詩篇 37:5-6;36:9 

37:5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信靠祂，祂就必成全。

37:6祂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36:9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

們必得見光。 

 

約翰福音 4:13-14 

13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14人若

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

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提摩太前書 4:7  

7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的虛構無稽之

事，並要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十章 召會

－由基督活的肢體所構成;召會－人

性與神性 

週三  5/19 

箴言 3:9-10 

9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出產，尊榮耶和華。

10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必盈溢

新酒。 

哥林多後書 9:6-8 

6還有，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7各人要照心

裡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神喜愛

樂意施與的人。8神能使各樣的恩典向你們洋溢，

使你們在凡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樣的

善工。 

哥林多後書 6:17; 7:1 

6:17所以，“主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得

以分別，不要沾不潔之物，我就收納你們。”7:1

所以親愛的，我們既有這些應許，就當潔淨自己，

除去肉身和靈一切的玷污，敬畏神，以成全聖別。 

詩篇 86:11  

11耶和華阿，求你將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行在

你的真理中。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十章 聖

殿的總結;神建造的內在元素;神聖

的三一－基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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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5/20 

哥林多前書 4:4-5  

4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稱義，

但察驗我的乃是主。5所以在那時以前，甚麼都

不要論斷，直等主來，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也

要顯明人心的意圖，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

讚。 

哥林多後書 5:10 

10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的審判臺前顯露出

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到應

得的報應。 

羅馬書 14:10，12 

10你為甚麼審判你的弟兄？又為甚麼輕視你的弟

兄？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審判臺前， 

12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向神陳明。 

馬太福音 12:36-37 

36我還告訴你們，人所說的每句閒話，在審判的

日子，都必須供出來。37因為要憑你的話，稱你

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啟示錄 1:14-16 

14祂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

火焰，15腳好像在爐中鍛煉過明亮的銅，聲音如

同眾水的聲音。16祂右手中拿著七星，從祂口中

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中天發光。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十章 神聖

的生命－內裡的供應和滋養;神聖的

光－裡面的光和外面的榮耀;三一神

與三部分的人調和 

週五 5/21 

耶利米書 32:39-40; 31:33-34 

32:39我要賜給他們一個心和一條路，好叫他們終

身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以後的子孫得福樂。

32:40我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必不轉身離開他

們，必善待他們，並且賜他們敬畏我的心，使他

們不轉身離開我。31:33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

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1:34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

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

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因為我要

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這是耶和華

說的。 

詩篇 25:12，14; 130:4 

25:12誰是敬畏耶和華的人？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

的道路。25:14耶和華親密的指教敬畏祂的人；祂必

使他們得知祂的約。 

130:4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羅馬書 8:2;15:6 

8:2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15:6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

一的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使徒行傳 1:14 

14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

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告。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十章在復

活裡的建造;三一神完全的彰顯 

週六 5/22 

箴言 31:4，9-12 

4利慕伊勒阿，君王不可喝淡酒，絕對不可；首領也

不可說，濃酒在那裡？9你當開口按公義審判，為困

苦和窮乏人秉持公理。10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珠寶。11她丈夫心裡倚靠她，必不

缺少利益。12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無損。 

希伯來書 13:20-21 

20但願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領群羊的大

牧人我們的主耶穌，從死人中上來的，21在各樣善

事上成全你們，好實行祂的旨意；祂是在我們裡面，

藉著耶穌基督，行祂看為可喜悅的事。願榮耀歸與

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約翰福音 14:6 

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腓立比書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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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423首 

主日 5/23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哥林多前書  3:13-15 

13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指明

出來；它要在火中被揭露，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

程是那一種的。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

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15人的工程若被燒毀，

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只是這樣得救，

要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詩篇 2:11;84:5 

2:11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歡樂。

84:5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

有福。 

箴言 10:27; 14:27; 19:23 

10:27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必

被減少。14:27敬畏耶和華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

人離開死亡的網羅。19:23敬畏耶和華，使人得生

命；他必安居知足，不遭禍患。 

馬太福音 7:13-14 

13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毀壞的，那門寬，那

路闊，進去的人也多；14引到生命的，那門窄，

那路狹，找著的人也少。 

 參讀： 箴言生命讀經 第二，三篇； 

 認識並經歷神作生命 第十二篇 

 神對召會的計劃 第四篇 

報告事項： 

05/28-31 國殤節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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