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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難測，祂的道路何其難尋！
祕，就是基督；
壹 箴言強調我們藉着接觸神,從神所得的智慧—一
16:25 神能照我的福音，就是關於耶穌基督的傳揚， 3 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裡面。
2,二 10,四 5,九 10,十一 2 下,十四 33 上:
照歷世以來密而不宣之奧祕的啟示，堅固你們；
路加福音 2:40,52
貳 羅馬十一章三十三節上半說到神的智慧:『深哉, 16:27 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與這位獨一、智慧的 40 那孩子漸漸長大，剛強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
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的恩在祂身上。
參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林前一 24:
以弗所書 3:9,11
52 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並在神與人面前所顯明的恩
肆 作爲信徒,我們是在基督裏,並且基督成了從神給 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 典上，都不斷增長。
我們的智慧—林前一 30:
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馬太福音 11:19
伍 藉着召會,就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得知神 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
19 人子來了，也喫也喝，人又說，看哪，一個貪食
萬般的智慧—弗三 10:
定旨；
好酒的人，一個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從她的行
陸 新耶路撒冷作爲召會的終極完成,充滿了智慧—啓 哥林多前書 2:6-7,10
為得稱為義。
6 然而在長成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代 哥林多前書 2:6-7
一 11,二一 2,9 ~ 11,二二 16:
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代有權有位正被廢掉之人的智慧。6 然而在長成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代
週一 4/26
*禱讀
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中的智慧，就 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代有權有位正被廢掉之人的智慧。
箴言 9:10; 3:19; 8:30
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中的智慧，就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是神在萬世以前，為使我們得榮耀所豫定的；
10 但神藉著那靈向我們啟示了，因為那靈參透萬事，是神在萬世以前，為使我們得榮耀所豫定的；
3:19 耶和華以智慧立大地，以聰明定諸天；
雅各書 1:5
8:30 那時我在祂旁邊為工師，日日為祂所喜愛，常常 甚至神的深奧也參透了。
歌羅西書
1:27-28;
3:16
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就當求那厚賜眾人，也
在祂面前歡躍，
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 不斥責人的神，就必有賜給他的。
哥林多前書 1:23-24,30
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23 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為絆腳
1: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各
第八週,週三
石，對外邦人為愚拙；
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八章在新約
24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基
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
裡神的建造;神的帳幕; 所有燈台的
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集大成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
心被恩感歌頌神；
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週四 4/29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歌羅西書 1:16-17
哥林多前書 1:30
第八週,週二
16 因為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
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八章聖經
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的兩端彼此呼應; 在出埃及記裡神的
掌權的，都是在祂裡面造的；萬有都是藉著祂並為著
羅馬書 8:23; 5:18; 6:19,22; 11:36; 12:2
建造
祂造的；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那靈作初熟果子的，也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
週三 4/28
是自己裡面嘆息，熱切等待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
箴言 8:12
身體得贖。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12 我智慧與靈明同居，又尋得知識和謀略。
5:18 如此說來，藉著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
第八週,週一
哥林多前書
1:24
樣，藉著一次的義行，眾人也都被稱義得生命了。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八章 金、
24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基
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著人的常情說，你們
寶石、珍珠; 神聖的建造帶著變化過
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
的人性
歌羅西書 2:2-3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
週二 4/27
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裡結合一起，以致豐豐 6:22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
羅馬書 11:33; 16:25,27
11:33 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 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能以完全認識神的奧 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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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藉著祂、並歸於祂；願 督的神與父。
31 所以，弟兄們，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
榮耀歸與祂，直到永遠。阿們。
啟示錄 12:10
婦人的兒女了。
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
第八週, 週六
約翰福音 1:14
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 詩
歌 大本詩歌 20 首
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
去了。
主日 5/2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啟示錄 1:11; 4:11; 21:9-11;22:16
來獨生子的榮耀。
第八週, 週五
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
腓立比書 3:21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八章沒有
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推雅推喇、給撒狄、
21 祂要按著祂那甚至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動力，將
殿~~神和羔羊的寶座;
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使之同形於祂榮耀的身
你是配得榮耀、尊貴、能力的，因為你創造了萬有，
體。
週六 5/1
並且萬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並被創造的。21:9 拿著七
彼得前書 1:18
希伯來書 11:10
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
18 知道你們得贖，脫離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設計者並建築者
說，你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不是用能壞的金銀等物，
乃是神。
21:10 我在靈裡，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啟示錄 21:2
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給我看。21:11 城
第八週,週四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豫備 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八章 城
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明如水晶；22: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召會將
與街~~ 城的長、寬、高;
希伯來書 11:13,16; 12:22; 13:14
這些事向你們作見證。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
週五 4/30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 我是明亮的晨星。
以弗所書 3:10
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地上 哥林多後書 13:14
3: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 是客旅，是寄居的。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
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11: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屬天的家鄉；所以神
們眾人同在。
以弗所書 6:12; 3:8-9; 4:3-6
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豫備 約翰福音 9:3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
了一座城。
3 耶穌回答說，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
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
12:22 但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來到活神的城，屬天 罪，乃是要在他身上顯明神的作為。
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的耶路撒冷，來到千萬天使整體的聚集，
以弗所書 1:11
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 13:14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要來 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
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的城。
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裡面成了所
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 啟示錄 3:12; 21:3
選定的基業，
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 歌羅西書 1:9
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
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 （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認
盼望中蒙召的；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識神的旨意，
4:5 一主，一信，一浸；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
4: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百姓，神 參讀：
箴言生命讀經 第一,二篇；
召會的三方面之ー-- 召會的意義 第三篇 ;
也在眾人之內的。
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羅馬書 15:6
加拉太書 4:26,31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 第三十一篇；
6 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 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們的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