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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作美地—我們所分得的分 

綱 要 

壹 基督作居首位和包羅萬有者，乃是眾聖徒

所分得的分—西一 12： 

貳 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將神所揀選的人帶進

對流奶與蜜的美地所豫表包羅萬有、延展無

限之基督的享受裏—出三 8，參林前一 9： 

叁 我們旣在那作我們活的土地之基督裏面已

經生根，就能在祂裏面行事爲人，並且吸收

祂作我們豐富的土壤，使我們能憑著從這土

壤所吸收的元素而長大—西二 6～7，參林前

三 6、9，西二 19： 

週一 1/20                                                     *禱讀 

歌羅西書 1: 12;2:6-7 

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

聖徒的分； 

2:6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著你們

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著感謝，

就要在祂裏面行事為人。 

申命記 8:7-10 

7 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

有源，從谷中和山上流出水來； 

8 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

那地有出油的橄欖樹，有蜜。 

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

是鐵，山內可以挖銅。10 你喫得飽足，就要頌讚

耶和華你的神，因祂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以弗所書 2:22 

22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裏的居

所。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

限的基督 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4 章：在罪

人重生前，悔改相信基督的過程

中，聖別他們; 一直將生命賜給

信的人 

週二 1/21 

出埃及記 3:8 

8 我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從那

地出來，上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

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的地方。 

歌羅西書 1: 12 

(見週一) 

約翰福音 1:4 

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翰福音 8:12 

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

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翰一書 1:5 

5 神就是光，在祂裏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祂

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詩篇 119:105 

105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使徒行傳 26:18 

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

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我，

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彼得前書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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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

的基督 第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4 章：使悔

改並相信的罪人重生; 在信徒重

生後的聖別; 更新信徒 

週三  1/22 

約翰福音 6:57,63,68-69 

57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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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西門彼得回答祂說，主阿，你有永遠生命的話，

我們還歸從誰？ 

69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彼得前書 2: 2-3 

2 像纔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

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3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詩篇 119:103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

甜！ 

以西結書 3:3-4 

3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

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了，口中覺得其甜如

蜜。 

4 祂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

們講說我的話。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

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

為你名下的人。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的

基督 第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4 章：變化信

徒; 印塗信徒; 在信徒裡面作質 

週四  1/23 

歌羅西書 2:2,6-7,9-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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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見週一) 

7(見週一) 

9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 

裏面， 

10 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滿。祂是一切執政掌權者

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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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不可讓人憑故意卑微，並敬拜天使，所作反對

你們的判斷，騙取你們的獎賞；這等人留戀於所

見過的，隨著自己肉體的心思，徒然自高自大，

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

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以弗所書 3:8,17,19 

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

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

人，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

裡生根立基， 

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的

基督 第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4 章：住在信

徒裡面; 引導信徒; 作見證 

週五  1/24 

歌羅西書 2:11-14 

11 你們在祂裏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

在基督的割禮裏，脫去了肉體的身體， 

12 在受浸中與祂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藉著那

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之神所運行的信心，與祂一同

復活。 

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叫你們一同與基督活

過來； 

14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

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約翰福音 12:24-25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

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25 愛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喪失魂生命；在這世上

恨惡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歸入永遠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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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

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

而且結果不止。 

以賽亞書 37:31 

31 猶大家所逃脫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

果。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

的基督 第二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4 章：是基

督的實際; 安慰眾召會; 為著神的

國，作信徒裡面的喜樂 

週六  1/25 

歌羅西書 2:7,15 

7(見週一) 

15 既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

眾，仗著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約翰福音 15:4-5 

4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

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

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

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馬可福音 1:35 

35 清早，天還黑，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

那裏禱告。 

歌羅西書 4:2 

2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警醒感恩， 

馬太福音 14:22-23 

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在祂以先到對岸去，等

祂解散羣眾。 

23 既解散了羣眾，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

上，只有祂單獨在那裏。 

詩篇 36:7-9 

7 神阿，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你翅膀

的蔭下。 

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

喝你樂河的水。 

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

們必得見光。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

限的基督 第二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477 首 

主日 1/26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哥林多前書 1:9 

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馬太福音 26:26-28 

26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就擘開，

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 

27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

這個， 

28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哥林多前書 10:16-17 

16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

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基督身體的交通麼？ 

17 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體，因

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 

申命記 26:9 

9 將我們領進這地方，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

約翰福音 1:29;12:24 

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

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參讀生命讀經:   歌羅西書第 6-7.21,47,53篇；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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