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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申命記是律法書總結的話，是摩西所寫聖經頭五

卷書（摩西五經）包羅一切的結語： 

貳  兩代的以色列人不僅該由字面來解釋，也該按豫

表來解釋；第一代豫表我們的舊人，第二代豫

表我們的新人： 

叁  在羅馬十章六至九節，保羅將摩西在申命記三十

章十一至十四節所說的話應用於基督，指明誡

命，就是神的話（11、14），乃是作爲話的基督

（約一 1，啓十九 13）；祂是神口裏所呼出的氣

（參申八 3，提後三 16 上），就在我們口裏，

也在我們心裏： 

肆  我們若將律法的每一部分—所有的誡命、典章、

律例、訓辭和判語—當作我們所愛之神呼出的

話，我們就會有律法作神活的話；那靈是神一

切所是的實際（約十六 13，約壹五 6）；因此，

基督作爲那靈，乃是律法的實際（約六 63，弗

六 17～18，林前十五 45 下，詩一一九 9 與註

1）： 

伍  申命記二十七章一至八節所描繪美地入口的景象，

包括石頭立的碑、祭壇和供物；這一切項目都

豫表基督： 

週一 2/24                                                        *禱讀 

希伯來書 3:12；4:2 

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

存著不信的惡心，將活神離棄了。4:2 因為有福音

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話與他

們無益，因為這話在聽見的人裡面，沒有與信心調

和。 

詩篇 106:25 

25 反倒在自己帳棚內發怨言，不聽耶和華的聲音。 

約翰壹書 4:4 

4 孩子們，你們是出於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

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哥林多後書 4:13 

13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說話；”我們

既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所以也就說話， 

腓立比書 2:14-15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15 使你們無

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作神無

瑕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裡， 

哥林多前書 10:10-11 

10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些人發的，就被滅

命的所滅。11 這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都是鑑戒，

並且寫在經上，正是為警戒我們這生在諸世代終局

的人。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 

第七章 基督包羅萬有的復活 

週二 2/25 

哥林多後書 4:16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

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羅馬書 12:2 

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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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15-16 

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

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

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

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

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哥林多前書 3:6-9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7 可

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

那叫他生長的神。8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

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勞苦，得自己的賞賜。9 因為我們

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七章 復活征服

死;基督在死以前,不僅是生命,也是復

活;基督有權柄自己將命捨去,也有權

柄再取回來 

週三  2/26 

申命記 30:11-14 

11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誡命，對你不是難行的，離

你也不遠；12 不是在天上，使你說，誰要替我們升

到天上取下來給我們，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13

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說，誰要替我們過海，取了來

給我們，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14 這話卻離你甚

近，就在你口裡，也在你心裡，使你可以遵行。 

羅馬書 10:6-9,12-13 

6 但那本於信的義如此說，“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

到天上？”就是要領下基督來，7 或說，“誰要下到

無底坑？”就是要領基督從死人中上來。8 這義到底

怎麼說？它說，“這話與你相近，就在你口裡，也

在你心裡。”這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話，9 就是你若

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就

必得救；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

人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13

因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七章 就這一面

說,基督的復活是祂自己從死人中復

活;但就著祂是被不法之人所殺這一面

說,祂的復活乃是神叫祂復活;基督去

向墮落的天使宣告神藉著基督在十字

架上的死所成功的得勝 

週四  2/27 

申命記 6:1-2,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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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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的地上遵行；6:2

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孫孫，一生的日子敬畏耶和華你

的神，謹守祂的一切律例和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

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6:5 你要全心、全魂、全

力，愛耶和華你的神。6:6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些話，

要放在心上；6:7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

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6:8 你

也要將這些話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頭帶；

6: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8:3

祂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

哪賜給你喫，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提摩太後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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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4:4 

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七章 基督藉著

祂復活的大能,征服了死,並從死裏出

來,使祂不再死;基督的信徒在基督的

復活裏與祂一同復活;在這樣的復活

裏,有三件奇妙的事發生;基督這末後

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週五  2/28 

詩篇 119:9,57-59,88 

9 少年人用甚麼使他的行徑純潔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57 耶和華是我的業分；我曾說，我要遵守你的言語。

58 我全心求過你的恩；願你照你的話恩待我。59 我

籌算自己的道路，就轉步歸向你的法度。88 求你照

你的慈愛將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約翰福音 6:63;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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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只等實際的靈來

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因為祂不是從

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要

來的事宣示與你們。 

以弗所書 6:17-18 

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

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禱告，

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約翰壹書 5:6 

6 這藉著水與血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憑著水，

乃是憑著水，又憑著血；並且作見證的就是那靈，

因為那靈就是實際。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七章 在人性裏的

基督,在祂的復活裏由神生為神的長子;

所有基督的信徒,藉著基督的復活由父

神所重生 

週六  2/29 

申命記 27:6-8,15 

6 要用沒有鑿過的石頭築耶和華你神的壇，然後在壇

上將燔祭獻給耶和華你的神。7 又要獻平安祭，且在

那裡喫，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歡樂。8 你要將這律法

的一切話清清楚楚的寫在石頭上。15 有人製造耶和

華所憎惡的雕像或鑄像，就是工匠的手所作的，在

暗中設立，那人必受咒詛。百姓都要答應說，阿們。 

詩篇 43:4-5 

4 我就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神阿，我

的神，我要彈琴讚美你。5 我的魂哪，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讚美祂，

祂是我臉上的救恩，是我的神。 

加拉太書 3:13-14 

13 基督既為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

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被

咒詛的，”14 為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裡可

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著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

那靈。 

以弗所書 1:3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

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彼得前書 3:18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你們到神面前；在肉體裡祂被治死，在靈裡

祂卻活著；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589 首 

主日 3/1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詩篇 19:7-8 

7 耶和華的律法完全，能甦醒人的魂；耶和華的法度

可靠，能使愚蒙人有智慧；8 耶和華的訓辭正直，能

快活人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明，能明亮人眼； 

詩篇 119:2,28,49,103,135,172 

2 遵守祂的法度，全心尋求祂的，這樣的人是有福的。

28 我的心因愁苦而融化；求你照你的話使我堅立。

49 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說的話，你曾使我在這話中

有盼望。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

比蜜更甜！135 求你用臉光照僕人，又將你的律例教

訓我。172 願我的舌頭歌唱你的話，因你一切的誡命

盡是公義。 

羅馬書 8:4 

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

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腓立比書 1:21 

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參   讀 生命讀經:  申命記第 1-3，5-7，9 篇 

報告事項： 

※ 2/29 姊妹相調特會於一會所(8 點早餐,聚會

9:00-5:30),請姊妹們踴躍參與並請代禱  

※ 3/13-15 東北地區西語聖徒特會(KPCC)  

※ 3/20-21 青年在職相調特會(KPCC)請代禱 

※ 3/27-29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請代禱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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