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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聖經啓示神的行政—祂對整個宇宙神聖的行

政管理—賽九 6～7，啓四 2，五 6，申一 8

～18： 

貳   申命記這卷書說到神的行政管理—申十六 18

～20，十七 8～20，十九 15～21，二一 1

～9、18～23，二二 13～30，二四 1～4、7、

16，二五 1～3、5～16： 

叁   神的行政乃是公義、聖別、信實、施愛之神

的行政管理： 

週一 3/2                                                        *禱讀 

以賽亞書 9:6 

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

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名稱為奇妙的策士、全

能的神、永遠的父、和平的君。 

彼得前書 1:17,2; 5:10 

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的為

父，就當在你們寄居的時日中，憑著敬畏行事為

人；1:2 就是照著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那靈得

聖別，以致順從耶穌基督，並蒙祂血所灑的人：

願恩典與平安，繁增的歸與你們。5:10 但那全般

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裡召你們進入祂

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

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彼得後書 3:13-18 

13 但我們照祂的應許，期待新天新地，有義居住

在其中。14 所以，親愛的，你們既期待這些事，

就當殷勤，得在平安中給主看為無斑點、無瑕疵

的；15 並且要以我們主的恆忍為得救的機會，就

像我們所親愛的弟兄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

也寫了信給你們；16 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

這些事；信中有些是難以明白的，那無學識不堅

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餘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毀

壞。17 所以，親愛的，你們既然豫先知道了，就

當防備，免得被不法之人的錯謬帶走，就從自己

堅固的地步上墜落。18 你們卻要在我們的主和救

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大。願榮耀歸與祂，

從現今直到永遠之日。阿們。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 

第七章 賜生命的靈，就是復活、是

靈的基督，乃是基督復活的實際；

基督的復活是經過複合、包羅萬有

之靈（如複合的膏油）的一種元素 

週二 3/3 

彼得前書 2:21-23; 4:17-19 

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2:22

祂沒有犯過罪，口裡也找不到詭詐；2:23 祂被罵

不還口，受苦不說威嚇的話，只將一切交給那按

公義審判的。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

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

人，將有何等的結局？4:18 若是義人得救尚且如

此艱難，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

4: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也要在善行上，

將他們的魂交與那信實的創造主。 

彼得後書 1:3 

3 神的神能，藉著我們充分認識那用祂自己的榮耀

和美德呼召我們的，已將一切關於生命和敬虔的

事賜給我們。 

約翰福音 6:38 

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

乃是要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彼得前書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七章 複合的靈

乃是基督復活的實際，藉著神聖膏

抹的分賜，將基督的復活應用於基

督的肢體；基督的信徒藉著經歷基

督復活的大能而認識基督 

週三  3/4 

彼得前書 5:6-8 

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

時候，可以叫你們升高。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

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8 務要謹守、儆醒。你們

的對頭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

可吞喫的人； 

希伯來書 12:6 

6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

子。” 

哥林多後書 3:12-15 

12 所以，我們既有這樣的盼望，就大大放膽，13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為要叫以色列子孫，

不能定睛看到那漸漸廢去者的結局。14 但他們的

心思剛硬，因為直到今日他們誦讀舊約的時候，

同樣的帕子還存留著，他們還未得啟示這帕子在

基督裡已經廢去了。15 是的，直到今日，每逢誦

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留在他們心上；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 那靈的複

合（第 1-4 段） 

週四  3/5 

彼得前書 2:24 

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

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

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約翰壹書 2:29 

29 你們若曉得祂是義的，就當知道凡行義的人也

都是從祂生的。 

詩篇 89:14 

14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真實，

行在你面前。 

馬太福音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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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

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諸天的國。 

羅馬書 6:8,10-11 

8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就信也必與祂同活，10 因

為祂死，是一次永遠的向罪死了；祂活，是向神

活著。11 這樣，你們在基督耶穌裡，向罪也當算

自己是死的，向神卻當算自己是活的。 

提摩太後書 2:11 

11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

同活；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 那靈的複

合（第 5-10 段） 

週五  3/6 

希伯來書 12:9-10 

9 再者，我們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

重他們，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服從祂而

得活著麼？10 肉身的父是在短暫的日子裡，照自

己以為好的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

是為了我們的益處，使我們有分於祂的聖別。 

申命記 9:3; 7:9 

9:3 你今日當知道，耶和華你的神是烈火，在你前

面過去，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好

使你照耶和華所說的，趕出他們，將他們速速消

滅。 

7: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是神，是信實的

神，向愛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並施慈愛，直到

千代； 

彼得前書 1:15-16 

15 卻要照著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為人

上，也成為聖的； 

16 因為經上記著：“你們要聖別，因為我是聖別

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24 

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

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

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24 那召你

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 

約翰壹書 1:9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 在舊約裏

那靈的神聖名稱；聖靈關係到神新約

經綸的引進，與施浸者約翰和主耶穌

之成孕有關 

週六  3/7 

申命記 7:7 

7 耶和華鍾情於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多於

別民，原來你們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耶利米書 31:3 

3 耶和華從遠方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了

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了你。 

哥林多前書 1:7-8 

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一無所缺，熱切等待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顯現；8 祂也必堅固你們到底，使你們在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指責。 

約翰壹書 4:8-10 

8 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9 神

差祂的獨生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並活

著，在此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10 不是我們愛

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

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愛了。 

以弗所書 2:4 

4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羅馬書 8:38-39 

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

權的，是現今的事，是要來的事，是有能的，39

是高，是深，或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六 

詩  歌 大本 詩歌 77 首 

主日 3/8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彼得前書 1:3-9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曾照自

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

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

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基業，5

就是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著所豫備，

在末後的時期要顯現的救恩。6 在那時期你們要歡騰，

儘管目前在諸般的試煉中，或許必須暫時憂愁，7 叫

你們信心所受的試驗，比那經過火的試驗仍會毀壞

之金子的試驗，更為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

時候，顯為可得稱讚、榮耀和尊貴的；8 你們雖然沒

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入

祂而歡騰，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9 得著你

們信心的結果，就是魂的救恩。 

參   讀 生命讀經:  申命記第 2，4，23 篇 

彼得前書第 1，21 篇 

彼得後書第 1，13 篇 

報告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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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