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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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奶與蜜

的美地所豫表包羅萬有之基督的享受裏—出三 8，

林前一 2、9： 

叁 美地有小麥；小麥豫表受限制的耶穌，那成爲肉

體、被釘死並埋葬者—申八 8，約十二 24： 

肆 美地有大麥；大麥豫表復活的基督—申八 8： 

伍 美地有葡萄樹；葡萄樹豫表獻祭（犧牲）的基督，

就是將祂自己一切全獻上的基督；本於祂的犧牲，

祂產生了新酒，使神與人喜樂—申八 8，士九 13，

詩一○四 15 上： 

陸 美地有無花果樹;無花果樹表徵基督作我們供應的

甘甜與滿足-申八 8,民十三 23,士九 11： 

柒 美地有石榴樹；石榴樹豫表生命的豐滿，生命的豐

盛和美麗，以及生命豐富的彰顯—申八 8，出二八

33～34，王上七 18～20： 

捌 美地有橄欖樹；橄欖樹豫表基督是被聖靈充滿並爲

聖靈所膏的一位—申八 8，亞四 12： 

週一 3/9                                                           *禱讀 

歌羅西書 1:12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

的分； 

申命記 11:12 

12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

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歌羅西書 2:6-7 

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7 在祂裡面已經生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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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裡面行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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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32:8 

8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勸戒你，定睛

在你身上。 

 

 

哥林多前書 1:2, 9 

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召會，就是給在基督耶穌裡被

聖別，蒙召的聖徒，同著所有在各處呼求我們主耶

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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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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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那靈在基督

復活以前還沒有（第 1-6 段） 

週二 3/10 

約翰福音 12:24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以弗所書 3:1; 4:1-3 

3:1 因這緣故，我這為你們外邦人作基督耶穌囚犯的

保羅，為你們祈求- 

4:1 所以我這在主裡的囚犯勸你們，行事為人要與你

們所蒙的呼召相配， 

4:2 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裡彼此擔就， 

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約翰福音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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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4:11-13; 4 

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了，無

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

足、或飢餓、或富餘、或缺乏，在各事上，並在一

切事上，我都學得祕訣。 

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4 你們要在主裡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那靈在基督

復活以前還沒有（第 7-12 段） 

週三  3/11 

利未記 23:10 

10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進了我賜給你們的地，

收割莊稼的時候，要將初熟的莊稼一捆帶給祭司； 

 

哥林多前書 15:20 

20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已經從

死人中復活。 

約翰福音 6:9 

9 這裡有一個孩童，他有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只是

供給這麼多人，還算甚麼？ 

申命記 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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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6:48, 57 

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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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4:13 

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希伯來書 13:12-13 

12 所以耶穌為要藉自己的血聖別百姓，也就在城門

外受苦。 

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

的凌辱。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那靈在基督

復活以前還沒有（第 13-18 段） 

週四  3/12 

士師記 9:13 

13 葡萄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使神和人

喜樂的新酒，去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腓立比書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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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然而, 即使我成為奠祭，澆奠在你們信心的祭物和

供奉上, 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羅馬書 12:1, 10-13  

1 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理的

事奉。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互相爭先。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要

堅定持續， 

13 在聖徒缺乏上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尋機會。 

以弗所書 5:2 

2 也要在愛裡行事為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

了自己, 作供物和祭物獻與神，成為馨香之氣。 

馬太福音 16:25 

2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

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 

腓立比書 1:18, 21 

18 這有何妨呢？或假意，或真誠，無論怎樣，基督

究竟被宣傳開了, 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用以抹那

些與敬拜、事奉神有關之物，並膏事

奉神之人；這些物與人乃由帳幕及其

器具和事奉的祭司所預表(第 1-6 段） 

週五  3/13 

士師記 9:11 

11 無花果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結出我的甘甜和

美果，去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腓立比書 1:22-25 

22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使我的工作有果子，我就不

知道該挑選甚麼。 

23 我正困迫於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

為那是好得無比的； 

24 然而留在肉身，為你們更是需要的。 

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繼續與你們

眾人同住，使你們得到信仰上的進步和喜樂， 

26 好叫你們的誇耀，在基督耶穌裡，因我再到你們

那裡去，就在我身上得以洋溢。 

腓立比書 1:7 

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

們有我在你們心裡, 無論我在捆鎖之中，或在辯護、

證實福音的時候, 你們眾人都與我同享恩典。 

腓立比書 2:17-18 

17 然而，即使我成為奠祭, 澆奠在你們信心的祭物和

供奉上,  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18 你們也要同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雅歌 4:12-13 上 

12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

閉的泉。 

13 上  你所種的萌芽，成了石榴園，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用以抹那些

與敬拜、事奉神有關之物，並膏事奉神

之人；這些物與人乃由帳幕及其器具和

事奉的祭司所預表(第 7-12 段） 

週六  3/14 

士師記 9:9 

9 橄欖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尊重神和人

的油，去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撒迦利亞書 4:12, 14 

12 我第二次問他說，在兩個金嘴旁邊，這兩根流出

金油的橄欖枝是甚麼意思？ 

14 他說，這是兩個油的兒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

邊。 

啟示錄 11:4 

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全地之主

面前的。 

羅馬書 11:17 

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

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汁， 

約翰福音 15:4-5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

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在

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

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

不能作甚麼。 

約翰一書 2:20, 27 

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

知道。 

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

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

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

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以賽亞書 61:1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膏了我，叫我

傳好信息給困苦的人；祂差遣我去為傷心的人裹

傷，宣揚被擄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開釋；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六 

詩  歌 補充本 詩歌 253 首 

主日 3/15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6:48, 50-51, 57-58, 63 

48 我就是生命的糧。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

人喫了就不死。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

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

肉，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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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

永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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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讀: 李常受文集 1961-1962  第四册：包羅萬有的基督    

第四，五，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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