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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申命記二十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豫言，基督

將是掛在木頭上的被咒詛者；在此我們有釘十字架

的基督作爲被掛在木頭上者的豫表—彼前二 24： 

貳  咒詛的起源是人的罪—創三 17 下，羅五 12： 

叁  咒詛是藉着律法完成的，因爲律法施行咒詛—

加三 10： 

肆  『基督旣爲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

法的咒詛，因爲經上記着：「凡掛在木頭上的，都

是被咒詛的」』—13 節： 

伍  基督作爲亞伯拉罕的後裔，爲我們成了咒詛，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

人，使我們藉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加

三 14： 
     

週一 4/13                                                 *禱讀 
申命記 21:22-23 
22 人若犯該死的罪，被處死了，你將他掛在木
頭上， 
23 他的屍首不可留在木頭上過夜，必要當日將
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之
地，因為被掛的人是神所咒詛的。 
使徒行傳 5:30; 10:39  
5: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
神已經叫祂復活了。 
10:39 我們就是祂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
所行一切事的見證人；他們竟把祂掛在木頭上
殺了。 
馬太福音 27:29 -32 
29 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祂頭上，又把一根葦
子放在祂右手裡，跪在祂面前戲弄祂，說，猶
太人的王！願你喜樂！ 
30 又向祂吐唾沫，拿葦子打祂的頭。 
31 戲弄完了，就脫下祂的袍子，給祂穿上自己
的衣服，把祂帶去釘十字架。 
32 他們出來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
西門，就強迫這人背耶穌的十字架。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八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章: 我們與

基督的聯合、聯結並調和（第 5-9 

段） 

週二 4/14 
羅馬書 5:17; 6:23;5:18-21; 
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
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
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遠的生命。 
5:18 如此說來，藉著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
罪，照樣，藉著一次的義行，眾人也都被稱義
得生命了。 
5:19 藉著一人的悖逆，多人構成了罪人，照
樣，藉著一人的順從，多人也要構成義的了。 
5:20 律法插進來，是叫過犯增多，只是罪在那
裡增多，恩典就更洋溢了， 
5: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
作王，叫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
命。 
加拉太書 3:10 
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在咒詛之下，因為經上
記著：“凡不常常照著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
去行的，都是被咒詛的。”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八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章: 我們與

基督的聯合、聯結並調和（第 10-14 

段） 

週三  4/15 
彼得前書 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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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
牧人和監督了。 
馬可福音 15:33-34 

33 從正午到午後三時，遍地都黑暗了。 
34 午後三時，耶穌大聲喊著：以羅伊，以羅
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繙出來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你為甚麼棄絕我？ 
以賽亞書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
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哥林多後書 5:9, 14-15, 21; 
5:9 所以我們也懷著雄心大志，無論是在家，
或是離家，都要討主的喜悅。 
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
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5: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
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 
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
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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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八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章: 我們與

基督的聯合、聯結並調和（第 15-20 

段） 

週四  4/16 
加拉太書 3:13-14,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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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應許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後裔說的。並不是
說, “和眾後裔，”像是指著許多人，乃是
說，“和你那後裔，”指著一個人，就是基
督。 
29 你們既屬於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
照著應許為後嗣了。 
以弗所書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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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
為後嗣，同為一個身體，並同為應許的分享
者； 
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著神恩典的恩
賜，這恩賜是照著祂大能的運行所賜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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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3:25 
你們是申言者的子孫，也是神與你們祖宗所立
之約的子孫，神在那約中，曾對亞伯拉罕說，
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八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章: 重生

時就被釘十字架，以及借死而活

（第 1-4 段） 

週五  4/17 
創世記 12:3 
那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歌羅西書 1:12-13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
聖徒的分； 
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
祂愛子的國裡； 
哥林多後書 3: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
由。 
約翰福音 7:37-39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
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
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
榮耀。 
腓立比書 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
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八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章: 重生

時就被釘十字架，以及借死而活

（第 5-10 段） 

週六  4/18 
加拉太書 3:1-3,5,22 下 
3: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竟迷惑了你們？ 
3:2 我只願問你們這一件，你們接受了那靈，
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 
3:3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你們既靠那靈開
始，如今還靠肉體成全麼？ 
3:5 這樣，那豐富供應你們那靈，又在你們中
間行異能的，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
仰？ 
3:22 下 ……叫那以信耶穌基督為本的應許，可
以賜給那些信的人。 
以弗所書 1:13-14 
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
福音，也在祂裡面信了，就在祂裡面受了所應
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為使神所買的
產業得贖，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哥林多前書 15:45 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加拉太書 2:20-21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
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
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21 我不廢棄神的恩；因為義若是藉著律法得
的，基督就是白白死了。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400 首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八週, 週六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二章: 重生時

就被釘十字架，以及借死而活（第 

11-14 段） 

主日  4/19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彼得前書 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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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祂沒有犯過罪，口裡也找不到詭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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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1:9-14,21-22 
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
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
性上，充分認識神的旨意， 
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悅，在
一切善工上結果子，藉著認識神而長大， 
11 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使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
聖徒的分； 
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
祂愛子的國裡； 
14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就是罪得赦免。 
21 你們從前是隔絕的，因著惡行心思裡與祂為
敵， 
22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裡，藉著死，叫
你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聖別、沒有瑕疵、
無可責備的呈獻在自己面前； 
 

參讀： 申命記生命讀經第 18 篇; 加拉太書生命讀

經第 12， 13，1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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