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     避免那與我們所保守的一相對的分裂， 並拒絕那與我們爲其爭辯之信仰相對的背道          4 月 27 日- 5 月 3 日 

 

綱  要 
壹  按照摩西在申命記十二、十三章的話，我們必

須避免分裂並拒絕背道： 

貳  分裂是無所不包的；它包含了各種消極的事物，

就如撒但、罪惡、世界、肉體、己、舊人，以及壞

脾氣—羅十六 17～18，多三 10： 

叁    真正的一乃是包含着一切積極事物之包羅萬有、

廣被的一—詩二三 6，三六 8～9，四三 3～4，八

四 1～8，10～12，九二 10，一三三 1、3 下： 

肆    我們必須竭力使自己從任何異端（背道）和異

端者（背道者）分別出來： 

伍    猶大勸我們要竭力為信仰爭辯—猶 1-3 

 
週一 4/27                                                   *禱讀 
申命記 13:3-4  
3 你也不可聽那申言者或是那作夢之人的話；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在試驗你們，要知道你們
是不是全心、全魂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4 你們要跟從耶和華你們的神，敬畏祂，謹守
祂的誡命，聽從祂的話，事奉祂，緊聯於祂。 
以弗所書 4:3-4,14 
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
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
為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的欺
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 
詩篇 133:1-3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
美！ 
2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
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
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羅馬書 16:17  
弟兄們，那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你們
所學之教訓的人，我懇求你們要留意，並要避
開他們。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三章：把我

們的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十
字架，以對付我們罪的身體（第 1-3
段） 

週二 4/28 
以弗所書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
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的欺騙
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 
提摩太前書 1:3-4 
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
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
事， 
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
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綸並
無助益。 
馬太福音 16:23-24 
23 祂卻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面去
吧！你是絆跌我的，因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
思念人的事。 
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 
提摩太後書 1:13 
你從我聽的那健康話語的規範，要用基督耶穌
裡的信和愛持守著。 
提多書 1:9;2:1,8 
1.9 堅守那按照使徒教訓可信靠的話，好能用
健康的教訓勸勉人，又能使那些反對的人知罪
自責。 
2:1 至於你，要講那合乎健康教訓的話。 
2:8 要用無可挑剔的健康言語，使那反對的人
既沒有壞事可說到我們，便自覺羞愧。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三章：把我

們的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十
字架，以對付我們罪的身體（第 4-6
段） 

 

 

週三  4/29 
哥林多前書 4:17;11:16 
4:17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
主裡是我所親愛、忠信的孩子；他必提醒你們，
我在基督耶穌裡怎樣行事，正如我在各處各召
會中所教導的。 
11:16 若有人想要強辯，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
矩，神的眾召會也沒有。 
以弗所書 4:3-6 
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
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5 一主，一信，一浸； 
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
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約翰福音 17:21-23 
21 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
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
你差了我來。 
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
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被成全
成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來，並且知道
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四章：在基督

的釘十字架下生活行動（三）；在基
督之死的殺死下，使他的生命顯明在
我們的身體上，以更新我們裡面的人 

週四  4/30 
歌羅西書 1:18; 3:10-11 
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
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3: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
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
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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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12:2,5; 16:15-17; 
12:2 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事奉他們神的各地
方，無論是在高山上，在小山上，在各青翠樹
下，都徹底毀壞； 
12: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所選
擇出來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
們當尋求的，你們要往那裡去， 
16:15 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你當向耶和華
你的神守節七日；因為耶和華你神在你一切的
出產上，和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要賜福與你，
你就十分歡樂。 
16: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
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
方朝見祂。他們不可空手朝見耶和華； 
16:17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
賜的福，奉獻禮物。 
羅馬書 15:5-6 
5 但願那賜忍耐與鼓勵的神，叫你們照著基督
耶穌，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6 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榮耀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四章：在復
合之靈里基督的死；基督之死藉著
環境的殺死（第 1-3 段） 

週五  5/1 
哥林多前書 1:30;2:1-2,4-5;14:24-25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
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2:1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照
著高超的言論或智慧，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 
2: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
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 
2:4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動聽的言
語，乃是用那靈和能力的明證， 
2:5 叫你們的信不在於人的智慧，乃在於神的
能力。 
14:24 但若眾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
方言的人進來，他就被眾人勸服，被眾人審明
了； 

14:25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
敬拜神，宣告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歌羅西書 1:20;2:11 
1:20 並且既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
平，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或是
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2:11 你們在祂裡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禮，
乃是在基督的割禮裡，脫去了肉體的身體， 
約翰福音 4:2  
凡靈承認耶穌基督是在肉體裡來的，就是出於
神的；在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四章：基督
之死藉著環境的殺死（第 4-9 段） 

週六  5/2 

猶大書 1-3,20-21; 
1 耶穌基督的奴僕，雅各的兄弟猶大，寫信給
那蒙召，在父神裡蒙愛，並蒙耶穌基督保守的
人：2 願憐憫、平安與愛，繁增的歸與你們。3
親愛的，我盡心竭力要寫信給你們，論到我們
共享之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
為那一次永遠交付聖徒的信仰竭力爭辯。20 親
愛的，你們卻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
聖靈裡禱告，21 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等候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以至於永遠的生命。 
使徒行傳 6:7  
神的話擴長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大為
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順從了這信仰。 
提摩太前書 3:9; 6:10-12 
3:9 用清潔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奧祕。 
6:10 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
受迷惑，離棄了信仰，用許多苦痛把自己刺透
了。 
6:11 但你這屬神的人阿，要逃避這些事，竭力
追求公義、敬虔、信、愛、忍耐、溫柔。 
6:12 你要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遠的生
命；你已蒙召進入這永遠的生命，也在許多見
證人面前，作了美好的承認。 
 
 

提摩太後書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
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779 首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四章：基督

之死藉著環境的殺死（第 10-16
段） 

主日  5/3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4:21, 23-24; 
21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那時
你們敬拜父，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在靈和真實裡敬拜祂，因為父尋找這樣敬拜
祂的人。 
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裡敬拜。 
使徒行傳 1:13-14;2:46-47;4:24 
1:13 他們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在
那裡有彼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
馬、巴多羅買、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熱
烈派的西門和雅各的兄弟猶大。 
1: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
亞，並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
禱告。2: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
在殿裡，並且挨家挨戶擘餅，存著歡躍單純的
心用飯，2:47 讚美神，在眾民面前有恩典。主
將得救的人，天天和他們加在一起。4:24 他們
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宰阿，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提摩太前書 1:19 
持守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這些，就在
信仰上猶如船破， 
提多書 1:13 
這個見證是真的；為這緣故，你要嚴厲的責備
他們，使他們在信仰上健康， 

參讀： 申命記生命讀經第 12-13 篇; 一的真正立場 
第 1，3，9 章; 猶大書生命讀經第 1-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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