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在神行政之下的生活與祝福                             5 月 11 日- 5 月 17 日 

 

綱  要 
壹  以色列人要在美地上日子得以長久，就需要活

在神的行政之下，行神藉著摩西所吩咐他們的一

切—申三十 15 - 20 ，三 23 - 28 ，四 1 - 24 。 

貳  摩西將生命與死亡陳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吩咐

他們要揀選生命—三十 15 ， 19 - 20 : 

叁    摩西將祝福與咒詛陳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申三

十 19 : 

 
週一 5/11                                                     *禱讀 
申命記 30:15-16 
15 看哪，我今日將生命與福樂，死亡與禍患，陳
明在你面前。 
16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愛耶和華你的神，行祂的道路，謹守祂的
誡命、律例和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
和華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
你。 
詩篇 36:9 
9 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
們必得見光。 
約翰福音 5:26 
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裡面有生命，就賜給子也照
樣在自己裡面有生命； 
約翰壹書 5:11-12 
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
是在祂兒子裡面。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 
羅馬書 8:2, 10-11 
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
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
靈卻因義是生命。 
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
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
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啟示錄 22:1 
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 
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五章：在基

督的釘十字架下生活行動（四）；
藉著基督復活的大能，在同祂受苦
的交通裡，模成祂的死（第 28-32
段） 

週二 5/12 
申命記 30:19-20 
19 我今日呼喚天地向你們作證；我將生命與死
亡，祝福與咒詛，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
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20 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祂的話，緊聯於祂，
因為祂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祂。這
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要賜給他們的地上居住。 
創世記 2:9, 16-17(只讀) 
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
眼目，也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命樹，還有善惡
知識樹。 
16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喫， 
17 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
喫的日子必定死。 
啟示錄 2:7 
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約翰福音 6:35, 57 
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
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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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 17:5 
5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以血肉為膀臂，心轉離
耶和華的，那人當受咒詛。 
約翰福音 10:10; 15:5 
10:10 賊來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
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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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五章：藉著
基督復活的大能，在同祂受苦的交
通裡，模成祂的死（第 33-36 段） 

週三  5/13 
馬太福音 16:18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啟示錄 1:18 
18 又是那活著的；我曾死過，看哪，現在又活
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
匙。 
使徒行傳 2:24 
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為祂不
能被死拘禁。 
提摩太後書 1:10 
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顯明
出來。祂已經把死廢掉，藉著福音將生命和不朽壞
照耀出來； 
希伯來書 2:14-15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
肉之體，為要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
鬼， 
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 
哥林多前書 15:52-54 
52 就是在一剎那，眨眼之間，末次號筒的時候；
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
要改變。 
53 因這必朽壞的，必要穿上不朽壞；這必死的，
必要穿上不死。 
54 幾時這必朽壞的穿上不朽壞，這必死的穿上不
死，經上所記“死被吞滅而致成得勝”的話，就應
驗了。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六章：模成基

督的死 

週四  5/14 
申命記 30:19 
19 我今日呼喚天地向你們作證；我將生命與死
亡，祝福與咒詛，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
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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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26-28 
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
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27 神就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著神的形
像創造他；創造他們有男有女。 
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
遍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
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馬太福音 6:10 
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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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1:15 
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
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
遠遠。 
約翰福音 4:14 
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
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六章：信徒
的舊人和新人; 我們的舊人（外面
的人）在銷毀，我們的新人（裡面
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週五  5/15 
以弗所書 1:3-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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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裡面，藉著祂的血，照著神恩典
的豐富，得蒙救贖，就是過犯得以赦免， 

8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我們洋
溢的， 
以弗所書 3:16-17 
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
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
裡生根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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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
你們眾人同在。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六章：藉著
我們靠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 帶著
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得以
顯明 

週六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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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34:26 
26 我必使他們與我山的四圍成為福源，我也必叫
雨按時落下；那必是賜福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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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書 10:1 
1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
祂必給人降下沛雨，使各人的田地生長菜蔬。 
啟示錄 3:12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
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
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
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歌羅西書 1:27-28 
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
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
望； 
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
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六 
詩  歌 中文補充本 詩歌 333 首, 410 首 

主日  5/1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馬太福音 5:3-12 
3 靈裡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9 製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
子。 
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
的。 
11 人若因我的緣故，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
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12 應當喜樂歡騰，因為你們在諸天之上的賞賜是
大的；原來在你們以前的申言者，人也是這樣逼迫
他們。 
馬太福音 24:45-46 
45 這樣，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為主人所
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46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奴僕就有福了。 

參讀： 申命記生命讀經第 3, 9, 24, 27 篇; 創世記生
命讀經第 9 篇;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2 篇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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