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神的旨意 (第 2 週)  認識並有分於神高大的旨意，就是要使萬有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6 月 22 日- 6 月 28 日 

 

綱       要 

壹、『照着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

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裏面豫先定下

的，爲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

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

的，都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

下』—弗一 9 ～ 10：  

貳、要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我

們需要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

面—在一切事上，意指在日常生活及

工作的一切大小事上—弗四 15，亞四

10：  

參、當我們在生命中長到元首裏面，我們

的功用就會從元首而出，爲着基督身體

的建造—弗四 16，西二 19： 

週一 6 / 22                                   *禱讀 
以弗所書 1:9-10  
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
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下的， 
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
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
基督裡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啟示錄 22:1-2,2:7, 21:23-2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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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
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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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

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21:24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
自己的榮耀帶進那城。 
哥林多前書 10:3-4 
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4 也都喝了一樣
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行的靈磐石，那
磐石就是基督。 
約翰福音 1:4 
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四篇： 

誇自己的軟弱 

週二 6 /23 
以西結書 37:4-5,7,10 
4 祂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申言說，
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5 主耶
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
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 
7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
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接近，
骨與骨聯絡。10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
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
為極大的軍隊。 
約翰福音 20:21-22; 17:11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
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
們受聖靈。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
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聖父阿，求你在
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裡，保守他
們，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 
以弗所書 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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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
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
基督裡面；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
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
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

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
己建造起來。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二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四篇：主耶穌

只醫絕症; 我們不能，神能 

週三  6 / 24 
以弗所書 4:15   
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
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約翰福音 14:6 
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提摩太前書 3:15 
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
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 
以弗所書 3:8,9-11,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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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
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
綸，向眾人照明，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
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
的智慧，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
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18 使你們滿有力
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
高、深，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
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哥林多前書 12:12 
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
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
基督也是這樣。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二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五篇： 

如何進入得勝的生命; 降服—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週四  6 / 25  
歌羅西書 2:19 
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 
，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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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長而長大。 
以弗所書 5:23; 1:22; 4:12-13.15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召
會的頭；祂自己乃是身體的救主。1:22 將
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
有的頭；4:12 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
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4:13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
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
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4:15 惟在愛
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
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約翰福音 1:4 
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二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五篇：我不能 

週五  6 /26 
以弗所書 3:4-5; 5:18; 2:22; 3:16; 4:23 
3:4 你們念了，就能藉此明瞭我對基督的奧
祕所有的領悟，3:5 這奧祕在別的世代中，
未曾給人們的子孫知道，像如今在靈裡啟
示祂的聖使徒和申言者一樣；5:18 不要醉
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滿，
2: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
靈裡的居所。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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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
得以更新， 
提摩太前書 4:8 
8 因為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
事都有益處，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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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5:13-14 
13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
經驗的，因為他是嬰孩；14 只有長成的
人，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
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五篇： 
不打算能 

週六  6 / 27   
以弗所書 4:16;,5:25; 6:24; 3:17; 5:2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
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
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
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
起來。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6:24 
願恩典與一切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人同在。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
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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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8:1 
1 關於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
識。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建造
人。 
約翰壹書 4:8,16 
8 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就是
愛。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
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
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二週,週六 
詩 歌 大本 詩歌 607首 

主日  6 / 28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哥林多前書 12:31-13:1-8,13 
12:31 但你們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賜。我還
要把極超越的路指示你們。13:1 我若能說
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
的鑼、響的鈸。13:2 我若有申言的恩賜，
也明白一切的奧祕，和一切的知識，並有
全備的信，以致能彀移山，卻沒有愛，我
就算不得甚麼。13:3 我若將我一切所有的
變賣為食物分給人喫，又捨己身叫我可以
誇口，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13:4 愛
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
是不自誇，不張狂，13:5 不作不合宜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
算人的惡，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
理同歡樂；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耐。13:8 愛是永不敗落；
但申言終必歸於無用，方言終必停止，知
識也終必歸於無用。13:13 如今常存的，
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參   讀 :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 8-10篇 ; 
召會作基督身體的異象、實行與建造，第 

二至四章 ; 活力排，第八篇 
 

報告事項： 
※ 6/26 華語福音聚會 
請弟兄姐妹聖別時間報名參加 
  (Zoom 線上訓練) 
※ 7/03-12 夏季訓練   
※ 7/09-19 北美大專院校訓練 
※ 7/27-31 暑期真理學校青少年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及 www.church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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