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神的旨意 第五篇 要我們成爲聖別             主後 2020年 7月 27日-8月 2日 

綱       要 

壹 神的旨意乃是要我們被聖化；被聖化就是成爲

聖別，也就是分別歸神並被神所浸透；神是那

聖者，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 - 帖前四 3

上，彼前一 15~16，弗一 4~5，五 25~27。   

貳 以弗所一章四至五節與希伯來二章十至十一節

給我們看見，聖化是爲着兒子的名分；事實

上，神聖化我們，乃是“子化”我們：  

叄 聖經裏的聖別有三方面：  

肆 爲着神聖兒子名分之神聖的聖別，乃是神聖經

綸的中心，也是新約裏啓示的中心思想：  

伍 我們要爲着召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就需要主

使我們的心得以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 - 帖

前三 13：  

陸 “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

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

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那召

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 帖前五

23~24：  

柒 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靈，就

必須藉着運用我們的靈，以保守我們的靈是活

的 - 提前四 6~7：  

捌 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魂，就

必須清理我們心理之心的三條主要“動脈”，

就是我們魂的各部分: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 

- 詩四三 4，尼八 10，約壹一 4，耶十五 16：  

玖 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身體，

就必須把我們的身體獻給祂，使我們能爲着召

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實行身體生活，好完成

神純全的旨意 - 羅十二 1~2,帖前四 4,五 18：  

週一 7/27                                                *禱讀 

帖撒羅尼迦前書 4:3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聖別，禁戒淫亂； 

以弗所書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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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1:15-16 

15 卻要照著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為人

上，也成為聖的；  16 因為經上記著：“你們要聖

別，因為我是聖別的。” 

以弗所書 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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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

的洗滌潔淨召會， 

啟示錄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

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哥林多後書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

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五週,週一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八篇:我們得勝並非

自己有了改變；到底是神的話靠得住

呢，還是我們的經歷靠得住? 

週二 7/28 

彼得前書 1:2 就是照著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那
靈得聖別，以致順從耶穌基督，並蒙祂血所灑的人：
願恩典與平安，繁增的歸與你們。 

希伯來書 2:10-11; 9:13-14 

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就藉著苦難成全他們救

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2:11 因那聖別

人的，和那些被聖別的，都是出於一；因這緣故，

祂稱他們為弟兄，並不以為恥，說，  9:13 若山羊

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污穢的人身上，

尚且使人聖別，以致人的肉身得著潔淨，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

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淨我們的良心，使其脫離死

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 

羅馬書 8:28-29 

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

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彼得後書 1:4 

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

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藉

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約翰福音 17:17 

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哥林多前書 6:11 你們中間有人從前也是這樣，但在

主耶穌基督的名裡，並在我們神的靈裡，你們已經

洗淨了自己，已經聖別了，已經稱義了。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五週,週二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八篇:信心在這裏，

山就得挪開；真實的信心只相信神的

話；只站在信心這一邊   

週三 7/29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3  好使你們的心，當我們主耶
穌同祂眾聖徒來臨的時候，在我們的神與父面前，
得以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 

以弗所書 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

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

別、沒有瑕疵。 

希伯來書 4:12; 10:22 

4:12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

的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10:22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

脫開了邪惡的良心，在身體一面，也已經用清水洗

淨了，就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

進入至聖所； 

箴言 4:23 

23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生命的果效發之於心。 

以西結書 36:26-27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

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遵行我的律

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弗所書 4:22-24 

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

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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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五週,週三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九篇長進:過了得勝的

關後每天該作的事; 勝過纏累我們的罪  

週四 7/30 

耶利米書 17:10  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
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3; 5:23 

3:13 好使你們的心，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臨

的時候，在我們的神與父面前，得以堅固，在聖別

上無可指摘。 

5: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

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

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詩篇 51:10-12 

10 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

直的靈。   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

從我取去你聖別的靈。   12 求你使我復得你救恩之

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馬太福音 16: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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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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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

益處？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魂生命？ 

哥林多後書 3:16, 18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

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

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希伯來書 12: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

聖別，非聖別沒有人能見主；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五週,週四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九篇:承認自己不能，

接受基督作一切；兩種試探及其對付的

路  

 

週五 7/31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24 

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

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

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24 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 

提摩太後書 1:6-7 

6 為這緣故，我提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面

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

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約翰福音 4: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

裡敬拜。 

哥林多後書 7:1 所以親愛的，我們既有這些應許，

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肉身和靈一切的玷污，敬畏

神，以成全聖別。 

羅馬書 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

靈，乃是生命平安。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五週,週五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九篇: 義人因信而

活；失敗後即刻靠血恢復  

週六 8/1 

約翰壹書 1:7, 9 

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

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羅馬書 6:6; 12:1-2 

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

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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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

並純全的旨意。 

以弗所書 3:17, 19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

生根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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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13   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

裡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馬可福音 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

愛主你的神。”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五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小本 440 

主日 8/2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17:14-21 

14 我已將你的話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

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15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

那惡者。  16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

樣。 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19 我為他們的緣故，聖別自己，使他們也在真理中

得以聖別。  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

他們的話信入我的人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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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 4:4-8 

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別和尊貴，持守自己

的器皿， 

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6 也不要在這事上越分，佔他弟兄的便宜；因為關

於這一切的事，主必報應，就如我們先前告訴過你

們，又鄭重見證過的。 

7 神本是在聖別中召了我們，並不是要我們沾染污

穢。 

8 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位將祂

的聖靈賜給你們的神。 

參讀 : 生命讀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 19-2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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