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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我們要在神的國裏實行神的旨意─太七 21，

十二 50： 

貳 我們要在神的國裏實行神的旨意，就必須過一

種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彼前一 17，二

24，五 6~7、10：  

叄 在神的國裏在神行政下實行神的旨意，結果乃

是產生召會作神的以色列─加六 10、15~16：    

週一 8/3                                           *禱讀 

約翰壹書 2:15-17 

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

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

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乃是出於世

界。 

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正在過去；惟獨實行神

旨意的，永遠長存。 

約翰壹書 3:7-9 

7 孩子們，不要讓人迷惑你們，行義的人纔是義

的，正如祂是義的一樣； 

8 犯罪的是出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為

此，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要消除魔鬼的作為。 

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為神的種子住在他裡

面；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從神生的。 

提摩太後書 2:21-22 

21 所以人若潔淨自己，脫離這些卑賤的，就必成

為貴重的器皿，分別為聖，合乎主人使用，豫備行

各樣的善事。 

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

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哥林多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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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4:2 好使你們不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

旨意，在肉身中度餘下的光陰。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六週,週一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九篇:每天該和基督
有正當的關係；看見真理並接受恩典

而長進(第 1-4段)  

週二 8/4 

馬太福音 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馬太福音 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

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

的人，纔能進去。 

馬太福音 12:50 因為凡實行我在諸天之上父旨意

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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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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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4:12 有你們那裡的人，作基督耶穌奴僕

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中常為你們竭力奮

鬥，要你們得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

上滿有確信。 

以弗所書 5:15-17 

15 你們要仔細留意怎樣行事為人，不要像不智慧

的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 

16 要贖迴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17 所以不要作愚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

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2 

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

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六週,週二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九篇:看見真理並接
受恩典而長進(第 5-13段)  

週三 8/5 

馬太福音 7:13-14 

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毀壞的，那門寬，那

路闊，進去的人也多； 

14 引到生命的，那門窄，那路狹，找著的人也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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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6:39 

39 祂就稍往前走，面伏於地，禱告說，我父阿，

若是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以弗所書 2:21-22 

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

殿； 

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

所。 

以弗所書 4: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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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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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週三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篇得勝的音調:得勝
與誇勝的不同   

週四 8/6 

彼得前書 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

審判的為父，就當在你們寄居的時日中，憑著敬畏

行事為人； 

彼得前書 2: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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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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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3:15-16 

15 只要心裡尊基督為聖，以祂為主，常作準備，

好對每一個問你們裡面盼望因由的人有所答辯， 

16 且要帶著溫柔和敬畏，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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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

們的人，因你們在基督裡的好品行，感到羞愧。 

彼得前書 4:17, 19 

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

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

局？ 

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也要在善行上，將

他們的魂交與那信實的創造主。 

彼得前書 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

督耶穌裡召你們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受苦

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

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馬太福音 28:18-19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

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

入父、子、聖靈的名裡，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六週,週四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篇:約沙法王的誇
勝  

週五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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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5:5-9 

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

待，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 

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

時候，可以叫你們升高。 

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8 務要謹守、儆醒。你們的對頭魔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 

9 你們要抵擋他，要在信上堅固，知道你們在世上

的眾弟兄，也是遭遇同樣的苦難。 

以賽亞書 57:15 因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遠、名為

聖者的如此說，我必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

中痛悔和靈裡卑微的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靈甦

醒，也使痛悔之人的心甦醒。 

馬太福音 11:28-29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

們得安息。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

跟我學，你們魂裡就必得安息； 

雅各書 4:7 所以你們要服從神，抵擋魔鬼，魔鬼就

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六週,週五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篇: 兩段的感謝讚
美；在歡喜快樂裏保守得勝  

週六 8/8 

加拉太書 3:7-9, 14, 26, 29  

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 

8 並且聖經既豫先看明，神要本於信稱外邦人為

義，就豫先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

你得福。” 

9 這樣，那以信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亞伯拉罕一

同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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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因為你們眾人藉著相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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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6:15-16 

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

新造。     16 凡照這準則而行的，願平安憐憫臨到

他們，就是臨到神的以色列。 

腓立比書 3: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

奉，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啟示錄 12:10-11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

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

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

經被摔下去了。 

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

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六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642 

主日 8/9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馬太福音 7:7-8, 21-29 

7 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

開門。 

8 因為凡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 

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

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

進去。 

22 當那日，許多人要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

不是在你的名裡豫言過，在你的名裡趕鬼過，並在

你的名裡行過許多異能麼？ 

23 那時，我要向他們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行不法的人，離開我去罷。 

24 所以，凡聽見我這些話就實行的，好比一個精

明人，把他的房子蓋在磐石上。 

25 雨淋、河衝、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

塌，因為是立基在磐石上。 

26 凡聽見我這些話不實行的，好比一個愚拙人，

把他的房子蓋在沙土上。 

27 雨淋、河衝、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

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28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群眾都驚訝祂的教訓； 

29 因為祂教訓他們，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

經學家。 

參讀 : 約翰一書生命讀經 第 20 篇;                               
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 24 篇;                                      

彼得前書生命讀經第 1,5,7,33 篇;                              
加拉太書生命讀經第 3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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