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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08/03 

背诵经节 

约翰一书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

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相关经节 

约翰一书 2:15-17；3:7-9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

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旨

意的，永远长存。 

3:7 孩子们，不要让人迷惑你们，行义的人才是义的，

正如祂是义的一样； 

3: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3: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

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 

提摩太后书 2:21-22 

2:21 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

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

善事。 

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

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哥林多后书 5:21 

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

里面成为神的义。 

彼得前书 4:2 

4:2 好使你们不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肉身

中度余下的光阴。 

建议每日阅读 

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其上的情欲是与神的旨意相

反的，所以都必要过去。神和祂的旨意是永远的，所以

实行祂旨意的，也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在世界和其上的

情欲里有多少，就要过去有多少。我们在神和祂的旨意

里有多少，就要长存有多少。“过去”怎样是爱世界并

随从其上情欲的惩罚，“长存”也照样是爱神并实行祂

旨意的赏赐（圣经要道，五一九至五二○页）。 

约壹二章十五节……的世界，是指撒但所形成，

反对神的世界系统。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人并每一件事，

都已经被那恶者，神的对头系统化，成了他世界系统的

一部分。 

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要往哪里去？答案是我们

需要到三一神那里去，只有三一神没有被撒但系统化。

我们到三一神那里去，同时也需要到神的话那里去。每

一样东西、每一个人并每一件事既都已被撒但系统化，

我们就需要逃往三一神和祂的话那里。神的话是我们的

避难所，我们的保护。 

撒但系统的内容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

生的骄傲。……我们可以用拥有一部汽车为例，说明撒

但用来形成他系统的事物，与这系统实际内容之间的区

别。汽车如何能被神的仇敌利用，形成他邪恶的系统？

汽车本身不是问题，也不是撒但系统的内容。问题乃在

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特别在于今生的骄傲。如

果不是人的骄傲，汽车不会成为问题。但是许多人喜欢

买昂贵的汽车，为的是要炫耀。就他们来说，他们所驾

驶的汽车是为着今生的骄傲。汽车在美国是必需品，所

以，问题不在于汽车本身，乃在于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

骄傲。当你想到某一类型的汽车，你渴望得着它。有些

人日夜想着某一辆车。车子没有错，是人错了。问题不

在于他们所需要的车子，乃在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对衣着和住屋的需要，作进一

步的说明。住家是必需的，衣着也是必需的。问题也不

在于房子或衣着，这些并不是世界系统的实际内容。问

题在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因为这

些乃是撒但邪恶系统的内容。 

照圣经看，世界抵抗父（约壹二 15），魔鬼抵抗

子（三 8），肉体抵抗那灵（加五 17）。一面有神圣的

三一—父、子、灵，另一面有邪恶的三一—世界、撒但、

肉体。我们若享受神圣的三一，就与邪恶的三一无分无

关。 

世界既抵抗父神，所以世界上的事（约壹二 15），

就是世上的情欲，也就抵抗神的旨意。在积极方面，有

父和父的旨意。 

实行神的旨意，就是经常不断地实行神的旨意

（约翰一书生命读经，二○八、二一三至二一五页）。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九篇 长进（每天该和基督有正当的

关系～看见真理并接受恩典而长进 第 4 段） 

 

 

 

 

周二 08/04 

背诵经节 

马太福音 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

都能进诸天的国，惟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

能进去。 

相关经节 

马太福音 6:10；7:21；12:50 

6:10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

天的国，惟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12:50 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

兄、姊妹和母亲了。 

罗马书 12:2 

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歌罗西书 1:9；4:12 

1:9 所以，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

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

神的旨意， 

4:12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奴仆的以巴弗问你

们安；他在祷告中常为你们竭力奋斗，要你们得以成熟，

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满有确信。 

以弗所书 5:15-17 

5:15 你们要仔细留意怎样行事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

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 

5:16 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 

5:17 所以不要作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2:12 

2:12 要叫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召你们进入祂自己

的国和荣耀的神。 

建议每日阅读 

马太七章二十一节（里进诸天的国）……不是指

今天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指将来国度的实现。我们要

进诸天的国，需要作两件事：呼求主，并实行天父的旨

意。呼求主够叫我们得救（罗十 13），但要进诸天的

国，还需要实行天父的旨意。因此，不是每一个说主啊，

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那些呼求主，且实行

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进诸天的国，既然还要实行

天父的旨意，就显然与借着重生进神的国不同（约三 3、

5）。进神的国是借着神圣生命的出生，进诸天的国是

借着神圣生命的生活（马太福音生命读经，三三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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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太七章二十一节，主不是说，“你们……

父，”乃是说，“我……父。”这里主似乎说，“我是

人子，是神子，我一直实行我父的旨意。你们也是神的

儿子，是我的弟兄。因此，你们必须是我的同伴，并走

我所走的路。现在你们不是实行你们父的旨意，乃是实

行我父的旨意。你们是我的弟兄、我的同伴、我的同伙。

你们和我走同样的路，实行同样的旨意。你们照着我父

的旨意与我同活。”在（诸天之国）宪法的最后一段，

不再是论到消极的方面，诸如我们的脾气、情欲、己、

肉体和忧虑；而完全是论到积极的方面，就是实行天父

的旨意。国度子民不是为着别的，乃是为着实行父的旨

意。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为着胜过我们的脾气、情欲、

己、肉体，也不仅仅是为着善待并同情别人。我们在这

里乃是为着成就天父的旨意。要实行父的旨意，我们需

要走狭路。在属世哲学家的教训里，既没有神圣的生命、

神圣的性情，也没有神圣的路。但在这里，诸天之国宪

法的终极结果，乃是天父的旨意。这就是说，我们有一

位天父，我们是父的儿子。在宪法的最后一段，不仅是

生命的事，也是父旨意的事。我们的父有一个旨意要成

就，但这旨意只能借着祂的生命才能成就。我们需要活

在天父的生命里，并且凭着这生命而活。这种生活乃是

为着实行父的旨意。  

在诸天之国的宪法里，我们看不见到底什么是父

的旨意。然而，这旨意清楚地启示在十六章。父的旨意

就是要把召会建造在子这块磐石上。这在使徒行传、书

信和启示录里得着充分的发展。新约启示出神那神圣、

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建造召会。 

我们凭着我们里面父的生命和性情，就能知道父

的旨意。父的性情总是会告诉我们“是”或“不是”。

你若照着神圣的性情，并且在跑道内奔跑，神圣的性情

就会指明：“是，不错，继续往前。”但你若不照着神

圣的性情奔跑，或跑出线外，神圣的性情就会说，“别

跑这边。”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要作什么，因为规律、

限制、神圣的性情就在你里面。这性情告诉你，你在哪

里（马太福音生命读经，三三六至三三七、三四○页）。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九篇 长进（看见真理并接受恩典而

长进 第 5～13 段） 

 

 

 

 

周三 08/05 

背诵经节 

马太福音 7:13-14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

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

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 

相关经节 

马太福音 7:13-14；16:18；26:39 

7:13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路

阔，进去的人也多； 

7:14 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

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26:39 祂就稍往前走，面伏于地，祷告说，我父啊，若

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

照你的意思。 

以弗所书 2:21-22；4:12，16 

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

造基督的身体， 

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

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

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

来。 

建议每日阅读 

进窄门的人必须灵里贫穷、哀恸、温柔、饥渴慕

义、怜悯、清心、与众人和平、愿意为义受逼迫并且愿

意为基督受辱骂。只有具备这种性质的人才能进窄门。 

这条路在每一面都是狭小、受限制的。那门窄，

那路狭。因为国度的新律法比旧约的律法更严格，而且

国度的要求比旧约的要求更高。那窄门不仅对付外面的

行为，也对付里面的动机。旧人、己、肉体、人的观念、

世界同其荣耀，都被摒除在外；只有合乎神旨意的，才

能进去。……进门不过是开始走路，这路乃是一生之久

（马太福音生命读经，三三○至三三一页）。 

你既是在主恢复里的人，你是否走在狭路

上？……我们在每一面都受限制。基督教里的人在礼拜

时，可以使用摇滚乐，或其他属世的方法，但我们不能，

因为我们的路是狭的。……青年人从高中毕业，就像笼

中小鸟要得自由一样。然而，许多人太自由了，以致没

有限制，没有约束。反之，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在走狭

路。甚至我们在实行祷读时，也必须有一些约束。在祷

读时，我们不该像世人看球赛一样没有约束。在主的恢

复里，我们必须在灵里行事为人。在灵里生活，在灵里

行事为人，约束了我们。甚至我们爱人、欢乐、高兴的

时候，也必须在约束之下。我们不可像那些一兴奋就抛

弃所有约束的人一样。反之，我们的兴奋必须受灵的限

制。聚会时更须如此。尽管我们可以充分释放灵，但就

着身体的活动而言，我们该受约束。在每件事上，我们

都需要走狭路，不可走阔路。 

在我们与弟兄们的交通中，我们必须受限制。你

想要称赞一位弟兄么？你称赞的时候，必须受限制。你

要责备一位弟兄么？你责备的时候，必须受限制。你正

与一些弟兄交通么？这很好，但你与他们交通必须受限

制。有时候你一交通，就忘了所有的限制。你谈了一小

时又一小时，不顾吃饭或休息的需要。不仅如此，在你

的交通中，你无所不谈，从天使长米迦勒谈到路德马丁，

谈到召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毫不受约束地谈到每个

人。赞美主，我们真是自由，然而我们仍须受限制、约

束并抑制。 

想想约翰七章里主耶稣的例子。祂的兄弟提议祂

上犹太去，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主说，“我的时候还

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6）。主的话指

明祂是受限制的，祂在走狭路。我们国度子民也必须走

狭路。我们的路满了限制、约束和抑制。但不要把任何

限制看作阻挠。反之，限制会使我们走得更快。我们若

拒绝受限制，我们的长进就会慢下来。然而，我们若愿

意受限制，受抑制，我们的速度就会增加（马太福音生

命读经，三三一至三三三页）。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十篇 得胜的音调（开头～得胜与夸

胜的不同） 

 

周四 08/06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

稣里召你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

根基。 

相关经节 

彼 得 前 书  1:17; 2:21, 24; 3:15-16; 4:17, 19; 

5:10 

1:17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的为父，

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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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

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 

2:24 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

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着；因祂受的

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3:15 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祂为主，常作准备，好

对每一个问你们里面盼望因由的人有所答辩， 

3:16 且要带着温柔和敬畏，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

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人，

因你们在基督里的好品行，感到羞愧。 

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

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 

4: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也要在善行上，将他

们的魂交与那信实的创造主。 

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

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

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 

马太福音 28:18-19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

父、子、圣灵的名里， 

建议每日阅读 

彼得这两封书信的主题乃是神宇宙的行政。……

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太福音说到国度。不要以为行政与

国度是相同的。……国家有政府（行政）。然而，政府

不是国家；政府乃是国家的行政中心。 

神借着审判来管理。这是神施行祂行政的路。我

是年长的人，借着研读和观察，对世界历史有一点认识，

我能见证我常在神面前低头敬拜。祂是管理者，祂借着

审判来管理。神审判了希特勒、史达林、和其他作恶的

人。一面，神多少容忍他们作一些事，来为祂的定旨效

力，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促使犹太人合一。然而，神

也审判了这些作恶的人（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一一至一

二页）。 

我们不该以为神只审判希特勒和史达林这样作恶

的人。神也审判祂自己的子民。照着彼前四 17，神行

政的审判要从祂自己的家起首：“因为时候到了，审判

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

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这是神的行政。 

神施行审判，是要清理祂的宇宙。宇宙是神为着

积极的定旨所创造的，然而撒但却进来玷污它。现今神

正借着审判清理宇宙。祂在作彻底洁净整个宇宙的工作。

至终，宇宙将是新的。你知道彼后三章所说新天新地的

意义么？其意义乃是指明神宇宙的新。 

神不愿居住或停留在不洁净的地方。因此，神在

洁净、炼净宇宙。首先祂炼净我们，就是祂的家。我们

现今是祂洁净工作的中心。有时候你岂不是对自己说，

“为什么我越爱主耶稣，难处就越多？我的亲戚很发达，

他们非常亨通；但我的情况似乎越来越糟。”有些圣徒

的健康有问题；有些人对儿女失望。我们有难处，原因

是神的审判从祂自己的家起首。你我都在神的审判之下。 

（在彼前五 10，）彼得似乎在告诉信徒，他们不

需要疑惑，因为神在成全他们。……彼得写信安慰受苦、

遭逼迫的圣徒，给他们看见，他们都在神的行政之下。

神的行政乃是首先施行在祂自己的儿女身上。 

（在四 17，）彼得“不是说到那对人末后的审判；

就那意义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

（约五 22）。这里所说的，乃是神在这世上每天对祂

儿女所施行之行政的审判。所以这里说，在你们寄居的

时日”（Darby，达秘）。这是神对自己家人的审判

（彼前四 17）。 

今天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神不只恩待我们，

赐恩典给我们，祂也审判我们。这就是我们有许多苦难

的原因。我们有苦难，因为神在审判我们。一面，神在

祂的行政之下恩待我们，使我们过合乎祂义的生活；另

一面，祂审判任何不符合祂行政的事物。所以，在今世

我们信徒乃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彼得前书生命读经，

一二至一三、三二二、三二四页）。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十篇 得胜的音调（约沙法王的夸胜） 

 

周五 08/07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5:6-7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使祂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1:2; 5:5-9 

1: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灵得圣别，以

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血所洒的人：愿恩典与平安，

繁增地归与你们。 

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彼此相待，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

的人。 

5: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时

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5:8 务要谨守、儆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

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5:9 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

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 

以赛亚书 57:15 

57:15 因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中痛悔和灵里卑微的

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之人的心苏

醒。 

马太福音 11:28-29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

得安息。 

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

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雅各书 4:7 

4:7 所以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

逃跑了。 

建议每日阅读 

（彼前五 6）的“要谦卑”，原文为被动式，指明

神使我们谦卑，这主要的是借着逼迫的苦难（10）。然

而，这需要我们与神的工作合作；我们必须甘愿在神大

能的手下成为谦卑、卑微的。因此说“要谦卑”。“谦

卑”是被动的，而“要”是主动的。当神行动，在我们

身上工作时，我们需要采取主动，让祂在我们身上工作；

采取主动是主动的，让祂工作是被动的。这就是我们甘

愿服在神的手下，神的手是有大能为我们作成一切的

（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三五八页）。  

神也许用逼迫使我们谦卑。事实上，神为着这目

的，也许用任何一种苦难。好事临到我们，我们也许就

成为狂傲的。但苦难或逼迫也许帮助我们谦卑。例如，

一位弟兄也许因失业而谦卑。一个学生也许因为得到比

他所期望的分数低而谦卑。这个学生若得到高分，他多

少可能被高举；但他若得到低分，就可能谦卑。 

我们也可能在家庭生活中经历一些事情，叫我们

谦卑。某位弟兄、姊妹的儿女若很杰出，作父母的也许

就成为狂傲的。但儿女若给他们造成问题或难处，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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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作父母的卑微。同样，一位青年弟兄的父亲若在工

作上有非常高的地位，这位弟兄也许就很狂傲。假定他

父亲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著名大学的校长，这位弟兄必

定会以他父亲的地位为傲。但假定他的父亲是看门的，

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这位青年弟兄知道他的父亲有这

样卑微的地位，这也许使他卑微。因着他的父亲没有崇

高的地位，就使他谦卑。 

（彼前五 7）这里的“卸”字，意思是抛给神；即

交托与神、让给神。这动词的时态指明一劳永逸的举动。

“一切的忧虑”这辞，指明我们一生全部的忧虑，我们

整个人生及其一切忧虑，都该卸给主。我们需要学习如

何将忧虑的重担抛给神。忧虑的重担现今也许在我们自

己的肩膀上，但我们该将这重担从我们的肩膀卸给神。 

虽然动词“卸”指明一劳永逸的举动，但因为我

们软弱，我们也许需要一再地将忧虑卸给神。有时候我

们将忧虑卸给祂，但不久以后，又偷偷地拿回来。这是

我的经历。我也许将忧虑卸给主；但几天后我也许察觉，

我已经把这忧虑拿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我需要祷告：

“主啊，赦免我把这忧虑从你拿回来。我要再一次将忧

虑卸给你。”  

有时候我对主说，“主，我不但将今天的忧虑卸

给你，也将未来预料会有的一切忧虑卸给你。主，我预

料许多忧虑会来临；我现今要将这一切要来的忧虑交给

你。” 

“忧虑”原文也是担忧或挂虑的意思。在逼迫中，

信徒的苦难使他们担忧挂虑。他们不仅需要成为谦卑的，

从狂傲、高傲被带到低微，更要将他们的一生及其忧虑

卸给神，因为祂对他们不仅是大能、公义的，也是慈爱、

信实的。 

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因为祂顾念我们。

顾念，或作关心。管教并审判人的神对信徒，特别对受

逼迫者有爱的关切，祂信实地顾念他们。他们能将忧虑

卸给祂，特别是在受逼迫的时候（彼得前书生命读经，

三五八至三六二页）。 

团体追求 

《得胜的生命》第十篇 得胜的音调（两段的感谢赞

美～在欢喜快乐里保守得胜） 

 

 

 
 

 

周六 08/08 

背诵经节 

加拉太书 6:15-16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

乃是作新造。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

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 

相关经节  

加拉太书 3:7-9, 14, 26, 29; 6:15-16 

3:7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

子孙。 

3:8 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本于信称外邦人为义，就

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3:9 这样，那以信为本的人，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

福。 

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3:26 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3:29 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

许为后嗣了。 

6: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 

6:16 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

到神的以色列。 

腓立比书 3:3 

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

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启示录 12:10-11 

12:10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

度、并祂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

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 

12:11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

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建议每日阅读 

我们若活新造，就是神的真以色列。照着创世记，

雅各这个抓脚跟的人，篡夺者，被变化成为以色列，神的

君王与得胜者。他是君王与得胜者，能胜过所有消极的事

物。今天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以色列，就是君王，在地上

执行神的行政。我们若……照着神永远的定旨按规律而行，

我们就会非常实际地成为新造，我们也就是神的以色列，

代表神，行使祂的权柄，并在地上执行祂的行政，以完成

祂的定旨。最终，这个神的以色列，要成为新耶路撒

冷。……神的新以色列必须是新造。为此，我们需要神自

己作到我们里面，浸透我们，并使我们与祂成为一。然后

我们需要过这样调和的生活。我们过新造调和的生活，就

会成为今天神在地上的以色列，祂的君王与得胜者，执行

祂的权柄，代表祂的行政。今天神的以色列是要来新耶路

撒冷的小影，新耶路撒冷将是新造和神的以色列终极的完

成。愿我们都看见这点，并且照此而行（加拉太书生命读

经，四六二至四六三页）。 

我们是神的儿子，就是祂的亲属，祂家里的亲人。

但神新约的经纶不但要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子，也要使我们

成为神的以色列（加三 26，六 16）。 

试想皇家的儿子如何受训练成为君王，这例证也许

可以叫我们领会神的儿子与神的以色列之间有什么不同。

一面，这儿子长大，有皇家一员的身分，就是王与王后的

儿子；另一面，他必须受训练，好在将来成为君王。因此，

他必须有两种生活：第一，身为皇家的儿子；第二，身为

未来的君王。他若有第一种生活，没有第二种，就不会装

备好，不够资格作君王。孩子不是一夜之间就训练好来作

君王的，也不是只发展某些美德就够资格作君王的。他若

是喜乐、有爱、温柔、信实并节制，他会是非常好的孩子。

但这些美德本身并不能使他够资格作君王。身为未来的君

王，他必须受训练，生活举止要有君尊的样式。他的坐姿，

或与别人交谈的方式，必须是君尊的。他既有双重的身分

—皇家的儿子与未来的君王，他就必须有两种生活。……

愿我们的眼睛得开启，看见我们是皇家的君王！我们的定

命不只是作神的儿子，乃是在神的国里作掌权的君王。 

你（若）活得像君王的样子，……甚至你笑的时候

也像君王。我们若看见保罗论到神的以色列这话，含示我

们需要君尊的生活行动，我们里面就会激起要过君尊生活

的渴慕。我们甚至要祷告：“主，使我有君尊的生活行动，

好叫我够资格成为神今日以色列的一部分。”   

就一面说，即使许多以色列人悖逆且非常罪恶，以

色列国还是神的以色列和神的见证。然而，真以色列，属

灵的以色列，乃是召会。但因为以色列国与召会都在低落

的光景里，主就需要恢复神的真以色列。为着这样的恢复，

我们需要两种生活，两种的行。在第一种行，我们会有爱、

喜乐、和平、温柔、和恒忍这样的美德，这都是那活在我

们里面之基督的彰显。我们也需要第二种行，好叫我们成

为神的以色列，背负神的君王职分，有祂的权柄代表祂，

并执行祂的行政管理（加拉太书生命读经，四六五至四六

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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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的争战─穿上神的军装  

(大本 642) 
 

1. 当奉耶稣这名站住，信祂得胜站住； 

不靠自己力量站住，不靠才能站住； 

不要使用血气兵器，只用圣灵宝剑； 

穿上神的军装服役，灭尽仇敌火箭。 

 

2. 看哪，仇敌正在聚集，故当守你地场！ 

四面黑暗，争战紧急，故当靠主抵挡！ 

你若退后，怕仇敌凶，一人牵动全军； 

请你不要使你弟兄，因你缘故受窘。 

 

3. 撒但已知其时不久，所以其气忿忿， 

要在争战尚未起首，就使你灵郁闷。 

诱惑、试探比前更多，苦难比前更大， 

阴府权势攻逼你我，比前更为可怕。 

 

4. 对此情形，我们当有何种态度才可？ 

我们可否因贪优游，便让仇敌宰割？ 

或者因着苦难加倍，更加忍耐、奋勇？ 

生死关头在此定规！谁要得主称荣？ 

 

5. 因此，你当为主站住；耶稣是得胜者！ 

你当忍受一切痛苦，直到那日方舍。 

耶稣不久快要再临，战事不久要停； 

你今为主受难、受惊，那日必得权柄。  

 

 

 

 

 

 

 

 

 

 

 

 

 

 

 

 

 

主日 08/09 

背诵经节 

马太福音 7:7-8 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相关经节 

马太福音 7:7-8, 21-29 

7:7 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

门。 

7:8 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 

7:21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

天的国，惟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7:22 当那日，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

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在你的名里赶鬼过，并在你的名

里行过许多异能么？ 

7:23 那时，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

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 

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实行的，好比一个精明

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7:25 雨淋、河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 

7:26 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实行的，好比一个愚拙人，把

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 

7:27 雨淋、河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7:28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讶祂的教训； 

7:29 因为祂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

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