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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因

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

裏就必得安息；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

的擔子是輕省的”─太十一 28~30：  

貳 在論到神居所的建造這一長段的記載之

後，出埃及三十一章十二至十七節重申守

安息日的誡命；按照歌羅西二章十六至十

七節，基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實際；祂是

我們的完成、安息、平靜和完全的滿足─

來四 7~9，賽三十 15上：  

叄 主的軛（父的旨意）是容易的，祂的擔

子（將父旨意實行出來的工作）是輕省

的；我們事奉總要帶着從主而來的負擔：     

週一 8/10                                         *禱讀 

馬太福音 1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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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腓立比書 4:4-8, 13 

4 你們要在主裡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

樂。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宜人。主是近的。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

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8 末了的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

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

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

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七週,週一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篇:在患難試煉
中有歡喜快樂；主給的是得勝有餘的
得勝   

週二 8/11 

馬太福音 11:25-26 

25 那時，耶穌回答說，父阿，天地的主，我頌揚

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智慧通達人藏起來，向

嬰孩卻啟示出來。 

26 父阿，是的，因為在你眼中看為美的，本是如

此。 

彼得前書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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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2:1-2, 4-5,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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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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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

有一樣的功用； 

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

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互相爭先。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

要堅定持續，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七週,週二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一篇:奉獻  

週三 8/12 

出埃及記 31:17 

17 這是我與以色列人之間永遠的記號；因為六日

之內耶和華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暢。 

使徒行傳 2:4, 13-16, 18, 21 

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且按著那靈所賜的發

表，用別種不同的語言說起話來。 

13 還有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被新酒灌滿了。 

14 彼得同十一位使徒站起來，高聲對眾人說，諸

位，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這件事

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15 這些人並不是像你們所想的喝醉了，因為時候

不過是上午九時； 

16 這正是藉著申言者約珥所說的， 

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在我的奴僕和

婢女身上，他們就要說豫言。 

21 那時，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哥林多前書 12:13 

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

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七週,週三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一篇:奉獻的根
據與動機   

週四 8/13 

出埃及記 31:13, 15 

13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

日；因為這是我與你們之間世世代代的記號，使

你們知道我是把你們分別為聖的耶和華。 

15 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

是歸耶和華為聖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被

處死。 

創世記 2:2 

2 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

歇了祂一切造作的工，安息了。 

希伯來書 4:9-11 

9 這樣，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

留。 

10 因為那進入祂安息的，也歇了自己的工，正如

神歇了自己的工一樣。 

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隨著

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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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3:1 

1 還有，我的弟兄們，你們要在主裡喜樂。把同

樣的話寫給你們，於我並不為難，於你們卻是妥

當。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 

16 要常常喜樂，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七週,週四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一篇:該奉獻的幾
件事；人；事    

週五 8/14 

以賽亞書 13:1 

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所得關於巴比倫的默示： 

使徒行傳 6:4 

4 但我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並盡話語的職事。 

哥林多後書 3:5-6 

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彀資格將甚麼估計作像是出

於我們自己的；我們之所以彀資格，乃是出於

神； 

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

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

靈卻叫人活。 

彼得前書 4:10-11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

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11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有人服事，要

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以在凡事上藉

著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

永遠遠。阿們。 

歌羅西書 1:21-23 

21 你們從前是隔絕的，因著惡行心思裡與祂為

敵， 

22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裡，藉著死，叫你

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聖別、沒有瑕疵、無可

責備的呈獻在自己面前； 

23 只要你們一直留於信仰中，根基立定，堅定不

移，不被移動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

所聽過，傳與天下一切受造之物的，我保羅也作

了這福音的執事。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七週,週五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一篇:物；己  

週六 8/15 

撒迦利亞書 12:1 

1 耶和華論以色列之話語的默示。鋪張諸天、建

立地基、造人裡面之靈的耶和華說， 

瑪拉基書 2:7 

7 祭司的嘴當謹守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訓

誨，因為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 

哥林多前書 2:9-15 

9 只是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豫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 

10 但神藉著那靈向我們啟示了，因為那靈參透萬

事，甚至神的深奧也參透了。 

11 因為除了在人裡面人的靈，在人中間有誰知道

人的事？照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

事。 

12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那出於

神的靈，使我們能知道神白白恩賜我們的事； 

13 這些事我們也講說，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導的言

語，乃是用那靈所教導的言語，用屬靈的話，解

釋屬靈的事。 

14 然而屬魂的人不領受神的靈的事，因他以這些

事為愚拙，並且他不能明白，因為這些事是憑靈

看透的。 

15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七週,週六 

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第十一篇:奉獻的結局  

詩  歌 中文大本 588 

主日 8/16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羅馬書 12:1-5,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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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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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藉著所賜給我的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

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

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4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

有一樣的功用； 

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

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互相爭先。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

要堅定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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