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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我得着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耶十五

16 上： 

貳『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

16 下： 

叁『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西三

16： 

週一  10/26                                                        *禱讀 

馬太福音 4:4 

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

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約翰福音 6:63 

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

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提摩太後書 3:16 

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

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約翰一書 1:1-2 

1 論到那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話，就是我們所聽見

過的，我們親眼所看見過的，我們所注視過，我們

的手也摸過的； 

2（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

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

命傳與你們；） 

腓立比書 2:16 

16 將生命的話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

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約翰福音 5:39-40 

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其中有永遠的生

命，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以西結書 3:1-3 

1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

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2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3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

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了，口中覺得其甜如

蜜。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 第
四週, 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八章
基督在我們裡；是方法不是目標；
是一個律 

週二  10/27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

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

稱為你名下的人。 

約翰福音 6:57-58, 68 

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永

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68 西門彼得回答祂說，主阿，你有永遠生命的

話，我們還歸從誰？ 

彼得前書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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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詩篇 119:11, 103-105 

11 我將你的話珍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

甜！ 

104 我藉著你的訓辭，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虛

假的行徑。 

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哥林多後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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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四
週, 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八章、 
是一個人；是基督自己 

週三  10/28 

約翰福音 6:48-51 

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就不死。 

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

永遠活著。 

以弗所書 6:17-18 

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

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

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加拉太書 4:19 

19 我的孩子們，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

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 

歌羅西書 3:4, 10-11 

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

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

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

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四
週, 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八章、 
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 

週四  10/29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

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

稱為你名下的人。 

約翰福音 15:7, 10-11 

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10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裡，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裡。 

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可

以在你們裡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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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1:8 

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

見，卻因信入祂而歡騰，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

喜樂， 

詩篇 36:8 

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

喝你樂河的水。 

尼希米記 8:10 

10 他又對他們說, 你們去喫肥美的，喝甘甜的，有

不能豫備的就分給他, 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

你們不要憂愁，因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羅馬書 14:17 

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加拉太書 3:2; 5:22 

3:2 我只願問你們這一件，你們接受了那靈，是本

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 

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

恩慈、良善、信實、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四
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九章、 
雅各的本性與所受的管教 

週五  10/30 

歌羅西書 1:27; 3:16 

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

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

望； 

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

你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

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約翰福音 6:63; 15:3-4 

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

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15: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話，已經乾淨了。 

15: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

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

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以弗所書 5:18-20 

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

滿， 

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

歌唱、頌詠， 

20 凡事要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裡，時常感謝神

與父， 

希伯來書 1:1-2 

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申言者，多分多方向列祖說

話， 

2 就在這末後的日子，在子裡向我們說話；神已立

祂作承受萬有者，也曾藉著祂造了宇宙；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 結晶讀經第
四週, 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九
章、在母腹中就爭為大 

週六  10/31 

以弗所書 3:8, 16-17; 6:17-1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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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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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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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

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

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詩篇 119:130 

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

達。 

以賽亞書 55:10-11 

10 就如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

使地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喫的有糧； 

11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絕不徒然返回，卻要

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所打發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

通。 

提摩太前書 4:6 

6 你將這些事題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

事，在信仰的話，並你向來所緊緊跟隨善美教訓的

話上，得了餧養。 

約翰一書 2:14 

14 父老們，我剛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

起初原有的。青年人，我剛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

剛強，神的話住在你們裡面，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晨興聖言 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結晶讀經第
四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384 首 

主日 11/1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箴言 4:20-22 
20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語，側耳聽我的講論。 
21 都不可使這些離你的眼目；要持守在你心中。 
22 因為對尋得的人，這些乃是生命，又是全身的
醫治。 
約翰福音 17:17 
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使徒行傳 20:32 
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典的話，這話能建
造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以弗所書 5:26 
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提摩太後書 3:10, 14-15 
10 但你已經緊緊跟隨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
信心、寬容、愛心、忍耐、 
14 但你所學習、所確信的，要活在其中，因為知
道你是跟誰學的， 
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藉
著相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參讀 生命讀經： 
約翰福音 第十六篇；歌羅西書 第六十四篇； 
李常受文集一九五八年第一冊《如何享受神及操
練》第二，六，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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