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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喪失魂生命，有分於得勝者的被提, 

 並得着我們信心的結果— 魂的救恩 

綱  要 

壹、我們若要救自己的魂生命,必喪失魂生命; 

但我們若爲主的緣故喪失自己的魂生命, 

必救了魂生命—太十 39,路九 23～25,十 

四 26 ～ 35： 

貳、我們若喪失魂生命,就可以有分於得勝者 

的 被提—十七 26～36，二一 34～36： 

叁、我們信心所受的試驗顯爲可得稱讚、榮耀 

和尊貴，就會得着我們信心的結果，就 

是魂的救恩—彼前一 7 ～ 9： 

週一 1/25                                            *禱讀 

路加福音 9:23-25 

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否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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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救了魂生命。25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失自己，賠上自己，有

甚麼益處？ 

馬可福音 8:35-37 

3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

為我和福音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

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

麼益處?37 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魂生命？ 

啟示錄 2:10; 12:11 

2: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將要

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受試煉；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信，我就賜

給你那生命的冠冕。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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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5:22-23 

22 那領二他連得的也進前來，說，主阿，你

交給我二他連得；請看，我另賺了二他連得。

23 主人對他說，好，良善又忠信的奴僕，你

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許多事派你

管理；進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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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八章： 

長老; 男人是女人的頭 

週二 1/26 

路加福音 14:26, 34-35 

26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恨自己的父親、母親、

妻子、兒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

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34 鹽本是好的,但若

是連鹽也失了味,可用甚麼叫牠再鹹？35 或用

在田裡,或堆在糞裡,都不合式,只好扔在外面。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約翰福音 15:5, 16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

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

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

你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

我的名裡，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 

詩篇 73:25-26, 28 

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26 我的肉體和我

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磐石，又是我的

業分，直到永遠。28 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

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

你一切的作為。 

路加福音 13:24 

24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竭力進窄門,因為我告

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馬可福音 12:30 

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你的

神。” 

晨興聖言 2020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三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九章： 

身體的原則; 使徒的按手 

週三  1/27 

路加福音 17:32-36 

32 你們要回想羅得的妻子。33 凡想要保全魂

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喪失魂生命的,必使魂

生命得以存活。34 我告訴你們,當那一夜,兩個

人在一個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35 兩個

女人在一處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36 兩

個人在田裡,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約翰壹書 2:15-17,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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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你們從祂所領受

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不需要人教導

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

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

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28 現在，孩子們，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

樣，祂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祂來

臨的時候，也不至於蒙羞離開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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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九章:長老的抹油禱告 

週四  1/28 

路加福音 21:34-36 

34 你們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並今生的

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

臨到你們，35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面

上一切居住的人。36 但你們要時時儆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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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祈求，使你們得勝，能逃避這一切要發生的

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馬太福音 24:21 

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這樣的災難，就是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都未曾發生過，將來

也絕不會發生。 

啟示錄 3:10; 14:1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話，我也必保守你免去

那將要臨到普天下，試煉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試

煉的時候。14:1 我又觀看，看哪，羔羊站在錫

安山上，同祂還有十四萬四千人，額上都寫著

祂的名，和祂父的名。 

提摩太後書 4:7-8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

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8 從此

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

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

我，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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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九章：保羅悔改時 

所看見身體的啟示; 兩三個弟兄的斷案 

週五  1/29 

彼得前書 1:7-9 

7 叫你們信心所受的試驗，比那經過火的試驗

仍會毀壞之金子的試驗，更為寶貴，可以在耶

穌基督顯現的時候，顯為可得稱讚、榮耀和尊

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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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得著你們信心的結

果，就是魂的救恩。 

彼得前書 2:19,21,24 

19 人若因著對神的感覺而忍受憂愁，受冤屈

之苦，就是甜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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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

不義的，為要引你們到神面前；在肉體裡祂被

治死，在靈裡祂卻活著； 

馬太福音 25:21 

21 主人對他說，好，良善又忠信的奴僕，你

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許多事派你

管理；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彼得前書 1:13 

13 所以要束上你們心思的腰,謹慎自守,全然寄

望於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給你們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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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五 

週六  1/30   

希伯來書 10:35,39,36-38 

35 所以不可丟棄你們的膽量;這膽量是會得大

賞賜的。”39 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遭毀壞的

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著魂的人。36 你們所

需要的乃是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

以得著所應許的。37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

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38 只是我的義人必本

於信活著;他若退縮,我的心就不喜悅他。 

馬太福音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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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2:25 

25 愛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喪失魂生命；在這

世上恨惡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歸入

永遠的生命。 

羅馬書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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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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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六 

詩歌 大本詩歌  227 首 

主日  1/31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腓立比書 3:7-14 

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

督都已經看作虧損。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

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

督,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

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有的

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10 使我認識基

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

模成祂的死,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

出的復活。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或已經

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

穌所以取得我的。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

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裡,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參讀：路加福音生命讀經第 32-33篇; 

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 23篇; 

彼得前書生命讀經第 63,64篇;  
聖潔沒有瑕疵，第四章 

報告事項： 

02/13-14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2 / 15- 20 纽约市初高中生 Zoom 線上特會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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