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打那美好的仗、跑盡當跑的賽程、以及愛主的顯現(第七週)                     2 月 22 日 - 2 月 28 日 

 

綱要 

壹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提後四 7 上 

貳 『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提後四 7 中 

叁 我們若是寶貴主的再來，就必愛祂的顯現—提

後四 8 

週一 2/22                                              *禱讀 

提摩太後書 4:7;2:3-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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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2:4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

入伍的人喜悅。 

提摩太前書 6:11-12 

11 但你這屬神的人阿，要逃避這些事，竭力追求

公義、敬虔、信、愛、忍耐、溫柔。 

12 你要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遠的生命；

你已蒙召進入這永遠的生命，也在許多見證人面

前，作了美好的承認。 

提摩太後書 2:4 

4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入

伍的人喜悅。 

以弗所書 6:11-13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

魔鬼的詭計，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

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

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

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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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二章  廢掉

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廢除了撒

但，審判了世界 

週二 2/23 

提摩太前書 1:3-4,18 

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 

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事， 

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

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綸並無助益。 

18 孩子提摩太，我照從前指著你所說的豫言，將

這囑咐交託你，叫你憑這些豫言，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 

以弗所書 5:32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與召會說

的。 

以弗所書 6:14-18 

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

甲， 

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

切火燒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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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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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二章 釋放

了神聖的生命；復活；在神聖的生命

裡得了榮耀；成了神的長子，帶著許

多弟兄 

週三  2/24 

提摩太後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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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12:1 

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

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憑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使徒行傳 20:24 

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

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鄭重見

證神恩典的福音。 

哥林多前書 9:24-26 

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 

人？你們應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

得能壞的華冠，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華冠。 

26 所以我這樣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這樣鬥

拳，不像打空氣的； 

腓立比書 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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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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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二章 成了

賜生命的靈；吹進信徒裡面；被高舉 

週四 2/25 

希伯來書 12:2 

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

者；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

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詩篇 27:4 

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

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

殿裡求問。 

希伯來書 2:9;12:3 

2:9 惟獨看見耶穌得了榮耀尊貴為冠冕，祂為著受

死的苦，成為比天使微小一點的，好叫祂因著神的

恩，為樣樣嚐到死味。 

12:3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自己的，你們要考量比

較，免得疲倦灰心。 

創世記 15:6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算為他的義。 

雅歌 1:4 

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他 

的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

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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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3:16-18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

由。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

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

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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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那靈

的應用 

週五  2/26 

提摩太後書 4:1,8,18,2,5 

1 我在神並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度，鄭重的囑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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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主必救我脫離各樣兇惡的事，也必救我進入祂

屬天的國。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豫備好，用全

般的恆忍和教訓，叫人知罪自責，譴責人，勸勉

人。 

5 你卻要凡事謹慎自守，忍受苦難，作傳福音者的

工作，盡你的職事。 

哥林多前書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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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7:14 

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 

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

被選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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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聖經

中的靈；神的靈；耶和華的靈；聖

靈；還沒有那靈 

週六 2/27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0 

10 並且等候祂的兒子從諸天降臨，就是祂從死人

中所復活，那拯救我們脫離要來忿怒的耶穌。 

啟示錄 22:20 

20 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

耶穌阿，我願你來！ 

腓立比書 3:20 

20 我們的國籍乃是在諸天之上，我們也熱切等待

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那裡降臨； 

路加福音 12:22-23,29-31,34,40 

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

命憂慮，喫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23 因為生命勝於食物，身體勝於衣服。 

29 你們不要尋求喫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掛心。 

30 因為這一切都是世上外邦人所急切尋求的，你

們的父卻知道你們需要這一切。 

31 但你們要尋求祂的國，這些就都要加給你們

了。 

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必在那

裡。 

40 你們也要豫備，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辰，人

子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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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週六 

詩  歌 補充本 詩歌 424 首 

主日 2/28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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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12-16 

12 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既是常順從的，不但我

與你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時候，更是

順從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 

13 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

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

代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

體顯在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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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9:24-26 

24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

人？你們應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

得能壞的華冠，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華冠。 

26 所以我這樣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這樣鬥

拳，不像打空氣的； 

提摩太後書 4:17,22 

17 惟有主與我站在一起，加給我能力，使福音藉

著我傳得完全，叫一切的外邦人都可聽見；我也從

獅子口裡被救出來。 

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參讀：提摩太前書生命讀經 第二、十二篇；希伯

來書生命讀經 第五十篇；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三年

第三册 諸天之國的要義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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