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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壹 神的渴望乃是結束這個時代，並帶進國度時

代；要作這事，祂必須得着時代的憑藉 

貳 因爲召會並沒有達到神的目的，神就揀選一班

得勝者，他們能達到神的目的，並成功神的要

求；這是男孩子的原則 

叁 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但因有尼希米這真正的

得勝者，神仍能有祂時代的行動；他乃是對神

有時代價值之人的榜樣 

週一 3/1                                                           *禱讀 

啟示錄 12:5 

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

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那裡去了。 

希伯來書 10:22,4:16,7:25,11:6 

10:22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

脫開了邪惡的良心，在身體一面，也已經用清水洗

淨了，就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

進入至聖所；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

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

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啟示錄 3:18,11:15 

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

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

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

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

永遠遠。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八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復

合的靈 

 

 

 

週二 3/2 

創世記 3:15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

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

傷他的腳跟。 

啟示錄 12:1-2 

1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

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2 她懷了孕，忍受產難，疼痛要生，就呼叫。 

詩篇 2:8-9 

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

產業。 

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

器摔碎。 

啟示錄 2:26-27 

26 得勝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賜給他

權柄制伏列國； 

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窯戶的瓦器

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 

歌羅西書 1:16-17 

16 因為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

政的、掌權的，都是在祂裡面造的；萬有都是藉著

祂並為著祂造的；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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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耶穌

的靈，基督的靈，耶穌基督的靈 

週三  3/3 

啟示錄 12:10-11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

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

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

經被摔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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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2:31,16:11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

去。 

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啟示錄 12:9-10 

9 大龍就被摔下去，牠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

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

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

經被摔下去了。 

彼得後書 3:11,18 

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該當怎樣為

人，有聖別的生活和敬虔， 

18 你們卻要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

知識上長大。願榮耀歸與祂，從現今直到永遠之

日。阿們。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八週, 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主的

靈, 那靈與主相同 

週四 3/4 

啟示錄 12:7-9 

7 天上起了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

和牠的使者也爭戰， 

8 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 

9 大龍就被摔下去，牠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

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以弗所書 3:16-18,6: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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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

闊、長、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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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

能，得著加力。 

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

魔鬼的詭計，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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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5:8-9 

8 務要謹守、儆醒。你們的對頭魔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 

9 你們要抵擋他，要在信上堅固，知道你們在世上

的眾弟兄，也是遭遇同樣的苦難。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八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賜生

命的靈，生命之靈，神的七靈 

週五 3/5 

馬太福音 16:18-19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

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

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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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22-23 

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的頭； 

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 

以弗所書 4:15-16 

4: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

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

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

自己建造起來。 

 

使徒行傳 4:29,31 

29 主阿，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你鑒察，並叫你

的奴僕大放膽量，講說你的話， 

31 祈求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

充溢，放膽講說神的話。 

提摩太後書 1:7 

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

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八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三章  那

靈，那靈的功用 

週六 3/6 

列王紀上 8:48 

48 他們若在擄掠他們之仇敵的地，全心全魂歸向

你，又向著自己的地，就是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和你所選擇的城，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禱

告， 

彼得前書 5:2-3 

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監督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不是為著卑鄙的利

益，乃是出於熱切； 

3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乃是作群羊

的榜樣。 

腓立比書 2:2-4 

2 你們就要使我的喜樂滿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

事，有相同的愛，魂裡聯結，思念同一件事， 

3 凡事都不私圖好爭，也不貪圖虛榮，只要心思卑

微，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單看重自己的長處，也看重別人的。 

哥林多後書 5:20 

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

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要與神和好。 

尼希米記 5:15-16,18-19 

15 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除了征收銀

子四十舍客勒以外，又索要糧食和酒，就是他們的

僕人也轄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 

16 並且我堅定持續作城牆的工，並沒有置買田

地；我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裡作工。 

18 每日豫備的有一隻公牛，六隻肥羊，又為我豫

備一些飛禽；每十日一次，多豫備各樣的酒。雖然

如此，我並不要省長的俸祿，因為百姓服役甚重。 

19 我的神阿，求你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

事，以善待我。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八週, 週六 

詩  歌 補充本 詩歌 917 首 

主日 3/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11 

2 因為你們自己明確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

間的賊一樣。 

3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毀滅忽然臨到他們，如

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像賊一樣

突然抓住你們； 

5 因為你們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

黑夜的，也不是屬黑暗的。 

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其餘的人一樣，總要儆醒

謹守。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

醉。 

8 但我們既是屬於白晝，就當謹慎自守，穿上信和

愛的胸甲，並戴上救恩之望的頭盔。 

9 因為神沒有派定我們受忿怒，乃是派定我們藉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著救恩。 

10 祂為我們死，好叫我們無論醒著或睡著，都可

與祂同活。 

11 所以你們要彼此安慰，互相建造，正如你們一

向所行的。 

參讀：希伯來書生命讀經第三十二篇；啓示錄生命讀經

第三十四至三十五篇, 第三十九篇；倪柝聲文集第二輯

第十四册『聖潔沒有瑕疵』第四章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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