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第二週) 神、人和撒但                      2021 年 3 月 15日- 3月 21 日 

 

綱要 

壹 全本聖經就是記載神、人、和撒但的事；所以

我們讀聖經，不僅要懂得神的事和人的事，還

必須懂得撒但的事—創一 1，26～28，三 1，

4，15，賽十四 12～14，結二八 12～19：  

貳 約伯記一至二章的景象描述在天上所舉行關於

約伯的兩次會議—一 6～12，二 1～7：  

叁 撒但有他的國，就是黑暗的權勢—太十二 26，

徒二六 18，西一 13： 

肆 主耶穌藉着祂在地上的職事和祂在十字架上的

死，勝過了撒但—約壹三 8，太二七 51～53，

西二 14～15，來二 14：  

伍 作爲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徒和神的兒女，我們需

要學習在基督裏勝過撒但—弗六 12，彼前五 8

～9，約壹五 18： 

陸 『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

羅十六 20：     

柒 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寶座那裏之後，天上就有爭

戰，撒但和他的使者要被摔在地上，並且神的

國要顯明—啓十二 5，7～11：  

週一 3/15                                                          *禱讀 

以賽亞書 14:12-14 

*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

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13 你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

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

極處。 

*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彼得前書 5:5-6, 8-9  

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

待，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 

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

時候，可以叫你們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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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5-8 (7-8) 

5 你們裡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的： 

6 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

珍，緊持不放， 

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的樣

式； 

8 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四章 在地

位上聖別;稱義;與神和好;重生 

週二 3/16 

約伯記 2:4-7; 1:6-8 

*2:4 撒但回答耶和華說，人以皮代皮，為了自己的

性命，情願付出一切所有的。 

*2:5 你且伸手，傷他的骨頭和他的肉；他必當面咒

詛你。 

*2:6 耶和華對撒但說，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

性命。 

*2:7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去，擊打約伯，使他

從腳掌到頭頂都長了毒瘡。 

1:6 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

也來在其中。 

1:7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從那裡來？撒但回答說，

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 

1:8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

沒有？地上沒有人像他完全且正直，敬畏神，遠離

惡事。 

路加福音 22:31-32 

31 西門，西門，看哪，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

你們像麥子一樣。 

32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

回轉過來，要堅固你的弟兄。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四章 受

浸;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在靈

裡浸入基督的身體裡 

週三  3/17 

約翰壹書 3:8 

*8 犯罪的是出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為此，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要消除魔鬼的作為。 

希伯來書 2:14-16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

肉之體，為要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 

16 誠然祂不是救援天使，乃是救援亞伯拉罕的後

裔。 

歌羅西書 2:6-7, 14-15 

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7 在祂裡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著你們所

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著感謝，就要

在祂裡面行事為人。 

14 塗抹了規條上所寫，攻擊我們，反對我們的字

據，並且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15 既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

眾，仗著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約翰福音 12:31 

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四章 由那

靈內住並飲於那靈;在調和的靈裡生

活行動 

週四 3/18 

以弗所書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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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壹書 5:18 

*18 我們曉得凡從神生的都不犯罪，那從神生的，

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不摸他。 

提摩太後書 4:22 

*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晨更經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第二週) 神、人和撒但                      2021 年 3 月 15日- 3月 21 日 

 

哥林多後書 2:11 

11 免得我們給撒但佔了便宜，因我們並非不曉得

他的陰謀。 

以弗所書 6:10-11, 13-16, 18 

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

能，得著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

魔鬼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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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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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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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四章 在神

聖的生命裡長大並且被建造;魂裡變

化;在經歷上聖別;身體改變形狀;模

成基督 

週五 3/19 

羅馬書 16:20; 12:5; 16:1, 4; 6:19, 22; 8:6  

*16:20 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願

我們主耶穌的恩，與你們同在。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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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我向你們推薦我們的姊妹非比，她是在堅革

哩的召會的女執事， 

16:4 他們為我的性命，將自己的頸項置於度外，不

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召會也感謝他們； 

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著人的常情說，你

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

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

別。 

6:22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

僕，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遠的生命。 

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

是生命平安。 

腓立比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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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8:28-29 

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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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四章 得榮

耀;享受基督的路 

週六 3/20 

啟示錄 12:5, 11, 6-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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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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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她豫備的地方，

使她在那裡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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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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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要歡樂。只是

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曉得自己的時候不多，就

大大發怒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哥林多後書 5:14-15 

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

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

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二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637首 

主日 3/21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馬可福音 8:34-35 

34 於是耶穌叫群眾同祂的門徒來，對他們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

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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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2:31 

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羅馬書 3:25 

25 神擺出基督耶穌作平息處，是憑著祂的血，藉

著人的信，為要在神以寬容越過人先時所犯的罪

上，顯示祂的義；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加拉太書 5:16-17 

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

的情慾了。 

17 因為肉體縱任貪慾，抵抗那靈，那靈也抵抗肉

體，二者彼此敵對，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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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壹書 1:7 

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

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參讀：約伯記生命讀經第二, 三篇； 

   羅馬書生命讀經第三十, 四十九篇； 

   李常受文集,第三册,『聖經的十條路線』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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