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第三週) 在舊約裏約伯所經歷神的銷毀和剝奪，遠不如在新約裏保羅所經歷的    2021 年 3月 22日-28 日 

 

綱要 

壹 約伯受攪擾、困惑、迷惑到了極點，因爲他雖

然完全、正直且純全，卻有災禍臨到他的家產

和兒女，且有災病臨到他的身體：  

貳 在舊約裏約伯所經歷神的銷毀和剝奪，遠不如

在新約裏保羅所經歷的—提前一 16：   

週一 3/22                                                          *禱讀 

腓立比書 1:19-21; 4:6-8 

*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

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

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1: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4: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

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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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末了的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

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

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

你們都要思念。 

哥林多後書 4:7-9; 12:10 

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

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4:8 我們四面受

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無出路； 

4:9 遭逼迫，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滅亡； 

12:10 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

貧困、逼迫、困苦為可喜悅的，因我甚麼時候軟

弱，甚麼時候就有能力了。 

羅馬書 8:36-37 

36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37 然而藉著那愛我們

的，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五章 召會 

週二 3/23 

腓立比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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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4:17 

*17 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為

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約伯記 27:5-6 

5 我絕不稱你們為義！我至死必不丟棄自己的純全.      

6 我持定我的義，必不放鬆；在我一生的日子，我

的心必不責備我。 

提摩太前書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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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 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樣

的善工，裝備齊全。 

腓立比書 3:10,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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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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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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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五章 神的

家 

週三  3/24 

以賽亞書 57:15 

*15 因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遠、名為聖者的如此

說，我必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中痛悔和靈

裡卑微的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靈甦醒，也使痛

悔之人的心甦醒。 

羅馬書 1:9 

*9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裡所事奉的神，

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告中，常常不住的提到你們， 

啟示錄 1:10   

*10 當主日我在靈裡，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

號說， 

哥林多前書 6:17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羅馬書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加拉太書 5:25 

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著靈而行。 

以弗所書 4:1-6, 29 

1 所以我這在主裡的囚犯勸你們，行事為人要與你

們所蒙的呼召相配， 

2 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裡彼此擔就， 

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

盼望中蒙召的；     5 一主，一信，一浸； 

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

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

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五章 基督

的身體 

週四 3/25 

約翰福音 3:5   

*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

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加拉太書 2:20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

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

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歌羅西書 2:12  在受浸中與祂一同埋葬，也在受浸

中，藉著那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之神所運行的信心，

與祂一同復活。 

羅馬書 6: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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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約翰福音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

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 

哥林多前書 15:31, 36 

31 弟兄們，我指著我為你們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

所有的誇耀，鄭重的說，我是天天死。 

36 愚昧的人，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羅馬書 8:4-6 

4 使律法義的要求, 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

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5 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

肉體的事；照著靈的人, 思念那靈的事。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 就是死；心思置於靈, 乃是生

命平安。 

約翰壹書 2:20, 27 

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

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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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三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五章 那在

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彰顯） 

;神的豐滿（彰顯）(第 1-2段) 

週五 3/26 

哥林多後書 4:11-12; 1:8-9 

*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

使耶穌的生命, 也在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

身上發動。 

1:8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

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就是我們被壓太重，力不能

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1:9 自己裡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

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歌羅西書 1:24  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

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哥林多後書 12:9-10 

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誇我的

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 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貧

困、逼迫、困苦為可喜悅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

甚麼時候就有能力了。 

羅馬書 8:6, 10-11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

生命平安。 

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

靈卻因義是生命。 

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

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

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三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五章 神的

豐滿（彰顯）(第 3-6段) 

週六 3/27 

哥林多後書 4:10, 16-17; 3:17-18 

*4: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

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

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4:17 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的

為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3: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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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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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

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啟示錄 21:2, 5 

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豫

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

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三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461首 

主日 3/28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提摩太後書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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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所以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

我這主的囚犯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福音同受

苦難。 

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

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這恩典是歷世之

前，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顯明

出來。祂已經把死廢掉，藉著福音將生命和不朽壞

照耀出來； 

11 我為這福音被派作傳揚者，作使徒，作教師。 

12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然而我不以為

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守我所

託付的，直到那日。 

13 你從我聽的那健康話語的規範，要用基督耶穌

裡的信和愛持守著。 

14 你要藉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保守那美好

的託付。 

參讀：約伯記生命讀經第四, 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篇；腓立比書生命讀經第七篇；倪柝聲文集, 第五

册,『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第六篇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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