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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04/12 

背诵经节 

腓立比书 3:13-14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

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

去得的奖赏。 

相关经节 

腓立比书 3:13-14 

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

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3:14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

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诗篇 73:26 

73:26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

磐石，又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 

哥林多前书 2:9 

2:9 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 

希伯来书 11:6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

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罗马书 8:6，11 

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

是生命平安。 

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

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祂住在

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以弗所书 3:16-21 

3: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

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

里生根立基， 

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

阔、长、高、深， 

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

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3:20 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

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建议每日阅读 

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不认识、

不明白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目的是什么。这里的景

象指明，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对所发生的那极痛苦、

极可怕的事毫不明白，而在他们的敬虔中感到困惑，

无法洞悉其原因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其结果将如

何。实际上，约伯的经历乃是神在祂神圣经纶里所采

取的一个步骤，要对自满的约伯实行销毁并剥夺，好

将约伯引进对神更深的追求，使他能得着神，而不是

得着神的祝福，或他凭自己的完全和纯全而有的成就。

神在约伯身上施行剥夺和销毁，好将他拆毁，使神能

有一个根据和一条路，用神自己重建约伯，使他成为

神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一样（但无分于祂的神

格），好彰显神（圣经恢复本，伯二 13注 1）。 

圣经里的神圣启示是渐进的。到了约伯的时候，

神圣启示的进展只达到亚伯拉罕时代的水平，就是罪

人需要神凭燔祭所流之血的救赎（伯一 5，四二 8）。

至于重生（约三 6，彼前一 23）、更新（林后四

16）、变化（罗十二 2）、模成（八 29）和得荣（23、

30）等事的神圣真理，在神旧约的经纶里，还没有明

确地启示给人。神无法向约伯和他的朋友讲说这些事，

因为他们是在神圣启示的原始阶段（参约三 7～12，

十六 12～13）。这些事乃是直到使徒保罗的时候，

才完整地启示出来。关于约伯和他朋友所不明白之事，

保罗领受了完满且明确的启示（弗三 3～6、9～11，

西一 25～27）。若没有保罗的书信，就难以明白约

伯记，因为关于神对付祂子民的目的，约伯记的结语

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观点。然而，按新约的观点就非

常清楚，神对付祂圣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们倒空一

切，单单接受神，作他们所赢得的（腓三 8，参诗七

三 25～26）。神心头的愿望乃是要我们完满地得着

祂作生命，作生命的供应，并作我们全人的一切（圣

经恢复本，伯二 13注 1）。 

（诗篇七十六篇二十六节提到），在神的圣所

里，诗人受指教单单以神自己，而不是神以外的任何

事物，为他的业分。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

并且似乎也兴旺。然而，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甚

至被神剥夺许多事物，正如约伯（伯一 6～二 10）和

使徒保罗（腓三 7～8）的例子一样。神对寻求祂者

的目的，是要他们在祂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

开对祂自己绝对的享受。这不是遵行律法的问题，像

在诗篇一篇所说者，也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得着神

并持守神作一切的问题（诗七三 26注 1）。 

约伯记写于神圣启示进展的早期，……所以没

有清楚启示神对付祂子民的目的。这启示没有给约伯，

乃是给了保罗。保罗的书信揭示，神对付我们的目的，

乃是要剥夺我们一切的事物，并销毁我们，好叫我们

更多得着神（腓三 8，林后四 16）（伯一 1注 1）。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六章 国度（一）（进入国

度～撒在福音书里的种子） 

 

周二 04/13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

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相关经节 

约翰福音 1:14 

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

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

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哥林多前书 15:45
下
 

15: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罗马书 8:29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

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彼得前书 1:3 

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曾

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

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使徒行传 13:33；2:36；5:31 

13:33 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稣

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2:36 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

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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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这一位，神已将祂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作元首，

作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 

建议每日阅读 

我们要来看永远并三一的神成为人，所经过最

奇妙、超越、奥秘并包罗万有的变化。神是完整、完

全、不变的，但祂经过了种种的变化。我年幼时，人

教导我说，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来十三 8）。但是等到我深入圣经内在的深处之后，

我发现只是这样说并不能充分解释有关基督深奥的奥

秘，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变化了。神成了人。

这岂不是变化么？（罗马书的结晶，二二○至二二一

页） 

三一神成了一个神人，将神性带进人性里，使

神性与人性调和，作为原型，以大量复制许多神人。

祂成了三一神具体的化身（约一 14），将神带给人，

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接受、可经历、可进入

并可享受的。 

神若没有变化成为人，就不可能过人性的生活。

祂虽然过着人性的生活，但不凭祂属人的生命，乃凭

祂神圣的生命活着，在祂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圣的

属性。这样的生活，乃是祂大量复制所产生许多神人

之人性生活的模型（彼前二 21）。（基督）的死不

仅是包罗万有的死；……祂的死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死。……为要完成这样的死，祂成了罪的肉体（但只

有其样式—罗八 3）。祂虽有罪之肉体的样式，但在

祂里面并没有罪（约壹三 5）。祂乃是这样成为罪

（林后五 21），并在肉体里定罪了罪（罗八

3）。……我们必须全力注意这事：祂乃是神；首先，

祂成了一个人；其次，祂成了神的具体化身，也就是

真帐幕；然后，祂成了羔羊（约一 29）。 

祂在成为人的时候，也成了蛇（只有其样式，

如铜蛇—民二一 4～9，约三 14）。……借着成为蛇，

祂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来二 14），就是那古蛇

（启十二 9，二十 2）；祂也审判了世界，这世界是

魔鬼（世界的王）的系统，就是由撒但系统化的工作

所发明的系统（约十二 31）。 

身为末后的亚当（林前十五 45 下），祂终结了

旧人。身为旧人的终结，祂钉死了旧人（罗六 6），

并了结了旧造。旧人是旧造的代表和中心；所以借着

废除了旧人，祂就了结了旧造。 

在祂胜过一切的复活里，祂成就了三件主要的

事。第一，祂提高了祂的人性，使祂得以由神生为神

的长子（徒十三 33，罗八 29）。第二，……祂成为

神的众子，就是祂许多的弟兄（彼前一 3，罗八 29）。

祂出生为神的长子，祂也成了神的众子。……在新人

里，基督是一切肢体，又在一切肢体之内（西三 10

下～11）。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为基督……。第三，

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是灵的基督，

包罗万有、复合的灵，作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

神的终极完成（林前十五 45 下，出三十 23～25）

（罗马书的结晶，二二一至二二五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六章 国度（一）（使徒行

传里的国度～启示录里的国度） 
 

周三 04/14 

背诵经节 

罗马书 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相关经节 

何西阿书 11:4 

11:4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松开他

们腮上的轭，温和地喂养他们。 

罗马书 8:37-39 

8: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

已经得胜有余了。 

8: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

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 

8: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

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耶利米书 31:3 

31:3 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

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 

罗马书 5:5，8 

5:5 盼望不至于蒙羞；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

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就在此将祂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约翰一书 4:8-10，16，19 

4:8 不爱弟兄的，未曾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4:9 神差祂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祂得生

并活着，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4: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爱了。 

4:16 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

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4:19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建议每日阅读 

“慈绳（直译，人的绳）爱索”这辞指明神用

祂神圣的爱爱我们，不是在神性的水平上，乃是在人

性的水平上。神的爱是神圣的，却是在人的绳里，也

就是借着基督的人性，临到我们。神所借以牵引我们

的绳子，包括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复

活和升天。借着基督在祂人性里的这一切步骤，神在

祂救恩里的爱才临到我们（罗五 8，约壹四 9～10）。

在基督之外，神永远长存的爱，就是祂不变、征服人

的爱，在我们身上就无法得胜。神不变的爱是得胜的，

因为这爱是在基督里、同着基督、借着基督并为着基

督的（圣经恢复本，何十一 4注 1）。 

因着神对我们不变的爱，以及基督为我们成就

的一切，患难逼迫不能压制或胜过我们；反而借着那

爱我们的，我们胜过且征服这一切而有余（罗八 37

注 1）。 

神的爱是祂永远救恩的源头。这爱乃是在基督

里，由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罗五 5），什么都不

能叫我们与神这爱隔绝（38～39）。这爱在神的救恩

里，成了基督对我们的爱（35），经过基督的恩，为

我们作了许多奇妙的事，直到在我们身上完成神完整

的救恩。这许多奇妙的事，惹起神的仇敌，用种种苦

难灾害（35～36）攻击我们。但这些攻击，因着我们

对神在基督里之爱的响应，都成了我们的益处（28）。

因此，我们在这一切苦难灾害上，都是得胜有余的

（37）。   

罗马书到八章末，已将神在基督里救恩的前半

讲完。这救恩已经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一面在神的

悦纳中，享受这救恩的源头，就是神在基督里，那任

何人事物都不能隔绝的爱；一面在神的生命中，经过

主灵的模成，而达到这救恩的终极目标，就是进入那

神圣无比的荣耀里，与神同荣耀（18、30）（圣经恢

复本，罗八 39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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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超越一切的升天里，祂成为万有的

元首，作基督身体的头（弗一 22～23，西一 18）。

祂被立为万有的元首，使祂可以作身体的头。祂也成

为主和基督（徒二 36）（一切君王的）元首和救主

（五 31）、我们在神新约经纶里的大祭司（来四 14，

七 26，九 11）、新约的中保（九 15）、更美之约的

保证（七 22）、新约信徒的辩护者（保惠师）（约

壹二 1，约十四 16、26，十五 26，十六 7）、新约信

徒的代求者，在神右边也在信徒里面代求（罗八 34、

26）和天上的执事（来八 2）。在已过的永远里，祂

不是这一切项目；乃是在祂超越一切的升天里，祂才

成了这一切项目。 

永远、三一之神成为人，所经过种种的变化，

乃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这样的异象应当支配、

指引并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直到我们见祂的时候

（罗马书的结晶，二二五至二二六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七章 国度（二）（开头～

诸天的国） 

 

周四 04/15 

背诵经节 

哥林多后书 3:16-17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

就几时除去了。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

里就有自由。 

相关经节 

哥林多后书 3:16-18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

由。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

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

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诗篇 27:4, 7-8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

殿里求问。 

27:7 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

并求你恩待我，应允我。 

27:8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

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约伯记 42:3-6 

42:3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故此我

说了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对我太奇妙，是我不知道

的。 

42:4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 

42: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42:6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建议每日阅读 

（我们的）心怎样向主开启呢？每当我们要定

规一件事，要有一个主张的时候，我们都该先转向主

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讨你的喜悦。”这样，

我们的心志就向主打开了。这一打开，主就进到我们

的心志里。每一次我们有所爱好，有所愿望时，我们

都当在那里停一停，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要

讨你的喜悦。”这样，我们的心情向主就开启了，主

当然就进到我们的心情里了。同样的，每一次我们思

想一件事时，先把我们的思想停一停，对主说，“主

啊，我爱你，我要讨你的喜悦。”这就是我们在心思

里，向主开了一个口，主就能从这个口，进到我们心

思里。……我们如此一再地在心思……里，向主敞开，

主的灵就能一再地得着机会，进到我们魂的各部分

（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路，一五六至一五七页）。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向主敞开，什么时候这个灵

就会从我们里面，往外面扩展到我们的心思、心情、

心志里。……（这事）有一个明显的证明，就是林后

三章所说的自由。……（17）。你的心思里一有主的

灵，你的心思定规有自由；你的心情里一有主的灵，

你的心情也一定有自由；你的心志里一有主的灵，你

的心志也必定是自由的。 

若有人说聚会沉闷，我们就要领悟是他自己里

面沉闷，因为他的灵，他里面沉闷，就感觉一切都沉

闷。……你若不让主的灵出来，你这个人定规是拘束、

下沉的。……你的心思、心情、心志就都……不自由，

而没有喜乐。……你不让灵通过，你自然没有自由。 

林后三章十八节说，“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

我们这个面孔，若是有条帕子盖上去，我们和屋内的

电光就有间隔，有遮蔽了；等我们把这个帕子拿去，

我们的面孔和电光就面对面，就能看见那个电光；这

就好像从镜子里返照。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自由，

就敞着脸，面对面朝着主，主的荣光照在我们脸孔上，

我们就如同镜子返照祂的荣光。这是没法装假的。 

我们一天天爱主，一天天给主机会，主一天天

地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就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

变化，最终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主自己。

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一种光景，说是主的形状也可以，

说是荣耀也可以，说是自由、释放也可以，说是主或

主的灵的同在也可以。因为这五个就是一个。主就是

那灵，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有了自由就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耀，从荣耀到荣耀，就变成主的形状。 

主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就长大、成熟了。

所以，我们的心要向主敞开，要让祂从我们的灵里出

来，进到我们的心思、心情、心志里。……我们的思

想像祂的思想，我们的爱好像祂的爱好，我们的主张

像祂的主张，我们这些人就有祂的形状（基督徒生命

成熟的路，一五八至一六○、一六四至一六六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七章 国度（二）（过渡时

期～从五旬节开始） 

 

周五 04/16 

背诵经节 

哥林多后书 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

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相关经节 

哥林多后书 4:10, 16-17; 1:8-9 

4:10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

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

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4:17 因为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地为

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 

1:8 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西亚所遭遇的患难，我

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1:9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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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6:6; 8:28; 12:2 

6:6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的

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腓立比书 4:12-13 

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

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

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4: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 

约翰福音 12:24-25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

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12:25 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丧失魂生命；在这世

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归入永远的生

命。 

建议每日阅读 

借着重生，借着第二次的出生，我们都成了新

人。如今我们（凭天然的出生，）外面是老旧的，但

我们里面乃是新的。然而神并不满意于把我们留在旧

人里。祂要我们的旧人借着变化而更新。变化使我们

从一个形状，就是从旧人的形状，迁移到另一个形状，

就是新人的形状。……主乃是借着基督之死的杀死来

完成这事。 

在（林后四章十节）这里，“治死”的意思是

“杀死”。基督的死杀死我们，祂的死就是我们里面

那杀死的性能（基督徒的生活，一八九至一九○页）。 

我们不该忘记祂的死乃是包括在包罗万有、复

合的灵里……，由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里

复合的膏油所表征。这复合的灵有神作为基本的成分，

由一欣的橄榄油所表征。这油复合着四种香料—没药、

肉桂、菖蒲和桂皮。这四种香料表征基督之死和复活

的元素。不仅如此，四这个数字表征受造的人。因此，

膏油所表征的那灵乃是神与人的复合。神人耶稣已经

与祂死和复活的元素复合在一起。 

在今天的抗生素里，有一些元素是非常活跃的，

可以杀死细菌。照样，在复合之灵这个大药剂里，有

基督之死的元素，活跃的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事

物。 

在神的神圣和主宰的安排之下，我们整个的环

境都是一种杀死。……妻子、丈夫、儿女、弟兄以及

我们环境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主所用来杀死我们的

刀子。 

十字架的杀死，就是基督之死的杀死，引进复

活。当我们乐意受苦并被杀死的时候，我们就活基督，

显大基督，并且基督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

就被变化。我们在祂死的杀死之下享受基督。 

每一件和我们有关的事，都是在主的主宰安排

之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和谁结婚，完全都

不在于我们。一位弟兄可能拣选一位姊妹作妻子，后

来却可能想自己选错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吩咐作丈夫

的要爱他们的妻子（弗五 25）。在主的主宰安排下，

我们每天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处。……每一天我们都

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下，使祂的生命能显明在我们的身

体上，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基督徒的生活，一九○、

一九二至一九三、一九五页）。 

我们与生俱来的所是，无论好坏，无论有没有

用，都是天然的，都是拦阻圣灵将神圣的生命构成到

我们这人里面。为这缘故，我们天然的力量、天然的

智慧、天然的聪明、天然的个性、天然的缺点、天然

的美德和天然的属性，加上我们的性格和习惯，都必

须被拆毁，好使圣灵在我们里面形成新的个性、新的

性格、新的习惯、新的美德和新的属性。为了完成这

重新构成的工作，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用神圣

的生命光照、感动、引导并浸透我们；祂也在我们的

环境里作工，安排我们处境里的每一细节和人事物，

好拆毁我们天然的所是（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

先见，一一八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七章 国度（二）（诸天之

国的实际～诸天之国的外表） 

 

周六 04/17 

背诵经节 

罗马书 5:3-4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

夸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

望。 

相关经节 

哥林多后书 4:1 

4:1 因此，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职事，就

不丧胆， 

罗马书 5:3-4 

5: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夸耀，因

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5:4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歌罗西书 1:24-25 

1:24 现在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并且为基

督的身体，就是为召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欠； 

1:25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作了召会的

执事，要完成神的话， 

哥林多后书 12:9-10; 5:14-15 

12: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2:10 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

贫困、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有能力了。 

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人既

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5: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

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建议每日阅读 

职事出自启示加上苦难。人若没有启示，

就……没有什么可供应的。人也许有启示，但若缺少

苦难，他仍没有职事。……职事是（比教训）更高更

深的。恩赐是肤浅的，价值低；职事是有分量的，价

值高。你若从神领受了启示，祂就要将你摆在苦难中，

为要使你有职事。 

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著作能看见，在他忍受苦难

之前，他领受了启示。他领受了启示，没有立刻出去，

将这启示当作教训或知识传给人。这样作不会是职事，

乃是一种教训或恩赐的运用。他领受启示之后，主就

将他摆在一些苦难中。因此，他所有的书信中都有这

次序：第一是启示，第二是苦难，第三是出自前二者

的职事。领受启示是一回事；将这启示作到我们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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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是另一回事（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

二一一至二一二页）。 

我们能供应别人的生命有多少，实际有多少，

基督的丰富有多少，完全在于两个元素：我们领受了

多少启示，以及我们为所得的启示经过了多少苦难。 

我与倪弟兄在一起多年。……他是一个属于十

字架的人。他从各方所接受的苦难就是十字架的工作，

他所领受关于十字架的启示也作到他里面。……我能

从我深处见证，他所作的就是职事；他所作的就是他

所是的（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二一二至

二一三页）。 

我们天然的人需要圣别、变化并模成。所以，

神带进某些患难和苦难，叫我们得益处。……患难和

苦难是为着我们的变化。我们都宝贵平安、恩典和荣

耀，但没有人喜欢患难。 

患难实际上是恩典连同基督一切丰富的化

身。……我们若说我们宝贵恩典却不宝贵患难，这就

好像说我们爱神却不爱耶稣。然而，拒绝耶稣就是拒

绝神。同样，拒绝患难就是拒绝恩典。……神成为肉

体就是祂恩典的眷临。……我们若爱祂的眷临，就必

须爱祂的成为肉体。恩典与患难是一样的；患难是眷

临我们之恩典的化身。虽然我们爱神的恩典，但我们

也必须亲吻患难，就是恩典的化身，恩典甜美的眷临。 

患难的经历产生忍耐（罗五 3）。这里的忍耐，

意思是坚忍；坚忍是耐心加上受苦的产物。我们没有

人生来就有忍耐，忍耐是借着忍受患难所产生

的。……忍耐生老练（4）。老练是一种蒙称许的品

质或属性，是忍受并经历患难和试验的结果。因此，

老练是能被称许的品质或属性。有时候，年轻弟兄很

难得着别人的称许。他们需要忍耐，这忍耐产生容易

被别人称许的品质。患难带进忍耐，忍耐产生蒙称许

的品质（罗马书生命读经，一二二至一二四页）。 

 

经历基督─盛装祂 

（大本 425首) 

1. 我是受造的瓦器，宝贝基督放我里； 

我须作祂的器皿，祂作内容来藏隐。 

 

2. 照祂形像我被造，适合基督来住着； 

神使器皿的形状，与其内容能相像。 

3. 祂今居留在我灵，用祂大能来支撑； 

我得与祂成一灵，受祂实际的供应。 

 

4. 天天居衷在感动，时时调和相交通； 

所有脚步祂保守，每一部分祂浸透。 

 

5. 让祂由衷得表现，使祂在我被人见； 

我须透明又透亮，祂可借我得显彰。 

 

6. 变化乃是我所需，全人破碎无所余； 

泥土得改原形状，变成宝贝的模样。 

 

主日 04/18 

背诵经节 

罗马书 8: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相关经节 

罗马书 8:31-39 

8:31 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神若帮助我

们，谁能抵挡我们？ 

8:32 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

不也把万有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么？ 

8: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8:34 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

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 

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么？

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么？是危险

么？是刀剑么？ 

8:36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8:37 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

已经得胜有余了。 

8: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

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能的， 

8:39 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

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