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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二九18上： 

貳  『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

箴二三23上： 

叁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箴二十27： 

肆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爲生命的果效發之 

於心』—箴四23： 

伍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十12下： 

 

週一 5/10                                                              

*禱讀 

箴言 29:18 

18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 

使徒行傳 26:19  

19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 

以弗所書 1:17-18  

17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

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18光照你們

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

徒中之基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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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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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九章 

啟示錄之鑰;全本聖經前後一致 

週二 5/11 

箴言 23:23  

23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要買智慧、訓誨和聰明

。 

約翰三書 1:3 

3有弟兄來見證你持守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為

人，我就大大歡樂。 

彼得前書 1:22 

22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魂，以致愛弟

兄沒有假冒，就當從清潔的心裡彼此熱切相愛； 

馬太福音 16:24-25  

24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25因為凡要救自

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

命的，必得著魂生命。 

約翰福音 8:32 

32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以弗所書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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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2:4-5 

4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

樣的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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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3:15 

15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九章 

不是實質的城;神永遠的居所 

週三  5/12 

箴言 20:27 

27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啟示錄 4:5 

5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

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約翰一書 1:5

 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祂

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羅馬書 8:16 

16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馬書 12:11 

11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以弗所書 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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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139:23-24  

23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試煉我，知道

我的思慮；24看在我裡面有甚麼害人的行徑沒有，

引導我走永遠的道路。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九章 

末了和最大的表號 

週四 5/13 

箴言4:23 

23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生命的果效發之於心。 

馬太福音 5:8 

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以西結書 36:26 

26我也要賜給你們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

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羅馬書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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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就是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人中

復活，就必得救；10因為人心裡信，就得著義；口

裡承認，就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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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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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後書 3:5  

5願主修直你們心中的途徑，引導你們的心，進入神

的愛以愛神，並進入基督的忍耐以忍耐。 

以弗所書 3:17 

17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

生根立基，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3 

13好使你們的心，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臨的

時候，在我們的神與父面前，得以堅固，在聖別上

無可指摘。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四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 第十章 

新耶路撒冷－終極的總結（三）;解

經的兩大學派;神居所的啟示 

週五 5/14 

申命記 10:12 

12以色列阿，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行祂一切的道路，愛祂

，全心、全魂事奉祂，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3 

13好使你們的心，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臨的

時候，在我們的神與父面前，得以堅固，在聖別上

無可指摘。 

羅馬書 8:26-27，29 

26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

息，為我們代求。27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

思，因為祂是照著神為聖徒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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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1:2 

2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耶和華衡量人

心。 

彼得前書  3:4，15 

4乃要重於那以溫柔安靜的靈為不朽壞之妝飾的心中

隱藏的人，這在神面前是極有價值的。 

15只要心裡尊基督為聖，以祂為主，常作準備，好

對每一個問你們裡面盼望因由的人有所答辯， 

約翰福音 4:14 

14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十章 

伯特利－神的家;帳幕－神的家 

週六 5/15 

箴言10:12  

12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箴言17:9 

9遮掩人過的，是尋求愛；重題舊事的，離間密友。 

彼得前書  4:8 

8最要緊的，是彼此熱切相愛，因為愛能遮蓋眾多的

罪。 

哥林多前書 13:4-7，13 

4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

誇，不張狂，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

怒，不計算人的惡，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1

3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 

詩篇 32:1 

1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雅各書 5:20 

20這人該知道，那叫一個罪人從他錯謬的路上轉回

的，必救他的魂脫離死亡，也必遮蓋眾多的罪。 

歌羅西書 3:14 

14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晨興聖言 約伯記、箴言、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540首 

主日 5/16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以弗所書 4:11-13; 15-16; 5:1-2  

4:11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

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4:12為要成全聖

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4:13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

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了基督豐

滿之身材的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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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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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所以你們要效法神，好像蒙愛的兒女一樣；5:2 也要在愛裡行事為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獻與神，成為馨香之氣。 

 參讀： 箴言生命讀經 第五，七篇； 

 生命信息 第七十五章 

 召會事奉的中心異象，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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