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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7/12                                                                     *禱讀 

第七篇   

神興起底波拉 

作以色列的士師並作以色列的母， 

她實行女人對男人的服從，以守住神的定命， 

並將全以色列帶進正確的等次， 

服在神的作王和做頭之下 

 

相關經節 

以賽亞書 32:1, 33:2  

32:1 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作王，必有首領按公平掌權。 

33:2 耶和華阿，求你恩待我們；我們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

們的膀臂，又在遭難的時候為我們的拯救。 

腓立比書2:9-11 

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叫

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穌的名裡，萬膝都要跪拜，

11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哥林多前書11:3-6, 10 

3 我且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

是基督的頭。 

4 凡男人禱告，或是申言，若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5 但凡女人禱告，或是申言，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 

6 女人若不蒙著頭，就該剪了頭髮；女人若以剪髮或剃髮為羞

愧，就該把自己蒙起來。 

10 因此，女人為著天使的緣故，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表記。 

彼得前書3:5 

因為從前那仰望神的聖別婦人，也是這樣妝飾自己，服從自

己的丈夫， 

士師記5:16-17, 31 

16 你為何坐在羊圈之間，聽召喚群羊的笛聲呢？在流便的族

系中，有心中設大謀的。 

17 基列人在約但河外居住。但人為何等在船上？亞設人在海

岸坐著，在港口居住。 

31 耶和華阿，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

現，光輝烈烈。這樣，那地太平四十年。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十一章 起初的靈成了聯結

的靈（二）；一的三面 

週二 7/13 

第八篇   

基甸作神大能勇士的內在意義 

 

相關經節 

士師記6:11-12 

11耶和華的使者來到俄弗拉，在那裡坐在屬於亞比以謝人約阿

施的橡樹下；約阿施的兒子基甸正在酒醡那裡打麥子，為要

逃躲米甸人。 

12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耶和華與

你同在。 

約翰福音8:29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祂沒有撇下我獨自一人，因為我始

終作祂所喜悅的事。 

羅馬書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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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13:52 

門徒就被喜樂和聖靈充滿。 

提摩太後書4: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豫備好，用全般的恆忍和

教訓，叫人知罪自責，譴責人，勸勉人。 

馬太福音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 

約翰福音5:44 

你們互相受榮耀，卻不尋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怎能信我

呢？ 

加拉太書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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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12:25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羅馬書2:4 

還是你藐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與恆忍，不曉得神的恩慈是

領你悔改？ 

歌羅西書3: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是淫亂、污穢、邪情、惡

慾和貪婪，貪婪就是拜偶像， 

以弗所書5:5 

因為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

婪的，（就是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得不到基

業。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十一章   在三一神裏的一； 

蓋印之靈的擴展 

週三  7/14 

第九篇   

以色列人沒有王， 

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相關經節 

士師記 2:10-11, 3:7, 8:33, 21:25; 

2:10 那一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在他們之後，有另一代

的人興起，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

的事。 

2:11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 

3:7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

去事奉諸巴力和亞舍拉； 

8:33 基甸死後，以色列人又轉去隨從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

利土為他們的神。 

21:25 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

事。 

提多書2:14 

祂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的不法，並潔淨我們，

歸祂自己成為獨特的子民，作祂特有的產業，熱心行善。 

加拉太書1:4 

基督照著我們神與父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要把我

們從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救出來。 

馬太福音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提摩太前書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

論，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綸並無助益。 

以弗所書1:10; 3:9-10;  

1: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

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裡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

綸，向眾人照明， 

3: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

萬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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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提摩太前書2:1 

所以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十一章   聯結的靈；保守一 

週四 7/15 

第十篇   

路得揀選她的目標， 

使用她的權利，尋找她的安息， 

並得着賞賜來為著神的經綸 
 

相關經節 

路得記1:8-9, 16-17, 22, 3:1-2; 

1:8 拿俄米對兩個兒媳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罷。願耶和華以

恩慈待你們，像你們以恩慈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 

1:9 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尋得安息。於是拿俄米與她

們親嘴，她們就放聲而哭， 

1:16 路得說，不要催我離開你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裡去，我

也往那裡去；你在那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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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1:17 你在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你

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的降罰與我。 

1:22 拿俄米和她兒媳摩押女子路得，從摩押鄉間回來；她們到

了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對她說，女兒阿，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

之處，使你享福麼？ 

3:2 你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波阿斯不是我們相識的人麼？

看哪，他今夜在禾場上簸大麥。 

申命記12:9 

因為直到如今，你們還沒有進入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

所給你的產業。 

馬太福音11:28-29 

28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29

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

魂裡就必得安息； 

羅馬書7: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向著律法也

已經是死的了，叫你們歸與別人，就是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

的，使我們結果子給神。 

哥林多後書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

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以弗所書5:25-27 

25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

自己，26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27祂好

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

病，好使她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哥林多前書2:9 

只是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

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十一章  與聯結的靈合作；達

到一的步驟 

週五 7/16 

第十一篇 

波阿斯與路得豫表基督與召會 

 

相關經節 

路得記 2:1-2, 14;4:9-10 

2:1 拿俄米在她丈夫以利米勒的家族中，有一個相識的人，是

個大財主，名叫波阿斯。 

2:2 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請你讓我往田間去，我在誰的

眼中蒙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拿俄米說，女兒阿，你

只管去。 

2:14 到了喫飯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說，你到這裡來喫點餅，

將餅蘸在醋裡。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波阿斯把烘了

的穗子遞給她。她喫飽了，還有餘剩的。 

4:9 波阿斯對長老和眾民說，你們今日作見證，凡屬以利米勒

和基連、瑪倫的，我都從拿俄米手中置買了； 

4:10 我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妻，好叫死人的名得以

在他的產業上存立，免得死人的名從他的弟兄中，並從他本

鄉滅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以弗所書 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

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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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54:5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救贖你

的，是以色列的聖者；祂必稱為全地的神。 

哥林多後書 1:21-22;  

21 然而那把我們同你們，堅固的聯於基督，並且膏了我們的，

就是神；22 祂既印了我們，又賜那靈在我們心裡作質。 

以弗所書5:28-29;  

28 丈夫也當照樣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愛自己

妻子的，便是愛自己了。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

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 

哥林多後書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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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十一章   讓聯結的靈橫過；

和平的聯索；願意讓聯結的靈橫過 

週六 7/17 

第十二篇 

在主的恢復裏走生命的路 

 

相關經節 

約翰福音1:4; 10:10
下
; 11:25; 14:6;  

1: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0:10
下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

死了，也必復活；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裡去。 

馬太福音7:13-14;  

13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毀壞的，那門寬，那路闊，進去的

人也多；14引到生命的，那門窄，那路狹，找著的人也少。 

歌羅西書3:3-4;  

3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

在榮耀裡。 

 

約翰福音 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

要因我活著。 

羅馬書8:2, 6;  

2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

了罪與死的律。 

6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約翰一書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不愛弟兄的，

仍住在死中。 

詩  歌 大本詩歌 383 首 

主日 7/18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馬太福音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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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以弗所書 1:22-2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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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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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2:14-1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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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 

啟示錄 1:18; 2:8;  

1:18 又是那活著的；我曾死過，看哪，現在又活了，直活到

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2:8 你要寫信給在士每拿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

的、死過又活的，這樣說， 

約翰一書3:14
上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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