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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壹 在大衛的歷史裏（撒上十六 1~撒下二四 25），

我們需要看見神的主宰以及大衛學十字架的功

課：   

貳 大衛顧到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神約櫃的居所

─撒下六 1~七 29，詩一三二 1~18： 

叄 聖經記載神對大衛懲罰的審判，今天對我們乃

是警戒（林前十 11）；神不僅滿有慈愛憐憫，

也是公正可畏的；神赦免大衛，但祂也照着祂

行政的公義，管教並懲治大衛（撒下十二

10~14）：    

週一 6/13                                                         *禱讀 

撒母耳記上 17:45-47 

45 大衛對那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

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在萬軍之耶和華，就是

你所辱罵以色列軍陣之神的名裡。 

46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裡；我必殺你，取

下你的頭。我又要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

鳥、地上的野獸喫。全地就必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47 聚集在這裡的眾人也必知道耶和華施行拯救，

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在於耶和華。祂必

將你們交在我們手裡。 

馬太福音 10:29-31 

29 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么？沒有你們父的許

可，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 

30 就是連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31 所以不要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詩篇 31:14-15 

14 耶和華阿，我仍舊信靠你;我說，你是我的神。 

15 我一生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

手，和那些追逼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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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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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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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一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八章:老底嘉教會

(第 1-4段)    

週二 6/14 

加拉太書 5:17, 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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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

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

事，我現在事先告訴你們，正如我先前說過的：行

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 

羅馬書 14:17; 12:18-21 

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12:18 若是可能，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2:19 親愛的，不要為自己伸冤，寧可給神的忿怒

留地步，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 

12:20 反而“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喫，若渴

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

的頭上。” 

12:21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以弗所書 4:26 

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馬太福音 10:38-39 

38 不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的，也配不過我。 

39 得著魂生命的，必要喪失魂生命；為我的緣故

喪失魂生命的，必要得著魂生命。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二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八章:老底嘉教會

(第 5-9段)  

週三  6/15 

撒母耳記上 24:4-6 

4 跟隨大衛的人對他說，耶和華曾對你說，我要將

你的仇敵交在你手裡，你可以照你看為好的待他；

如今那日子到了。大衛就起來，悄悄的割下掃羅外

袍的衣邊。 

5 隨後大衛心中自責，因為割下掃羅的衣邊； 

6 他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

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作這樣伸手害他的事，

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腓立比書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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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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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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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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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

上發動。 

使徒行傳 13:22 

22 既廢了掃羅，就興起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

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乎我心

的人，必實行我一切的旨意。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三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八章:老底嘉教會

(第 10-13段) 

週四 6/16 

撒母耳記下 7:5, 11 

5 你去對我僕人大衛說，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建造

殿宇給我居住麼？ 

11 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日子以來那

樣。我必使你得安息，不被一切仇敵擾亂。再者，

我耶和華向你宣告，耶和華必為你建立家室。 

歷代志下 3:1 

1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親大衛顯現的

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大衛

所豫備的地方，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撒母耳記下 7:1-4, 12-14 

1 王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得安息，不被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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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仇敵擾亂。 

2 那時，王對申言者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

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倒住在幔子裡。 

3 拿單對王說，凡你心中所想的，只管去作，因為

耶和華與你同在。 

4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 

12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

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你,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有了罪

孽，我必用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責打他；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四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八章:老底嘉教

會(第 14-18段)   

週五 6/17 

撒母耳記下 12:10 

10 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子為妻，故

此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哥林多前書 10:11 

11 這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都是鑑戒，並且寫

在經上，正是為警戒我們這生在諸世代終局的人。 

撒母耳記下 12:9, 14 

9 你為甚麼藐視耶和華的話，行祂眼中看為惡的

事？你用刀擊殺赫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子作你

的妻子；你是藉亞捫人的刀殺了他。 

14 只是你因著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

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兒子必定要死。 

彼得前書 4:1-2 

1 基督既在肉身受過苦，你們也當用同樣的心思武

裝自己，（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與罪斷絕

了；） 

2 好使你們不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肉

身中度餘下的光陰。 

詩篇 51:1-2, 4, 10, 17 

1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按你豐盛的憐恤

塗抹我的過犯。 

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並潔淨我的罪。 

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這

惡。因此你責備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的時候，

顯為清正。 

10 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

正直的靈。 

17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

的心，你必不輕看。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五 

團體閱讀 無 

週六 6/18 

列王紀上 11:13 

13 只是我不將全國從你撕去；我要因我僕人大衛

和我所選擇的耶路撒冷,將一個支派留給你的兒子. 

彼得前書 3:8-10 

8 總之，你們眾人都要心思一致，同情體恤，弟兄

相愛，心存慈憐，心思卑微。 

9 不以惡報惡，或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

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分。 

10 因為“那想要愛生命，看見好日子的，要禁止

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加拉太書 6:7-10 

7 不要受迷惑，神是嗤慢不得的，因為人種的是甚

麼，收的也是甚麼。 

8 為著自己的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壞；為著

那靈撒種的，必從那靈收永遠的生命。 

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心，到了適當

的時候，就要收成。 

10 所以我們有了時機，就當向眾人行善，尤其是

向信仰之家的人。 

路加福音 6:36-38 

36 你們要有憐恤，正如你們的父有憐恤一樣。 

37 你們不要審判，就絕不會受審判；你們不要定

罪，就絕不會被定罪；你們要赦免人,就必蒙赦免. 

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用十足的量

器，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

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545 

 

 

 

主日 6/19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撒母耳記上 2:35; 13:14 

2: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

意而行。我要為他建立穩固的家；他必永遠行在我

的受膏者面前。 

13:14 但現在你的國必不得繼續存立。耶和華已經

為自己尋著一個合乎祂心的人，耶和華已經立他作

百姓的領袖，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使徒行傳 13:22 

22 既廢了掃羅，就興起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

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乎我心

的人，必實行我一切的旨意。 

箴言 4:18 

18 但義人的途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

日午。 

希伯來書 10:36; 12:1-2 

10:36 你們所需要的乃是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

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12: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

著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憑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12: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

終者；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猶大書 1:2, 21, 24  

2 願憐憫、平安與愛，繁增的歸與你們。 

21 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憐憫，以至於永遠的生命。 

24 但願榮耀、尊大、權能和權柄，藉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歸與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並使你們無

瑕無疵，歡歡樂樂站在祂榮耀之前的，獨一的神我

們的救主， 

參讀：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十二至十五篇, 二十二

至二十三篇, 三十四篇；倪柝聲文集, 第五十七册, 

第二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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