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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大衛、米非波設以及神的恩慈 

綱     要 

壹  撒下九章一至十三節記載大衛以恩慈待約拿單   

     的兒子米非波設： 

貳  米非波設無一點立場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 

 着了；關於我們與神也是一樣： 

叄  就屬靈一面說，我們都像掃羅王的孫子（撒下 

 四4）兩腿殘廢的米非波設一樣： 

肆  大衛對米非波設的恩慈表徵神的恩慈─撒下九 

 3，羅二4，弗二7，多三4~5： 

 

週一 7/25                                                        *禱讀 

撒母耳記下9:3, 7-9, 11; 

3王說，掃羅家還有人沒有？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

洗巴對王說，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是兩腿殘廢

的。 

7 大衛說，你不要懼怕，我必因你父親約拿單的緣

故，以恩慈待你，將你祖父掃羅一切的地都歸還你；

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喫飯。 

8 米非波設又叩拜，說，僕人算甚麼，不過如死狗

一般，竟蒙你這樣看顧！ 

9 王召了掃羅的僕人洗巴來，對他說，我已將原屬

掃羅和他全家的一切產業，都賜給你主人的兒子了。 

11洗巴對王說，凡我主我王吩咐僕人的，僕人都必

遵行。王又說，米非波設必在我席上喫飯，如同王

的一個兒子。 

以弗所書2:4-7; 3:8 

2:4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2:5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

與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 

2:6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諸天界裡， 

2:7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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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一 

團體閱讀 (生命樹) 第四章 對基督的享受和經

歷；我們享受主的結果 

週二 7/26 

羅馬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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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6:4, 6;  

4反倒在各樣的事上，在多方的忍耐上、在患難上、

在貧困上、在困苦上、 

6以純潔、以知識、以恆忍、以恩慈、以聖別的靈、

以無偽的愛、 

撒母耳記下9:4-6; 

4王說，他在那裡？洗巴對王說，他在羅底巴，亞

米利的兒子瑪吉家裡。 

5於是大衛王打發人去，從羅底巴亞米利的兒子瑪

吉家裡把他接來。 

6 掃羅的孫子，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來見大衛，

面伏於地叩拜。大衛說，米非波設。米非波設說，

僕人在此。 

羅馬書3:11 

11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以西結書34:11, 15-16
上 

11因為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

他們尋見。 

15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牧養我的羊群，使他們得

以躺臥。 

16
上
迷失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

的，我必纏裹；軟弱的，我必加強； 

彼得前書2:25 

25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

和監督了。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二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五章: 基督是生命樹和神

的羔羊；基督是神的殿；約翰福音

裡基督作我們享受的各種項目（第

1-4段） 

 

週三 7/27 

撒母耳記上20:14-15 

14我活著的時候，你要以耶和華的慈愛待我，免我

死亡； 

15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每一個仇敵的

時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慈愛。 

歌羅西書3:12 

12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穿

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柔、恆忍。 

路加福音15:20-24 

20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

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熱切的與他

親嘴。 

21兒子說，父親，我犯罪得罪了天，並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 

22父親卻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

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23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 

24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

就快樂起來。 

詩篇103:8-13  

8耶和華有憐恤，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

的慈愛。 

9 祂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0祂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對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

罪孽報應我們。 

11天離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人，也是

何等的大。 

12東離西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

遠。 

13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

祂的人。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三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五章: 約翰福音裡基督作

我們享受的各種項目（第 5-9段） 

週四 7/28 

撒母耳記下9:13 

13於是米非波設住在耶路撒冷，因為他常在王的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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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喫飯。他兩腿都是瘸的。 

希伯來書12: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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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惟獨看見耶穌得了榮耀尊貴為冠冕，祂為著受

死的苦，成為比天使微小一點的，好叫祂因著神的

恩，為樣樣嚐到死味。 

羅馬書8:1-4 

1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沒有定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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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律法因肉體而軟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

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

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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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1:13-15 

13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

我蒙了憐憫，因我是在不信中，無知而作的。 

14並且我們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穌裡

有信，又有愛。 

15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

是值得完全接受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尼希米記8:10 

10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喫肥美的，喝甘甜的，有

不能豫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

你們不要憂愁，因耶和華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四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五章: 約翰福音裡基督作

我們享受的各種項目（第 10-13

段） 

週五 7/29 

提多書3:4-5 

4然而，當我們救主神的恩慈，和祂對人的愛顯現

的時候，5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本於我們所成就

的義行，乃是照著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滌，和

聖靈的更新。 

約翰壹書4:9-10 

9神差祂的獨生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並

活著，在此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 

10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

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愛了。 

約翰福音1:14, 16-17 

14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

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

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16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著

耶穌基督來的。 

羅馬書9:15-16, 18, 23 

15因為祂對摩西說，“我要向誰施憐憫，就向誰施

憐憫；要對誰動憐恤，就對誰動憐恤。” 

16這樣看來，這不在於那定意的，也不在於那奔跑

的，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 

18這樣看來，神願意向誰施憐憫，就向誰施憐憫；

願意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23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

顯祂榮耀的豐富；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五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五章: 對神享受的終極完

成；享受基督的路 

週六 7/30 

以弗所書2:7-8; 4:32 

2:7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2:8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這並不是出於

你們，乃是神的恩賜； 

4:32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

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歌羅西書3:1-4, 12-15 

1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

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2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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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穿

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柔、恆忍。 

13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

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14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15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仲裁，你們在一個

身體裡蒙召，也是為了這平安；且要感恩。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週,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22 

 

主日 7/31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腓立比書2:1-11 

1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鼓勵，若有甚麼愛的安慰，

若有甚麼靈的交通，若有甚麼慈心、憐恤，2你們

就要使我的喜樂滿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

同的愛，魂裡聯結，思念同一件事，3凡事都不私

圖好爭，也不貪圖虛榮，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4各人不單看重自己的長處，也看重

別人的。5你們裡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的：

6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珍，

緊持不放，7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

為人的樣式；8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

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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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讀： 

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 32 篇； 

提多書生命讀經第 4-5 篇；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21，48 篇 ； 

新約總論第 8，10-1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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