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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更經節                                                                                          而進入時代的職事—四段要緊的路程                                                          2022 年 11 月 7 日 - 11 月 13 日 

 

綱  要 

壹 以利亞是有他那時代之異象的時代執事（參瑪四

5~6，路一13~17、76~80，太十七1~13，啟十一3~12）；

主在每一個時代都有祂特別要作的事，有祂自己所要

恢復、要作的工作；祂在一個時代所要作那特別的恢

復和工作，就是那個時代的職事；以利亞的職事是他

要作相反的見證，告訴以色列人拜偶像乃是得罪神的

罪；當以色列眾人拜偶像時，以利亞告訴他們，他們

所拜的偶像是假神，唯有耶和華是真神： 

貳 雅各書五章十七至十八節說，“以利亞是與我們性

情相同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

六個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賜下雨水，地也

生出土產”： 

叁 以利沙跟隨以利亞，從吉甬到伯特利，從伯特利到

耶利哥，又從耶利哥到約但河，這表明我們若要進入

新約時代的職事，就必須內在的照著時代的異象，跟

隨時代的執事；我們要這麼作，就必須跟隨主，經過

四個要緊的地方—王下二1~14： 

肆 現今的時代乃是得勝者的時代，並且藉著現今時代

執事而有之現今時代的職事乃是發出主對得勝者的呼

召（得勝者就是那些看見永遠異象、活永遠生命並作

永遠工作的人—這就是看見神終極的目標，活出並作

出新耶路撒冷）；這些得勝者乃是為著建造基督身體

的實際，預備基督的新婦，並使基督的國得以顯出；

我們要在這末後的日子應付神終極的需要，就必須立

志成為得勝者，就是有活力的人—士五15~16、31，啟

二7、11、17、26~29，三5~6、12~13、21~22。 

週一 11/7                                                         *禱讀 

列王紀上 18:18 

18 以利亞說，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

家；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的誡命，去隨從諸巴力。 

腓立比書 3:7-8 

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

已經看作虧損。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

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瑪拉基書 4:5-6 

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申

言者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

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用咒詛擊打這地。 

路加福音 1:16-17 

16 他要使許多以色列子孫轉向主他們的神。 

17 他必憑以利亞的靈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親

的心轉向兒女，並叫悖逆的人轉向義人的精明，為主

豫備合用的百姓。 

約翰壹書 5:20-21 

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

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

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

遠的生命。21 孩子們，你們要保守自己，遠避偶像。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一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六篇 奉

獻接受主作人位: 關於操練靈的改正 

週二 11/8 

列王紀上 18:21, 37 

21 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若耶和華是神，就當跟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

跟從巴力。眾民一言不答。 

37 耶和華阿，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

和華是神，又知道是你叫他們的心回轉。 

馬太福音 4:8-10 

8 魔鬼又帶祂上到一座極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

萬國的榮耀，都指給祂看， 

9 對祂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 

10 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當拜主

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約翰福音 4:23-24 

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靈

和真實裡敬拜祂，因為父尋找這樣敬拜祂的人。 

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裡敬拜。 

約翰壹書 2:18-20 

18 小孩子們，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那敵基督

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

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

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會仍舊與我們同在；

但他們出去，是要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20 你們

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啟示錄 12:11 

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

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二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六篇 奉獻

接受主作人位: 奉獻的正確觀念 

週三  11/9 

雅各書 5:17-18 

17 以利亞是與我們性情相同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

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降在地上。 

18 他又禱告，天就賜下雨水，地也生出土產。 

列王紀上 19:11-12 

11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耶和華面前。那

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祂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

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

中；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

柔細的聲音。 

列王紀上 18:36-39(38-39) 

36 到了獻晚祭的時候，申言者以利亞近前來，說，亞

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華阿，求你今日使

人知道你在以色列中是神，也知道我是你的僕人，又

是憑你的話行這一切事。37 耶和華阿，求你應允我，

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又知道是你叫他

們的心回轉。*38 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

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裡的水。*39 眾民看見

了，就面伏於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 

羅馬書 11:2-5(4-5) 

2 神並沒有棄絕祂豫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們豈不曉得

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他怎樣向神控告以色列

人說，3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申言者，拆了你的祭

壇，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4 但

神的回話是怎麼對他說的？是說，“我為自己留下七

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5 在現今的時候，也

是這樣，照著恩典的揀選，還有剩下的餘數。 

以賽亞書 45:15 

15 救主以色列的神阿，你實在是自隱的神。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六篇 奉

獻接受主作人位: 奉獻接受主作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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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11/10 

列王紀下 2:1 

1 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以利亞與以

利沙從吉甲前行。 

腓立比書 3:3-8(3, 7-8) 

*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

穌裡誇口，不信靠肉體的。4 其實我也可以信靠肉體；

若別人自以為可以信靠肉體，我更可以：5 論割禮，

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於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是

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按律法說，是法利賽人；

6 按熱心說，是逼迫召會的；按律法上的義說，是無

可指摘的。*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

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

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

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加拉太書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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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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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8:6-9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

命平安。7 因為置於肉體的心思，是與神為仇，因它

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8 而且在肉體裡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悅。9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

就不在肉體裡，乃在靈裡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六篇 奉

獻接受主作人位: 脫離錯誤的觀念 

週五 11/11 

列王紀下 2:2 

2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你留在這裡，因耶和華已差遣

我到伯特利去。 

創世記 12:8 

8 從那裡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

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並且呼求耶和華的名。 

約翰壹書 2:15 

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

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約書亞記 6:1-2, 16, 20 

1 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緊，無人出入。 

2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

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16 到了第七

次，祭司吹號的時候，約書亞對百姓說，呼喊罷，因

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20 於是百姓呼喊，祭

司也吹號。百姓聽見號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進城，個個往前直上，將城奪取。 

哥林多後書 4:13 

13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說話；”我們既

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所以也就說話， 

以弗所書 6:12, 17-18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

屬靈勢力摔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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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六篇 奉獻

接受主作人位: 接受完整的幫助 

週六 11/12 

列王紀下 2:8, 14 

8 以利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擊打河水，水就左右分

開，二人走乾地而過。14 他拿著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

外衣擊打河水，說，耶和華以利亞的神在那裡呢？擊

打河水之後，水也左右分開，以利沙就過去了。 

哥林多後書 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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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

說話；”我們既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就信，所以也

就說話，14 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

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祂面前。15 

因為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典藉著更多的人而增多，

使感謝洋溢，以致榮耀歸與神。16 所以我們不喪膽，

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

在更新。17 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

的為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18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

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

不見的纔是永遠的。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二週,  週六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六篇 奉獻

接受主作人位: 被充滿以及完全的奉獻 

主日 11/13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以弗所書 6:10-20 

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得

著加力。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

抵擋魔鬼的詭計，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

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13 所以要拿起神

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

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

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

基，當作鞋穿在腳上；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

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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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

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煉的大使，）使我帶

著鎖煉，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詩    歌 大本 詩歌  第366首 

 

參讀: 倪柝聲文集第九冊 “四段要紧的路程”;  

李常受文集 1979 第二冊 事奉的基本功課, 第 17-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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