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列王紀結晶讀經 ( 第十二週 ) 藉着在生命中作王， 過得勝的生活，而成爲生命城新耶路撒冷            2022 年 12 月 19 日 - 25 日 

 

綱 要 

壹 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得勝者的生活；所有新約

的得勝者都該是君王，他們得着洋溢之恩並洋溢

之義的恩賜，而在生命中作王—羅五17 

貳 聖經末了一卷的啓示錄乃是說到得勝者的書；在

二、三章裏，主向我們這些祂的信徒，就是我們

偉大的父亞伯拉罕的屬靈後裔，發出七重的呼召，

要我們成爲祂的得勝者（二7、11、17、26，三5、

12、21），就是那些征服一切撒但的混亂（參西

一17 下、18 下、10）並在神聖的經綸中得勝的

人（羅八37，林後二14） 

叁 我們要在生命中作王，成爲主的得勝者，就需要

看見我們已經重生得着神聖、屬靈、屬天、作王、

君尊的生命；主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

種子撒在地上』—可四26，約壹三9需要恢復真

正一的立場—弗四2 ～ 6、13,約十七11、14 ～ 23,

林前十16 ～ 17： 

肆 在經歷上，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聖生命的管治

之下 

伍 申命記啓示，正確的王首先要受神的話教導、管

制、規律並支配（十七14 ～ 15、18 ～ 20）；對

眾召會中的長老們和我們渴望在生命中作王的眾

人來說，這原則也是一樣（提後三14 ～ 17） 

陸 我們要在生命中作王，也需要在那靈的管治之下；

約瑟一生的記載乃是那靈管治的啓示，因爲那靈

的管治乃是成熟聖徒掌權的一面；這是在生命中

作王，就是在神國的實際裏受神聖生命約束並限

制的生活；這比那靈任何其他方面都高—羅五17、

21，十四17 ～ 18， 林前二15 ～ 16，林後二13 

～14，三17 ～ 18，提後四22，啓四1 ～ 3 

柒 我們需要看見並達到在生命中作王的目標；當我

們在生命中作王，活在神聖生命的管治之下時，

結果就是在召會生活中彰顯真正且實際的身體生

活—羅十二1 ～ 4、9 ～12、15 ～ 18，十四1 ～ 9，

十五1 ～ 13 

捌 我們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讓內住的基督作恩典在

我們裏面作王，『叫〔我們〕…得永遠的生命』；

這是在生命中作王的終極完成—來四16，羅五17、

21 

週一 12/19                                                  *禱讀 

啟示錄 1:6 

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

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羅馬書 5:10,17,21 
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

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裡得救了。 

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

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藉著耶穌

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

叫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 

以弗所書 3:2 

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

管家職分， 

腓立比書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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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2:5,9 

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

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

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要叫你們宣

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一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二篇 關於神的經綸 

 

週二 12/20 

啟示錄 2:7;19:7 

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

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加拉太書 3:7,29 

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 

29 你們既屬於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

應許為後嗣了。 

約翰福音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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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 6:24-27 
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26 願耶和華向你揚臉，賜你平安。 

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

給他們。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

們眾人同在。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十二週, 週二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二篇 ‘經綸’的字義解釋 

週三  12/ 21 

馬可福音 4:26-29 

26 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

上， 

27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子就發芽漸長，怎麼

會這樣，他並不知道。 

28 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

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 

29 穀既熟了，他立刻用鐮刀去割，因為收割的時候

到了。 

路加福音 17:21 

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或說，在那裡；因

為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哥林多前書 3:6-7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7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啟示錄 14:4
(中) -5 

4 羔羊無論往那裡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

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5 在他們口中找不著謊言，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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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三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二篇 神的經綸就是神的家庭行政 

週四 12/22 

申命記 17:18,20 

18 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

為自己抄錄一本， 

20 免得他向弟兄心裡高傲，離了這誡命，或偏左或

偏右。這樣，他和他的子孫在以色列中治國的日子，

就得以長久。 

約翰福音 15:9-11 

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住在我的愛

裡。 

10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裡，正如我

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裡。 

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可以

在你們裡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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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四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第二

篇  神經綸的內容 

週五 12/ 23 

創世記 45:5;50:20 
45:5 現在，不要因為你們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

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50:20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

的，要使許多人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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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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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4:4-5 
4 你們要在主裡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宜人。主是近的。 

羅馬書 1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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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這樣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 第十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一篇 神實行祂經綸的方式；神聖三一

的神聖分賜 

週六 12/24 

以弗所書 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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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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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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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3-5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

基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

們； 

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以弗所書 3:17-21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

生根立基， 

 

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

長、高、深， 

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

為神一切的豐滿。 

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極其充盈

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十二週,週六 

主日 12/25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哥林多前書 12:31;13:1-8,13 

12:31 但你們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賜。我還要把極超越

的路指示你們。 

13:1 我若能說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就成

了鳴的鑼、響的鈸。 

13:2 我若有申言的恩賜，也明白一切的奧祕，和一

切的知識，並有全備的信，以致能彀移山，卻沒有

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13:3 我若將我一切所有的變賣為食物分給人喫，又

捨己身叫我可以誇口，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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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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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3:8 愛是永不敗落；但申言終必歸於無用，方言終

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用。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

的是愛。 

詩    歌 大本 詩歌  第745首 

參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 經歷神

生機的救恩等於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第四至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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