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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雅歌 — 個別信徒與基督愛的交通中

進展的經歷，爲着豫備基督的新婦.                     

綱 要 

壹 雅歌是一首詩，其主題是一個絕佳婚姻裏愛

的歷史，啓示出個別信徒與基督愛的交通中

進展的經歷，爲着在六個主要階段中豫備祂

的新婦.  

貳 作爲這卷詩意之書的結語，基督的佳偶禱告，

求她的良人在祂復活的大能(羚羊和小牡鹿）

裏快快回來，設立那要充滿全地，祂甘甜美

麗的國(香草山) - 歌 8:1,啓 11:15,但 2:35.  

週一 1/16                                                          *禱讀 

雅歌 1:2, 4 

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他

的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

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何西阿書 11:4 上 

4 上 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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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12 

12 當以嘴親子，恐怕祂發怒，你們便在路中滅亡，

因為祂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奔於祂的，都是有福

的。 

約翰福音 14:23 

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

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同他安排住處。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六篇:約翰福音裡奧秘的真理(三)  

週二 1/17 

雅歌 2:8-10, 13-14 

8 聽阿，是我良人的聲音；看哪，他躥山越嶺而來。 

9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牡鹿。他站在我們牆

壁後，從窗戶往裡觀看，從窗櫺往裡探視。 

10 我良人回應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

與我同去； 

13 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

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 

14 我的鴿子阿，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隱密處，

求你讓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因為你的

聲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 

羅馬書 8:2, 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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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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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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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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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六篇:基督教的錯謬;約翰十六章十

五節裡的父、子、靈  

 

週三  1/18 

雅歌 3:9-10; 4:12, 16  

3:9 所羅門王用利巴嫩木，為自己製造一乘華轎。 

3:10 轎柱是用銀作的，轎底是用金作的；坐墊是紫

色的；其中所舖的，是耶路撒冷眾女子的愛情。 

4:12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

封閉的泉。 

4:16 北風阿，醒起！南風阿，吹來！吹在我的園內，

使其中的香氣散發出來。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園裡，

喫他佳美的果子。 

以弗所書 2:22 

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 

哥林多後書 5:14 

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

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羅馬書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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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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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六篇:輸送的奧秘 

週四 1/19 

雅歌 6:10, 13 

10 那向前觀望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

威武如展開旌旗軍隊的是誰呢？ 

13 回來，回來，書拉密女阿；回來，回來，使我們

得觀看你。你們為何要觀看書拉密女，像觀看二營

軍兵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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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15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代

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

顯在世界裡， 

詩篇 110:3 

3 當你爭戰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獻為彩飾，甘心

獻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對你必如清晨的甘露。 

哥林多後書 3:18; 13:3-4 

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

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

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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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因為你們尋求基督在我裡面說話的憑證。基督

向著你們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裡面乃是有大能的。 

13:4 祂固然由於軟弱被釘十字架，卻由於神的大能

仍然活著。我們在祂裡面也是軟弱，但由於神向著

你們的大能，必與祂同活。 

羅馬書 8:37 

37 然而藉著那愛我們的，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

經得勝有餘了。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二週,週四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六篇:父、子、靈所有的，都由那靈

輸送到我們裡面    

 

週五 1/20 

雅歌 7:11-12 

11 我的良人，來罷，你我可以出到田間；你我可以

在村莊住宿。 

12 我們清晨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

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裡要將我的愛情給你。 

哥林多後書 6:1 

1 而且我們既與神同工，也就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

恩典， 

歌羅西書 1:28-29 

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各

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大能的運行，竭

力奮鬥。 

哥林多前書 3:9 

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

築。 

彼得前書 4:10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

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羅馬書 12:1 

1 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理的

事奉。 

約翰福音 21:16 

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

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

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二週,週五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六篇: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週六 1/21 

雅歌 8:5-6, 13-14 

5 那從曠野上來，靠著她良人的是誰呢？我在蘋果

樹下叫醒你：你母親在那裡為你劬勞；生你的在那

裡為你劬勞。 

6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因為愛如死之堅強，嫉妒如陰間之殘忍；所閃的光

是火的閃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13 你這住在園中的，我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

你使我也得聽見。 

14 我的良人哪，願你快來，如羚羊或小牡鹿在香草

山上。 

以賽亞書 50:4-5 

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

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耳

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 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

退後。 

出埃及記 21:6 

6 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裡，又要帶他到門

或門框那裡，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

人。 

但以理書 2:35 

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

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

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啟示錄 22:20 

20 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

穌阿，我願你來！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二週,週六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六篇:作一個團體的彰顯  

主日 1/22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腓立比書 3:7-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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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

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有的義，就是那

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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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或已經完全了，我乃

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穌所以取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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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

向上去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凡是長成的人，都要思念這事；你們若

思念任何別的事，神也必將這事啟示你們。 

20 我們的國籍乃是在諸天之上，我們也熱切等待救

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那裡降臨；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408首 

參讀: 

李常受文集,1994-1997,第三冊『雅歌結晶讀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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