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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我們需要看見怎樣在神眼中過一種生活，使我們能
享受美地所豫表之包羅萬有的基督—西一 12，二
6～7。
貳 我們需要過一種在基督身上經營的生活，就是個人
享受基督的生活，好使我們能團體的享受祂，爲着
建造基督的身體，作活神的殿，就是活神的家—林
前三 16，提前三 15：
叁 我們若要作得勝者，就需要在作我們美地的基督身
上經營，好贏得基督作我們的享受：
肆 我們聚在一起，展覽我們所經營的基督，也就是我
們所享受並經歷的基督—申十四 22～23:
伍 我們需要天天時時享受作爲美地之基督那奇妙、美
妙、無法測度、無限無量且包羅萬有的豐富—弗三
8：
陸 我們享受基督作美地包羅萬有的豐富，其結果乃是
召會作爲殿，就是神的居所，並作爲城，就是神的
國—弗二 21～22：

腓立比書 3:7-8, 10
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
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 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已經看作虧損。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二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章：在賜生命的
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
靈裡，基督的復活及其大能乃是經過過
土，為要贏得基督，
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夠用的恩典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週三 4/1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一
哥林多後書 12:9; 13:14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章：那靈是基督 12: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
復活及其大能的實際；復合著基督之復 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誇
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活及其大能的那靈，住在我們的靈裡；
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
與那使人復活的靈合作
你們眾人同在。
以弗所書 3:8
週二 3/31
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
詩篇 119:147-148
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 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147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語。
哥林多後書 4:6-7
148 我趁夜更未換, 將眼睜開, 為要默想你的話語。
6 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
約翰一書 1:9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 心裡，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上
之神的榮耀。
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
提摩太後書 3:16-17
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 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哥林多前書 10:3-4
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樣的善工，裝備齊 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行的靈磐
全。
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歌羅西書 3:16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 出埃及記 33:14
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 14 耶和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哥林多後書 13:4; 12:10
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13:4 祂固然由於軟弱被釘十字架，卻由於神的大能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9
仍然活著。我們在祂裡面也是軟弱，但由於神向著
16 要常常喜樂，
你們的大能，必與祂同活。
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 12:10 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貧
困、逼迫、困苦為可喜悅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
意。
甚麼時候就有能力了。
19 不要銷滅那靈，

週一 3/30
*禱讀
申命記 16:16
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
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祂。他
們不可空手朝見耶和華；
哥林多前書 14:26
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
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
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申命記 15:11; 12:11
15:11 原來那地上的窮人必不斷絕，所以我吩咐你
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手。
12:11 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燔祭和別的祭，十分
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向耶和華許願所獻一
切上好的還願祭，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擇給祂
名居住的地方。
歌羅西書 2:6-7
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7 在祂裡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著你們所受
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著感謝，就要在
腓立比書 4:6-7
祂裡面行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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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一章：憑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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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憑靈而行(第 1-6 段）

週四 4/2
出埃及記 3:8
8 我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從那地出
來，上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
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的地方。
以弗所書 3:18
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
闊、長、高、深，
歌羅西書 1:16-18
16 因為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
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
的、掌權的，都是在祂裡面造的；萬有都是藉著祂
並為著祂造的；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
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
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以弗所書 3:8,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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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在祂裡面，我們藉著信祂，就篤信不疑，放心大
膽的進到神面前。
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
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彼得前書 5:5
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
待，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
以弗所書 1:22-23
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
頭；
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
滿。
哥林多前書 14:25-26
25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
宣告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
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
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一章：憑靈活
著；等於有基督活在我們裡面，也就是
活基督，活那在復活裡是靈的基督，使
基督得以在我們身上顯大

週六 4/4
詩篇 27:4; 46:4-5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
的殿裏求問。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四
46:4 有一道河，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樂；這城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十一章：憑靈活
就是至高者支搭帳幕的聖處。
著，憑靈而行(第 7-10 段）
46:5 神在城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
這城。
週五 4/3
詩篇 73:16-17
以弗所書 2:21-22; 5:18-19, 21
16 我思索要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
2: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 長成在主裡的聖殿,
2: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 17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局。
詩篇 31:19-20
所。
19 你的美善，就是你為敬畏你的人所積存的，並你
5:18 不要醉酒, 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滿,
5: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 為投靠你的人，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是何等大
呢！
歌唱、頌詠，
5:21 憑著敬畏基督，彼此服從：

20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遇見人的
計謀；你必將他們隱藏在遮蔽處，免受口舌的爭
鬧。
啟示錄 22:3, 5
3 一切咒詛必不再有。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
的奴僕都要事奉祂，
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
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晨興聖言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六週,週六

詩

英文詩歌 1168 首

歌

主日 4/5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詩篇 84:1-12
1 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2 我的魂羨
慕，甚至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
體，向活神呼籲。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
阿，在你的兩座壇那裏，連麻雀也找著房屋；燕子
也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4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
福；他們仍要讚美你。5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
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
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這谷。7 他們
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8 耶和華萬軍
之神阿，求你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阿，求你側耳
聽。9 神阿，求你垂顧我們的盾牌；求你觀看你受膏
者的面。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
日；我寧願站在我神殿的門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
帳棚裏。11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耶和華
賜下恩典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
行動正直的人。12 萬軍之耶和華阿，信靠你的人，
便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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