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更經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 這世代的終結以及主的來臨 第一週 1 月 11 日 - 1 月 17 日
第一週

這世代—奧祕時代—的終結
綱
要
壹、『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
結』—太二八 20：
貳、今世—恩典時代，召會時代—乃是奧祕的
時代—弗五 32：
叁、奧祕的時代乃是信的時代—來十一 1，
6，啓十 7，提前三 9：
週一 1/11
*禱讀
馬太福音 28:20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
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
的終結。
啟示錄 10:7
7 但在第七位天使發聲的日子，要吹號的時候，
神的奧祕就完成了，正如神所傳給祂的奴僕眾申
言者的福音。
提摩太前書 3:15-16
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
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16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這是眾所公
認的，就是：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靈裡，被
天使看見，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
去於榮耀裡。
歌羅西書 1:26-27
26 就是歷世歷代以來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
祂的聖徒顯明了；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
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
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以弗所書 5:32; 6:19
5:32 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與召會說
的。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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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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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週一
《基督的奧秘》第五章：身体的覆庇、
约束和职事; 身体的覆庇

週二 1/12
歌羅西書 2:2,9
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裡結合一起，以致
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能以完全認
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
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羅馬書 16:25-26
25 神能照我的 福音， 就是關 於耶穌 基督的傳
揚，照歷世以來密而不宣之奧祕的啟示，堅固你
們；26 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且照永遠之神的
命令，藉著眾申言者所寫的，指示萬國，使他們
順從信仰。
哥林多前書 15:51-52, 55, 57
51 看哪，我把一個奧祕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
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52 就是在一剎那，眨
眼之間，末次號筒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
復活，成 為不朽 壞的 ，我們 也要改 變。 55 死
阿，你的得勝在那裡？死阿，你的毒刺在那裡？
57 感謝神，祂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使我們
得勝。
馬太福音 13:11
11 祂回答說，因為諸天之國的奧祕，只給你們
知道，不給他們知道。

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
樣。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
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
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27 你們就是基
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馬太福音 16:18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
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羅馬書 12:4-5
4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
有一樣的功用；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
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一週, 週三
《基督的奧秘》第五章：
身體的職事(第 2-5 段)

週四 1/14
以弗所書 3:8-9,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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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
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3 就是照著
啟示使我知道這奧祕，正如我前面略略寫過的，
10 為要藉著召 會，使 諸天界 裡執政 的、掌權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11 這是照著祂在
第一週,週二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五章：身體的約束;
以弗所書 1:4
身體的職事(第一段)
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
週三 1/13
以弗所書 3:4-6
們，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
4 你們念了，就能藉此明瞭我對基督的奧祕所有 瑕疵；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的領悟，5 這奧祕在別的世代中，未曾給人們的 晨興聖言
第一週,週四
子孫知道，像如今在靈裡啟示祂的聖使徒和申言
團體閱讀
《基督的奧秘》第六章：身體的權柄;
者一樣；6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
身體的權柄在於元首基督; 順服元首權
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個身體，並同為應許的分
柄乃肢體的地位
享者；
週五 1/15
哥林多前書 12:12-13,27
以弗所書 3:17
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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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
愛裡生根立基，
希伯來書 11:6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
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
人。
馬可福音 11:22
22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信神。
羅馬書 1:16-17; 10:17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1:17 因為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並活
著。”10:17 可見信是由於聽，聽是藉著基督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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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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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1:4; 3:9
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
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綸並無
助益。3:9 用清潔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奧祕。
希伯來書 10:38
38 只是我的義人必本於信活著；他若退縮，我
的心就不喜悅他。”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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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五
《基督的奧秘》第六章：持定元首

週六 1/16
希伯來書 11:1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質實，是未見之事的確證。

哥林多後書 4:18; 5: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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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
憑著眼見；）
詩篇 103:19
19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祂的國統管萬有。
但以理書 4:26
26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樹根的不，等你知道諸天
掌權，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
以弗所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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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1:15-16
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
物的首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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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1:17
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永世的君王，就是那不
能朽壞、不能看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彼得前書 1:8
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
看見，卻因信入祂而歡騰，有說不出來、滿有榮
光的喜樂，
晨興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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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六

詩歌
大本詩歌 593 首
主日 1/1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路加福音 18:8
8 我告訴你們，祂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
而，人子來的時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麼？
約翰福音 14:17
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
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與你們

同住，且要在你們裡面。
羅馬書 3:26; 8:24-25;
3:26 為著在今時顯示祂的義，使祂能是義的，也
能稱那以信耶穌為本的人為義。8:24 因為我們是
在盼望中得救的；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
還盼望他所見的？8:25 但我們若盼望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著熱切等待。
加拉太書 2:16; 6:10
2:16 且知道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乃是藉
著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入了基督耶穌，使我
們本於信基督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因為凡
屬肉體的人，都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6:10 所
以我們有了時機，就當向眾人行善，尤其是向信
仰之家的人。
希伯來書 10:35,39; 11:27
10:35 所以不可丟棄你們的膽量；這膽量是會得
大賞賜的。10:39 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遭毀壞的
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著魂的人。11:27 他因著
信，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他堅定不移，如同
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參
讀：
神經綸中的兩大奧祕，第一章
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 62 篇;
啟示錄生命讀經第 24,26 篇
報告事項：
1/17 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擘餅聚會 10 點開始。
02/13-14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