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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02/22 

背诵经节 

提摩太后书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

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相关经节 

提摩太后书 4:7；2:3-4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

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2:4 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

的人喜悦。 

提摩太前书 6:11-12 

6:11 但你这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竭力追求公

义、敬虔、信、爱、忍耐、温柔。 

6:12 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远的生命；你

已蒙召进入这永远的生命，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作了

美好的承认。 

以弗所书 6:11-13 

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

鬼的诡计， 

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

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

的属灵势力摔跤。 

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

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建议每日阅读 

在提后四章七节保罗提起三件事：打美好的仗，

跑当跑的赛程，守住当守的信仰。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是

三重的：为着神国的权益，打那美好的仗，抵挡撒但及

其黑暗的国度（提前六 12）；为着照神永远的定旨完

成神的经纶，奔跑赛程（来十二 1）；为着在神的经纶

里有分于神圣的丰富，守住信仰（加三 22）。……守

住信仰乃是守住整个神新约的经纶，就是关于基督是神

的具体化身也是神的奥秘，以及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

基督的奥秘等这些信仰（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七三

页）。 

使徒认为他们的职事乃是为着基督的争战，正如

民数记四章二十三、三十、三十五节，把祭司的事奉看

作服役，争战。每当我们将基督供应别人，就发觉自己

是在争战。因此，我们不但该是将美好的托付交托别人

的教师，也该是为着神的权益争战的精兵。 

提后二章四节……这里的今生，原文指今世肉身

的生命。我们要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打那美好的仗（四

7），就必须清除一切属地的缠累。我们竭力将基督供

应别人时，我们物质、肉身的生命不该缠累我们。这职

事是争战，而争战要求我们免于缠累。一面，祭司的事

奉是对神的服事；另一面，是对神仇敌的争战。祭司抬

见证的柜时，他们必须预备好与可能攻击这见证的人争

战（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二八页）。 

为信仰打仗，意思是为神新约的经纶打仗；尤其

是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并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打

仗。……在提前六章十二节，……永远的生命即神圣的

生命，神非受造的生命，这生命是永远的。永远的，指

神圣生命的性质，过于指其时间的因素。我们在基督徒

的生活中，特别在基督徒的工作中，要为信仰打那美好

的仗，就需要持定神的生命，而不信靠我们人的生

命。……要完成提摩太前书所说神对召会的经纶，对抗

提摩太后书所说召会败落的趋势，并维持提多书所说召

会中良好的秩序，这生命乃是必要的基本条件。 

属神的人该追求公义、敬虔、信、爱、忍耐和温

柔；他该为神新约的经纶打仗，并持定永远的生命。这

一切事乃是新约基本的方面。相对的，启示录十三章的

兽和二十章的火湖，不能与这些基本的方面相比。今天

我们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为基督

是神的具体化身，并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打仗。……我

们不可仅仅打客观的仗，而必须借着持定永远的生命，

打主观的仗。我们不该离开这生命作什么。我们对自己

的丈夫、妻子和儿女说话，不该凭着天然的生命，而该

凭着永远的生命。甚至在买一双鞋的事上，我们也该照

着我们已蒙召进入的永远生命而活。作为今日的提摩太，

我们必须持定永远的生命（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一二

一至一二三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二章 基督的救赎（废掉了那

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废除了撒但，审判了世界） 

 

周二 02/23 

背诵经节 

提摩太前书 1:3
下
-4 ……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

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相关经节 

提摩太前书 1:3-4，18 

1:3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

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 

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

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1:18 孩子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将这

嘱咐交托你，叫你凭这些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以弗所书 5:32；6:14-18 

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 

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 

6: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 

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销灭那恶者一切

火烧的箭。 

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

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6: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

且为众圣徒祈求， 

建议每日阅读 

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与异议者不同的教训打仗，并

照着使徒关乎恩典和永远生命之福音的职事，完成神的

经纶（提前一 4），叫可称颂的神得着荣耀（11～16）。 

在保罗第一次坐监期间，众召会受试验。这试验

显示败落和堕落开始了。这败落全然是由于不同的教训，

就是与职事不同的教训。这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打美好

的仗（18）的原因（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二二、二四

页）。 

历世纪以来，召会的堕落和败落有一个根源：与

使徒的职事不同的教训。在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我们看见，

在召会生活一开始，信徒乃是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这

些教训就是那职事。使徒所教导、所传讲的，不外乎基

督与召会。他们传讲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

天的基督，好叫祂这复活的生命，得以分赐到祂的信徒

里面，以产生召会。这是使徒教训的中心点，我们看见

这事是很要紧的。毫无疑问，在圣经中有关于许多事的

教训。然而，使徒职事的中心乃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

复活、升天并得荣的基督，作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

和一切，使我们成为祂的身体，就是召会。这是新约启

示极重要的中心，这也是神的经纶。 

我们需要接触主的话，并借着主的话，凭着那灵

接受神。然后我们会有信心。借着来到话面前，我们就

被神注入，并且信心自然而然在我们里面运行，将我们

带进与神生机的联结里。我们越享受神的注入，就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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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成为一。然而，这重要的事已经失去了许多世纪。保

罗知道这事的重要，就嘱咐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 

一面，提摩太要与异议者不同的教训争战；另一

面，他要照着使徒的职事完成神的经纶。我们若愿完成

神的经纶，就不可照着传统的基督教，也不可照着系统

的神学，而必须照着使徒的职事。 

今天我们也必须对不同的教训有警惕。历世纪以

来，召会被这样的教训毒害并败坏了。我们若不儆醒，

不同的教训也可能对主的恢复造成破坏。已往我们见过

以狡猾、隐藏的方式传播不同的教训所造成的破坏。这

帮助了许多召会中的领头人学习谨防不同教训的重要功

课。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教训进入主的恢复。这恢

复完全是为着执行这职事；这不是指我的职事，乃是由

彼得开始的使徒职事，今天仍在执行。所有的真使徒都

教导并传讲同样的事，就是这一件事—神新约的经纶。

我们传讲并教训的中心是基督与召会。教导并传讲神关

于基督与召会的经纶，就是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

生命读经，二四至二六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二章 基督的救赎（释放了神

圣的生命～成了神的长子，带着许多弟兄） 
 

周三 02/24 

背诵经节 

希伯来书 12:1 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

云彩围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

的罪，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 

相关经节 

提摩太后书 4:7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

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希伯来书 12:1 

12:1 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

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凭

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 

使徒行传 20:24 

20:24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

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郑重见证神恩

典的福音。 

哥林多前书 9:24-26 

9: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9:25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

能坏的华冠，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 

9:26 所以我这样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这样斗拳，

不像打空气的； 

腓立比书 3:12-14 

3: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

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 

3: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3:14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

向上去得的奖赏。 

建议每日阅读 

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事，就是寻找主所命定的道

路，并忠心地行走在其中。今天在信主的人中，有一件

很不好的事，就是许多信主的人，并没有找出主为他个

人所定规的道路；有的人就是找出来了，也不行走在其

中；所以在生活上有这么多属灵的死沉和限制；在神的

工作中有这么多的冲突和争执。我们每一个人最要紧的

工作，就是安静地、等候地、祷告地、奉献地、顺服地，

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专心寻求神的指示，愿意顺服祂，

愿意只遵行祂的旨意，求祂将祂为我们个人所定规的道

路指示我们知道；然后，出一切的代价，一心一意地行

走在其中（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册，七至八页）。 

基督徒的一生，乃是一个赛跑。这个赛跑并不是

为着得永生，并不是说赛胜的人才能有永生，反之，乃

是已经得永生的人才能赛跑。这个赛跑的结局，就是有

的人得着冠冕，有的人得不着冠冕（林前九 24～25）。 

得着冠冕，意思就是得了国度，与主耶稣一同作

王、掌权、得荣耀。……基督徒的得永生，是没有问题

的了；但是，他们的得国度，是要看他们如何奔跑而

定。……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生活，

他的一切，都与他将来能否得到国度有关。……他的舍

弃，他的奉献，他的忠心，他的得胜，要帮助他作个得

冠冕的人。而那些贪恋世俗，随从肉体的人，都要看见

他们虽然已经靠着主耶稣得了永生，然而天国还不是他

们的。 

神把国度放在我们面前，神把一个赛程给我们去

跑。跑完了，就要看见或是失败，或是得胜。得胜的就

要与主一同作王；失败的，得救是得救了，但荣耀与他

无分。……路已经摆在这里了，要跑的人，“就当脱去

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十二 1）奔

跑有两件最要紧的事，就是：第一，放下重担；第二，

脱去罪。 

在这条路上跑的人，不只应当脱去容易缠累的罪，

不只应当脱去各样的重担，还应当凭着忍耐奔那摆在前

头的赛程。何以须凭着忍耐呢？因为赏赐不是在一起头

就给你，也不是在中途就给你，乃是在路终才给你，乃

是在跑完最后一步才给你。起头虽好，中途虽好，但未

必至终能跑得好。起头得胜，中途得胜，最后也得胜，

才算得胜。没有到终点以先，没有一个人敢担保他是必

定得赏赐的。也许在最后的五步失败了。有一次二百公

尺的赛跑，有一个人起头比别人快了二十公尺，岂知跑

到离终点不过只有二公尺，竟然跌倒了。如果要得胜，

你就当小心。没有到终局，就不能说你必定得着。保罗

尚且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腓三 12），何况我们呢！（倪柝

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七册，二四九至二五一、二五四至二

五五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二章 基督的救赎（成了赐生

命的灵～被高举） 

 

周四 02/25 

背诵经节 

诗篇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

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

殿里求问。 

相关经节 

希伯来书 12:2 

12:2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

者；祂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诗篇 27:4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

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殿里

求问。 

希伯来书 2:9; 12:3 

2:9 惟独看见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祂为着受死的

苦，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好叫祂因着神的恩，为样

样尝到死味。 

12:3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自己的，你们要考量比较，

免得疲倦灰心。 

创世记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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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雅歌 1:4 

1:4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他的

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

似称赞美酒。她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哥林多后书 3:16-18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

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

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建议每日阅读 

但愿我们都作赛跑的人……奔跑一直到路终。就

是在我们奔跑的时候，受了伤，受了人的顶撞，受了人

的误会，受了人的厌弃，我们还应当因着主耶稣的缘故，

打起精神，不疲倦地依然往前奔去。在赛跑中，有谁最

得人的称赞呢？就是那受了伤，起来再跑，结果得了第

一的人。……受伤不成问题，受苦不成问题，就是好像

要失败了也不成问题。……今天我们都在路上，什么都

算不得数，到了路终才有定评，我们不必因任何的缘故

而自暴自弃，而疲倦灰心。我们要仰望那作我们信心创

始者与成终者的耶稣，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倪

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七册，二六一至二六二页）。 

保罗在希伯来十二章二节告诉希伯来的信徒，要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望

断，原文指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以专一的注意力注

视。……希伯来的信徒必须望断他们环境中一切的事物，

望断他们老旧的宗教—犹太教，望断犹太教的逼迫，望

断一切属地的事物，好望断以及于、以达到这位现今在

诸天之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 

保罗在别的书信中，主要的是向我们陈明，基督

作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住在我们灵里（罗八

10，提后四 22），作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但在希伯

来书，他特别将我们指向这坐在天上、具备多面、在各

面照顾我们的基督。在保罗别的书信里，内住的基督与

我们的肉体、己、和天然的人相对。在希伯来书，天上

的基督与地上的宗教并一切地上的事物相对。我们要经

历内住的基督，就需要转到灵里接触祂；我们要享受天

上的基督，就需要望断一切地上的事物，而及于这位坐

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祂借着死与复活，已经成就了神

和人所需要的一切；现今祂在升天里，坐在诸天之上，

乃是在神子（来一 5）和人子（二 6）的身位里，也就

是在神（一 8）和人（二 6）的身位里，作了神所立的

承受万有者（一 2）、神的受膏者（9）、我们救恩的

创始者（二 10）、那圣别人者（11）、常时的救援者

（16）、应时的帮助者（四 16）、从神来的使徒（三

1）、大祭司（二 17，四 14，七 26）、真帐幕的执事

（八 2），有更超特的职任（6），是更美之约的保证

和中保（七 22，八 6，十二 24）、新约的执行者（九

16～17）、先锋（六 20）、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

（十二 2）以及群羊的大牧人（十三 20）。我们若仰望

祂这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一位，祂就要把天、生命和力量

供应我们，将祂的所是传输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

能奔跑属天的赛程，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带我们走完

一生的路途，领我们进荣耀里去（二 10）。 

奇妙的耶稣，在天上登了宝座，并得了荣耀尊贵

为冠冕（9），祂是宇宙中最大的吸引，就像巨大的磁

石，吸引所有寻求祂的人归向祂。我们乃是受祂迷人的

美丽所吸引，才望断祂以外一切的事物（希伯来书生命

读经，六七七至六七九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三章 那灵的应用（开头） 

 

周五 02/26 

背诵经节 

提摩太后书 4:8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

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

赏赐凡爱祂显现的人。 

相关经节 

提摩太后书 4:1, 8, 18, 2, 5 

4:1 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

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度，郑重地嘱咐你， 

4:8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

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

凡爱祂显现的人。 

4:18 主必救我脱离各样凶恶的事，也必救我进入祂属

天的国。愿荣耀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4:2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用全般

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谴责人，劝勉人。 

4:5 你却要凡事谨慎自守，忍受苦难，作传福音者的工

作，尽你的职事。 

哥林多前书 2:9-12 

2:9 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

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2:10 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

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 

2:11 因为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

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2: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那出于神

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 

启示录 17:14 

17:14 他们要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忠

信的人，也必得胜。 

建议每日阅读 

爱主的显现和爱主自己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真

是爱主，就必爱祂的显现。所有爱主、为主舍弃一切的

人，都爱主的显现，好得着主的赏赐；不爱主，而爱世

界，或贪恋罪恶的人，就怕主来到。所以爱主的显现，

乃是我们今天爱主、为主活着的证明；因此也就成了我

们将来得着主奖赏的条件（真理课程二级卷一，一七四

页）。 

冠冕象征荣耀，是在主的救恩之外，当作奖赏赐

给奔跑赛程的得胜者（林前九 25）。这奖赏乃是本于

公义并借着行为（太十六 27，启二二 12，林后五 10），

不像救恩是本于恩并借着信（弗二 5、8～9）；……因

此是公义的冠冕。这冠冕的赏赐者，乃是主这公义的审

判者，不是怜悯的神或恩惠的救赎主。保罗确信这样的

奖赏已经为他存留，到主第二次显现的那日要赏赐给他。 

保罗说，这样的赏赐要赐给凡爱主显现的人。主

的显现，主的回来，乃是我们的警告、鼓励和激励。我

们应当爱主的显现，并以热切的期待和喜乐盼望这事。

凭着主的显现，使徒嘱咐提摩太要尽他的职事（提后四

1～2、5）。 

保罗所确信的公义冠冕是对预防者的鼓励。我们

若对真理健康的话忠信，并且我们若是忠信的预防者，

将（那对抗召会败落之）神圣预防剂的成分分赐到今天

的基督徒里面，使他们回转，完全认识真理，这赏赐就

要在主显现的时候赐给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若对主的

职事忠信，就要得着公义的冠冕作我们的赏赐。 

今天基督徒中间有许多关于主第二次来临的谈论。

但很少信徒晓得，主耶稣回来时，不会是怜悯的神或恩

惠的救主，乃是公义的审判者。基督徒该受警告并鼓励，

预备自己站在这位审判者面前。我盼望我们中间许多人

会在这黑暗的世代接受负担，将这样郑重的嘱咐带给主

的子民。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并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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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耶稣面前，接受这嘱咐。我们必须宣告这事实，

主回来时将是所有人（信徒和不信者）的审判者。根据

马太二十五章，所有主的仆人都必须向祂交账。主或者

要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21）或者说，

“又恶又懒的奴仆。”（26）主要凭祂的公义断定我们

是否得赏赐。 

我们不该以为主的显现仅仅是被提和兴奋的时候；

主的显现对每个在基督里的信徒也是极其严肃的时候。

这就是保罗凭着主的显现和祂的国度嘱咐提摩太的原因。

愿我们都留意这严肃的警告（提摩太后书生命读经，七

三至七五页）。 

团体追求 

《圣经中的基本启示》第三章 那灵的应用（圣经中的

灵～还没有那灵）  

 

周六 02/27 

背诵经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 并且等候祂的儿子从诸天降临，

就是祂从死人中所复活，那拯救我们脱离要来忿怒的耶

稣。 

相关经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 

1:10 并且等候祂的儿子从诸天降临，就是祂从死人中

所复活，那拯救我们脱离要来忿怒的耶稣。 

启示录 22:20 

22:20 见证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

稣啊，我愿你来！ 

腓立比书 3:20 

3:20 我们的国籍乃是在诸天之上，我们也热切等待救

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那里降临； 

路加福音 12:22-23, 29-31, 34, 40 

12:22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

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12:23 因为生命胜于食物，身体胜于衣服。 

12:29 你们不要寻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12:30 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

的父却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12:31 但你们要寻求祂的国，这些就都要加给你们了。 

12:34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必在哪里。 

12:40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

就来了。 

建议每日阅读 

我的负担在这里：使徒们写新约的时候，在他们

的心目中，主就要来了；所以，从新约的教训看，他

们所过的生活，就是在预备主的再来。这好比久别的

亲人，即将回来，全家都准备好去迎接。又像待嫁的

女子，知道结婚的日子，一心一意等待那天的来

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末了都是以主的

来临作结束。可想而知，（该书的著者保罗）是一个

爱主显现的人（提后四 8）。我们也当如此（神圣分赐

的异象与新路实行的指引，三五至三六页）。 

我们既爱祂的显现，就热切等待祂的来临（腓三

20，帖前一 10）。因此，我们的将来就集中在祂身上；

我们的生活表明我们在地上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

要来的主，祂是我们永远的定命。保罗在林前七章这

样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缩短了。从此以

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

哭；喜乐的，要像不喜乐；置买的，要像无所拥有；

使用世物的，要像不浪费使用；因这世界的样子正在

逝去。”（29～31）祂才是我们真实的盼望。 

我们可以把对主再来的渴望发表成为对祂的祷告，

呼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二二 20）我

们常常这样呼求祂来，好作为我们对祂再来的响应

（神圣分赐的异象与新路实行的指引，三六至三七

页）。 

圣经末了结束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启二二 20）从新约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在使徒们

的心目中，他们一直认定，主必快来，他们也过着预

备主再来的生活。……在一九二五年最后一天，倪弟

兄去找（和受恩教士）一同祷告，她祷告说，“主啊，

难道你真要让一九二五年过去么？难道你真要等到一

九二六年才再来么？然而，在这末了的一天，我还求

你今天就来！”不久倪弟兄在路上遇见她，她又向他

说，“真希奇，为何到今天，祂还没有来！”……在

路加十二章主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努力积攒钱

财，要叫魂享用快乐；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

夜必要你的魂（路十二 16～20）。我们能有每一个今

天，实在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只要还有今天，只要气

息尚存，我们就当爱主，爱祂的显现，热切等待主来

（腓三 20），并且常以此事为勉。 

保罗……说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

程他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他也已经守住了；在审

判台前他必要得公义冠冕的赏赐；这冠冕也是赐给凡

爱主显现的人（提后四 6～8）。他以审判和国度提醒

提摩太，也提醒我们，要过一个爱主显现的生活，这

会叫我们不灰心、不退后、不软弱，忠心到底（神命

定之路最新的陈明与基督来临的兆头，六四至六六

页）。 

一路跑尽 

(补充本 424 首) 

1. 我们有当跑的路，阿利路亚！ 

当一路跑尽，莫停下！ 

对所有在跑的人，阿利路亚！ 

神说：“当望断及于祂！” 

 

     （副）当望断以及于祂！ 

    一路跑尽，莫停下！ 

    望断一切身外物，注视耶稣， 

    当望断一切及于祂！ 

 

2. 望断周遭的事物，阿利路亚！ 

当望断扰嚷与挣扎； 

专一注视安息主，阿利路亚！ 

当望断一切及于祂！ 

 

3. 望断起伏的心绪，阿利路亚！ 

别管你自己好或差； 

专一注视那标竿，阿利路亚！ 

当望断一切及于祂！ 

 

4. 望断背后的一切，阿利路亚！ 

好或坏完全不管它； 

持守那位活的主，阿利路亚！ 

当望断一切及于祂！ 

 

5. 专一注视祂荣脸，阿利路亚！ 

祂是阿拉法、俄梅嘎； 

领受恩典向前跑，阿利路亚！ 

当望断一切及于祂！ 

 
主日 02/28 

背诵经节 

提摩太后书 4:17 惟有主与我站在一起，加给我能力，

使福音借着我传得完全，叫一切的外邦人都可听见；我

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相关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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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20:32 

20: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

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腓立比书 2:12-16 

2:12 这样，我亲爱的，你们既是常顺从的，不但我与

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更是顺从的，

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 

2:13 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

你们立志并行事。 

2:14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2:15 使你们无可指摘、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

中，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

世界里， 

2:16 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

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哥林多前书 9:24-26 

9: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9:25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

能坏的华冠，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 

9:26 所以我这样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这样斗拳，

不像打空气的； 

提摩太后书 4:17, 22 

4:17 惟有主与我站在一起，加给我能力，使福音借着

我传得完全，叫一切的外邦人都可听见；我也从狮子口

里被救出来。 

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