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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5/9
*禱讀
羅馬書 5: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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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1:12-13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
的分；
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
子的國裡；
約翰福音 15:4-5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
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
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
哥林多前書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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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
的勞苦，得自己的賞賜。
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
築。
歌羅西書 3:17
17 凡你們所作的，無論是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裡，藉著祂感謝父神。

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
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
進去。
士師記 21:25
21:25 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行自己眼
中看為正的事。
使徒行傳 13:22-23
22 既廢了掃羅，就興起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
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乎我心的
人，必實行我一切的旨意。
23 從這人的後裔中，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給以色
列帶來一位救主，就是耶穌。
撒母耳記下23:1-3
1 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耶西的兒子大衛，那被興
起得高位，為雅各的神所膏，以色列的美歌者，宣
告說，
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祂的話在我舌頭上。
3 以色列的神說話，以色列的磐石對我說，那以公
義治理人，存對神的敬畏執掌權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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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看哪，你將懷孕生子，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32 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
衛的寶座給祂，
33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
盡。
希伯來書 1:8
8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啟示錄 12:10-11
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
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
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
摔下去了。
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
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一週）, 週三
《教會的正統》第四章: 別迦摩教會(12-14 段)

週四 5/12
撒母耳記上 1:11,15
11 她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若垂顧你婢女的
苦情，記念我，不忘記你的婢女，賜你的婢女一個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一週）, 週二
男孩，我必將他終身獻與耶和華，不用剃刀剃他的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四章: 別迦摩教會（7-11 段）
頭。
週三 5/11
15 哈拿回答說，我主阿，不是這樣。我是靈裡受壓
撒母耳記上 8:5-7
的婦人，淡酒濃酒都沒有喝，但在耶和華面前傾心
5 對他說，看哪，你已經年老，你兒子不行你的道 吐意。
路。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位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 民數記 6:2-3
樣。
2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
6 他們說，求你給我們一位王治理我們；撒母耳不 是拿細耳人的願，要將自己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
喜悅這事，就禱告耶和華。
3 他就要遠離淡酒和濃酒，也不可喝淡酒或濃酒作
7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 的醋；不可喝甚麼葡萄汁，也不可喫鮮葡萄或乾葡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一週）, 週一
管聽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 萄。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四章: 別迦摩教會（1-6 段）
我作他們的王。
8 在他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他是歸耶和華為聖的。
週二 5/10
撒母耳記上 2:35
腓立比書 2:12-13
撒母耳記上10:25
35 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 12 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既是常順從的，不但我與
25 撒母耳將國法告訴百姓，又記在書上，放在耶和 而行。我要為他建立穩固的家；他必永遠行在我的
你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時候，更是順
華面前。然後撒母耳遣散眾民，各回各家去了。
受膏者面前。
從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
馬太福音 6:10; 7:21
路加福音 1:31-33
13 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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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立志並行事。
以弗所書 1:9-11
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
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下的，
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
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裡歸一於一個
元首之下；
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
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裡面成了
所選定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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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一週）, 週五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週六 5/14
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中拿了書卷。
馬太福音 6:33
8 當祂拿書卷的時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都
33 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 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加給你們了。
這香爐就是眾聖徒的禱告。
啟示錄 11:15
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牠的七印，
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
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與神，
啟示錄 1:4-7
10 又叫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
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寶座前的七靈，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一週）, 週四
啟示錄 22:12,14,16-17
團體閱讀
5
並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
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我要照各人所行的
《教會的正統》第四章: 別迦摩教會(15-19 段）
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與你們。祂愛我們，用自
報應他。
週五 5/13
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
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
撒母耳記上 1:24, 27-28; 2:18; 16:7, 12b-13
1:24 她既給孩子斷了奶，就帶他一同上去，又帶了 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 那裡，也能從門進城。
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召會將這些事向你們
三隻公牛，一伊法細麵，一皮袋酒；孩子還小，她 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7
看哪，祂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祂，連刺祂的人
作見證。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
就帶他到示羅耶和華的殿中。
也要看見祂；地上的眾支派都要因祂搥胸哀哭。是
的晨星。
1:27 我禱告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已將我向祂所求
的，阿們。
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
的賜給我了。
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1:28 所以，我也將這孩子借與耶和華；他終身都是 馬太福音 6:9-13
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
借與耶和華的。於是他們在那裡敬拜耶和華。
2:18 那時，撒母耳還是童子，束著細麻布的以弗得，你的名被尊為聖，
參 讀:
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在耶和華面前供職。
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1-3，6-7篇
16: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 天上。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三年第三册
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要緊的不是人怎樣看； 11 我們日用的食物，今日賜給我們；
聖言中所啓示的神聖三一，第1，3，6章
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八年第一册
13 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
16:12b 耶和華說，這就是他，你起來膏他。
在神聖三一裏並同神聖三一活着，第1章
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16:13 撒母耳就拿起盛膏油的角，在他諸兄中膏了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第一週）, 週六
報告事項:
他；從那日起，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745 首
5 月 27-30日國殤節國際相調特會
撒母耳記下22:1-3,47
主日
5/15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1 當耶和華救大衛脫離他一切仇敵的手，並脫離掃
紐 約 市 召 會
約翰福音 1:18;11:43-44
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華念這歌的話，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2 說，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解救者；啟示錄 5:5-10
3 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
拯救我的角，我的高臺，我的避難所；我的救主阿，中的獅子，大衛的根，祂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
你是救我脫離強暴的。
揭開牠的七印。
47 耶和華是活神；願我的磐石受頌讚；願神，拯救 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
我的磐石，被高舉；
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