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更經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 (重複)
約翰壹書 2:27-28
召會作基督身體之生機的建造，乃是藉著屬靈新 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
陳代謝的過程，照著信徒對內住基督的內裡 經歷 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
綱要
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
壹 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節上半乃是藉著預表揭示 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一個預言，給我們看見，我們需要神將基督建 28 現在，孩子們，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祂
造到我們內在的構成裡，使我們全人被基督重 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祂來臨的時候，
新構成——太十六 18：
也不至於蒙羞離開祂。
貳 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節啟示，三一神已經 加拉太書 4:19
進到我們裡面，以祂自己作元素，並以一些出 19 我的孩子們，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
於我們的東西作材料，來作建造的工作；這可 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
由馬太十三章撒種者的比喻得著例證：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週一
叁 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節，保羅為信徒對
團體閱讀 (生命樹) 第三章 約翰福音裡的生命
內住基督的內裡經歷禱告，好使召會作基督的
樹; 在舊約裡對基督的享受; 基督作
身體得以生機地建造起來——四 12、16，二
神的羔羊和殿
21~22：
週二 7/19
週一 7/18
*禱讀
約翰福音 14:23
撒母耳記下 7:12-14
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
12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
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同他安排住
必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你，我也必堅定他的 處。
國。
馬太福音 13:3,23
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3 祂就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事，說，看哪，那撒種
直到永遠。
的出去撒種。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有了罪孽，23 但那撒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也領了，
我必用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責打他；
他就結出果實，有的結了一百倍，有的六十倍，有
約翰壹書 4:13
的三十倍。
13 神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在此就知道我們住在
彼得前書 1:23
祂裡面，祂也住在我們裡面。
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
約翰福音 15:4-5,10,14
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而常存的話。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 約翰壹書 3:9-10 上
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 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為神的種子住在他裡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面；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從神生的。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 10 上 在此，神的兒女和魔鬼的兒女就顯出來了。…
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馬太福音 5:3,8
就不能作甚麼。
3 靈裡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10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裡，正如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裡。
羅馬書 8:6
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我的朋了。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
生命平安。

2022 年 7 月 18 日-7 月 24 日
晨興聖言
團體閱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週二
(生命樹)第三章: 子就是父; 主就是
那靈; 基督六個主要的項目，作我
們的享受

週三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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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3: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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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約翰福音 6:51,57
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
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的
生命所賜的。
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約翰福音 7:37-39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羅馬書 12:2
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週三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三章: 在我們的靈裡由神
而生; 將我們自己向主敞開
週四 7/21
以弗所書 3:16-17
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
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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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生根立基，
7 以真實的話、以神的大能，藉著在右在左義的兵 21 只因他裡面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一旦為道
以弗所書 1:19-22
器，
遭遇患難或逼迫，就立刻絆跌了。
19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
8 藉著榮耀和羞辱，藉著惡名和美名，證薦自己是 22 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
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神的執事；似乎是迷惑人的，卻是真誠的；
今世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把道全然擠住了，道
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
9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在死， 就不能結實。
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的右邊，
看哪，我們卻活著；似乎受管教，卻不被治死；
23 但那撒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也領悟了，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10 似乎憂愁，卻常常喜樂；似乎貧窮，卻叫許多
他就結出果實，有的結了一百倍，有的六十倍，有
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 人富足；似乎一無所有，卻擁有萬有。
的三十倍。
在內，
腓立比書 4:11-13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週六
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了，
詩
歌 大本詩歌 399
的頭；
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以弗所書 2:21-22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
主日 7/24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足、或飢餓、或富餘、或缺乏，在各事上，並在一 以弗所書 4:15-24
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
切事上，我都學得秘訣。
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
所。
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16 本於祂，全身藉
以弗所書 3:20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週五
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
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極其充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四章: 神殿裡的肥甘; 藉 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
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著留在神的殿中贖迴光陰; 神性與人 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17
以弗所書 4:12
性的調和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裡見證，你們行事為人，不
12 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
週六 7/23
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裡行事為人，
建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書 3:19-21
18 他們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著那在他們裡面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九週,週四
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
的無知，因著他們心裡的剛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四章: 神殿裡的肥甘; 神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19 他們感覺既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
的心意是要人享受他作食物; 對主完
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極其充
行種種的污穢。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滿的享受;
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裡面，照著那在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
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22 在從前的生活
週五 7/22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
以弗所書 3:17-18
馬太福音 13:3-8,19-23
敗壞的；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
3 祂就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事，說，看哪，那撒種 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
裡生根立基，
的出去撒種。4 撒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 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
喫盡了。5 又有的落在土淺石頭地上，土既不深，
闊、長、高、深，
立刻發苗；6 等日頭一出來，就曬焦了，又因沒有 參讀：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 24,26,28-30 篇；
哥林多後書 6:4-10
根，便枯乾了。7 還有的落在荊棘裡，荊棘長起來， 生命樹第十三章;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33 篇
4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在多方的忍耐上、在患難上、就把它擠住了。8 但有的落在好土裡，就結果實，
紐 約 市 召 會
在貧困上、在困苦上、
有的一百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三十倍。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5 在鞭打上、在監禁上、在擾亂上、在勞苦上、在 19 凡聽見國度之道不領悟的，那惡者就來，把撒
不睡上、在不食上，
在他心裡的奪了去；這就是那撒在路旁的。
6 以純潔、以知識、以恆忍、以恩慈、以聖別的靈、20 又有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
以無偽的愛、
歡喜領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