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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兴 

申命记结晶读经 

第六篇     在那地的生活和那地的结果— 召会作为殿，神的居所，并作为城，神的国              

• 新、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歌一1～ 17 二1～ 17 三1～ 四6 四7～ 五1 五2～六3 六4～ 13 七1～ 八14 

新约读经一年一遍 腓三17～四9 四10～ 23 西一1～ 14 一15～ 29 二1～ 17 二18～ 三11 三12～四18 

• 报告事项 

一、 麦金尼、布兰诺会所的 2020儿童圣经营 (2020年 6月满 3 岁与晋升至 6 年级的儿童) 将于 6月

1日至 5日在布兰诺会所举行。 

本周问题：  

1. 我们在美地上该过怎样的生活？以及如何赢得基督作我们的享受? 

2. 我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 

3. 如何天天时时享受作为包罗万有之美地的基督? 

4. 我们享受基督作美地包罗万有的丰富，其结果是什么?    

• 聚会 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04:00 PM 华语祷研背讲预备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三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在线上聚会 

11:30 AM 麦金尼姊妹祷告聚会 在线上聚会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麦金尼) 在线上聚会 

08:00 PM 祷告、事奉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四 10:00 AM 長青聚会 暂时停止 

周六 
09:30 AM 布兰诺英语祷研背讲 在线上聚会 

06:30 PM 青少年聚会 暂时停止 

• 预告
日期 聚会 地点 

05月 22 日 ─ 05月 25日 2020年国殇节特会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06月 29 日 ─ 07月 04日 2020年夏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10月 01 日 ─ 10月 03日 2020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俄国，莫斯科 

11月 26日 ─ 11月 29日 2020年感恩节特会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12月 21 日 ─ 12月 26日 2020年冬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 祷告事项

一、 为 UTD和 CC校园工作及扶持 UTD新生读经小组祷告。 

二、 为圣徒进入对主话的享受并在主日聚会尽功用祷告。 

三、 为需要更多圣徒来服事青少年祷告。 

四、 为更多圣徒(尤其在职圣徒)参加周三祷告聚会祷告。 

五、 为圣徒形成祷告，读经和福音活力排祷告。 

六、 为各区、各小排或个别圣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祷告。 

七、 求主供应圣徒们和全时间者，借着电话、讲座和个人访问与

收到圣经恢复本的人继续联络。 

•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排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长青 英一 英二 英三 英四 英五 韩一 合计 UTD 周三祷告 主日儿童 主日 

布兰诺召会 0 13 A10 11 10 17 5 14 A10 12 0 16 12       9 
141 

0 87   182 

麦金尼召会 FN  ME  GV  MS  AE  FC      45   59 

主日分区 P1 39 P2 36 P3 37 P4 50 ME 59 FE  FC  NB  祷告分区 P1 14 P2 8 P3 16 P4 42 FC 7 ME 45 
 
 
 
 
 
 
 
 
 
 
 
 



第二系列 第十八课 如何使用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纲目 

壹 读圣经需要得着真理的要点和对圣经的鸟瞰： 

 一  领悟要紧的点： 

  1 例一：马可福音纲目中，第壹大点及其第二中点的‘引进’。 

  2 例二：罗马一章四节中的‘标出’。 

 二  有鸟瞰的眼光： 

  1 学习把主要的点摆在一起，形成一个段落。 

  2 将整章圣经分段，会使你对整章有清楚的看见，有鸟瞰的眼光。 

  3 对各卷、各章和整本圣经的鸟瞰。 

贰 读圣经需要进入圣灵的思想： 

 一  要和圣经的思想合流。 

 二  要找出干和枝。 

叁 使用恢复本的纲目来鸟瞰经文，并进入圣灵的思想： 

 一  例一：马可福音的鸟瞰。 

 二  例二：罗马书的鸟瞰。 

 三  例三：以弗所书的纲目。 

问答： 
一 读圣经需要如何得着真理的要点和对圣经的鸟瞰？ 
二 试举例说明如何使用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纲目来鸟瞰经文。 

三 读圣经需要如何进入圣灵的思想？ 
四 试举例说明如何使用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纲目，来进入圣灵的思想。 

参用诗歌：579 首 

  



读圣经需要得着真理的要点和对圣经的鸟瞰 
我们〔读圣经〕要丰富，就需要找出要点，需要对一章、一段甚至整卷书有鸟瞰。最终，我们需要一

个终极的实行——对圣经六十六卷书有鸟瞰。然后整本圣经对你就相当有意义了。我们需要从认识单项
的真理，进展到认识一段或一章的纲目。由此我们需要看见整卷书的纲目或鸟瞰。最终，从一卷书的纲
目，我们必须对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有鸟瞰。当你达到这一点，你就立下了美好的根基，得着一切基本
的原则，来支配、指引并管治你对圣经任何一字、任何一节、任何一章或任何一卷的解释。你不仅受到
保护，并且会得着许多丰富。 

也许你说这不容易，但我不以为如此。当然，这需要时间。你不该用老方法来读圣经和生命读经。每
当你拿起圣经或圣经任何一卷书的生命读经，你……必须找出单个的、要紧的点，以及一章或一段的纲
目，接着你必须进展到得着整卷书的纲目。在读完一卷书以后，你不该立刻往前，你必须回头理出这卷
书的纲目。要试着这么作，这是你实行职事基本的路（长老训练第三册，一二页）。 

读圣经需要进入圣灵的思想 
圣灵写圣经的时候，有祂自己的用意，有祂自己的思想。读圣经的人该学的功课，不是在乎光读那些

话，也不是在乎光能记得那些话，乃是在乎能摸得着圣灵当时写这一段圣经的用意在那里。读圣经，第
一件事不是寻找解释，乃是要知道圣灵当时写圣经的用意是在那里。我们要记得：话语的价值不是在于
话语的本身，而是在于话语所表明的意思。主耶稣对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
（太二二 29）。撒都该人不是不读神的话，乃是不明白神的话。我们读的时候，要明白圣灵说那些话
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受相当的对付。 

要和圣灵的思想合流 
读圣经的人，必须是客观的人，必须是不凭着自己的思想的人。圣灵有一个思想，人的思想要进到圣

灵的思想里去，要能和圣灵的思想合流。圣灵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像一条水流一样，圣灵是主流，我
是支流。圣灵像一条大江，我像一条小溪。溪水与江水合流，大江往东流，小溪也往东流。小溪虽小，
但若能跟着大江流去，就也能达到广阔的海洋（读经之路，三六至三七页）。 

要找出干和枝 
圣经里的话，有的是正文，有是解释；有的话是主要的，有的话是附带的；有的话像树干，有的话像

树枝。我们不要跟着枝走而忘记了干，也不要只注意干而忘记了枝。我们要看圣灵在这卷书里到底讲什
么，怎样讲法，祂一共提起多少件事，经过多少话，才达到祂的目的。要把这些一步一步的想下去；要
跟着圣灵的意思走。祂有祂的正文，祂还有祂的解释。……我们必须分清楚什么话是树干，什么话是树
枝，才能读得懂。我们读的时候，不可一路冲过去。当圣灵拐弯解释的时候，我们也得跟着拐弯；当祂
回到正文的时候，我们也得回到正文。我们要十分的细嫩，十分的不相信自己，完全没有肉体的把握，
才能跟得上圣灵的思想。圣经的话有干、有枝，而枝干之间，又互相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所以，
我们不可断章取义的只拿几节圣经出来讲。 

我们的思想有了训练，我们就能学习用思想来定住光。光的照亮是霎时之间的，必须用思想来定住它。
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受训练，没有学会进入圣灵的思想，那么当启示来的时候，就没有思想来定住光。
所以我们的思想必须受训练，必须完全客观，完全跟着圣灵走（三九至四○页）。 

使用恢复本的纲目来鸟瞰经文，并进入圣灵的思想 

马可福音的鸟瞰 
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们，在我基督徒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喜爱过马可福音，直到我为着一九八三年

的冬季训练，不得不写这卷书注解的时候。我有一本旧的中文圣经，几乎含有新约各卷书的纲目。然而，
这本圣经没有写上马可福音的纲目。我没有为这卷书作纲目，因为我认为不值得作。在预备一九八三年
的冬季训练以前，关于马可福音的纲目，我惟一能告诉你们的，就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施浸者约翰出来（一 1～4）；在末了门徒出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十六 15，20）。我没有什么



心来写这卷书的纲目，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不过我不得不写一点，来配其他各卷的纲目。所以，主帮助
了我。这样写过以后，我对马可福音有了清楚的鸟瞰。我对这鸟瞰，特别在写完注解、纲目、信息纲目
之后，印象非常深刻；等到在训练中说过这十六章经文以后，更是如此。我想我不会很容易忘记印象深
刻的事物。 

马可福音给我们一幅完整的图画，描绘出耶稣如何作神的奴仆来服事罪人。我不说众罪人，因为这卷
书的各项都应当视为团体的事例（长老训练第三册，一四至一五页）。 

这里有一幅完整的图画，描绘出一个发烧、麻疯、瘫痪和血漏的病人。这样一个人濒临死亡，但他被
点活了，他一切的疾病得了医治，里面得了洁净，得了喂养，并且和耶稣上了山。然而，他还需要听见、
说话并看见，所以耶稣医治了与这些功能有关的各器官（七 31～37，八 22～25，九 14～29，十 46～
52）。如今这人开始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说正确的事，并且看见异象。耶稣把这人带进祂的死里（十
五 16～41），带进祂的复活里（十六 1～18），并且这人在耶稣基督里升到诸天之上（19）。然后这个
团体的人下来传福音，正如耶稣所作的一样（20）。这就是对整卷马可福音的鸟瞰。这不仅仅是历史或
故事，乃是马可福音的神圣意义（一八页）。 

罗马书的鸟瞰 
罗马书的鸟瞰主要有四站。你必须记住，并且对这四站有深刻的印象。罗马书由十六章所组成，分有

四段，每段四章。头四章结束于称义（四 25）；这是称义站。五至八章是论到成圣的一段。第三段，
从九至十二章，论到基督的身体。最终，末了一段结束于众地方召会，因为十六章提起众召会（1，4～
5）。若是你对这四站有这样一个鸟瞰，你就能看见，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罪人堕落的光景，这罪人要成
为神的儿子，使他作基督身体生机的肢体，彰显在众地方召会中。这一句话包括了整卷罗马书，从一章
至十六章，共四个主要的站（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