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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一篇第一篇

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向祂；列国的万族，都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向祂；列国的万族，都

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度是耶和华的，祂在列国中掌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度是耶和华的，祂在列国中掌

权权——诗二二诗二二27~2827~28。。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篇这卷书以美妙的次序说到四个主要的诗篇这卷书以美妙的次序说到四个主要的

点：基督点：基督——殿殿——城城——地。地。

诗篇这卷书的中 思想诗篇这卷书的中 思想是什么是什么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什么？？

诗诗篇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基督，篇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基督，

在召会作为殿和城里，恢复祂在全地的主权，在召会作为殿和城里，恢复祂在全地的主权，

祂合法的权利。祂合法的权利。

2

属灵负担

神的定旨就是要使祂自己得着一个团体神的定旨就是要使祂自己得着一个团体

的彰显 而完成祂定旨的关键 乃是召会的彰显 而完成祂定旨的关键 乃是召会的彰显，而完成祂定旨的关键，乃是召会的彰显，而完成祂定旨的关键，乃是召会

的建造；没有召会作殿和城的建造，主就的建造；没有召会作殿和城的建造，主就

没有桥头堡，让祂回来恢复地。没有桥头堡，让祂回来恢复地。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一篇第一篇

诗篇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不仅是诗诗篇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不仅是诗

篇的中心，也是诗篇的普及篇的中心，也是诗篇的普及。。

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明言所启示的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思想乃是明言所启示的

基督，以及圣殿和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召会，基督，以及圣殿和耶路撒冷所预表的召会，

就是神的家和为着神国之神的城就是神的家和为着神国之神的城。。

4

生命经历生命经历

从属人的观点来看，诗篇的中心和内容从属人的观点来看，诗篇的中心和内容

可以说都是圣徒对于神的怜悯、恩慈、爱、可以说都是圣徒对于神的怜悯、恩慈、爱、

信实、能力和荣耀所有的经历。信实、能力和荣耀所有的经历。

但是按着神圣的观念，所有赞美的中心但是按着神圣的观念，所有赞美的中心

和内容乃是基督、神的殿和神的城。和内容乃是基督、神的殿和神的城。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

尊大！尊大！——诗八诗八99
5

实行应用实行应用

神必须征服地，恢复地，将地带回祂正当神必须征服地，恢复地，将地带回祂正当

的治理之下；这就是主为何教导我们祷告：的治理之下；这就是主为何教导我们祷告：的治理之下；这就是主为何教导我们祷告：的治理之下；这就是主为何教导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太六同行在天上。”（太六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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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二篇第二篇
关于在神经纶里之基督的启示关于在神经纶里之基督的启示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受膏者说，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祂曾对我说，你是我受膏者说，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祂曾对我说，你是我
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将地极赐你为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
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诗二诗二7~9 7~9 。。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今天今天…………许多教训都偏离了目标，因为没许多教训都偏离了目标，因为没

有顾到圣经的路线、原则和灵。每当我们研有顾到圣经的路线、原则和灵。每当我们研

读圣经的一卷书 我们必须持守圣经的路线读圣经的一卷书 我们必须持守圣经的路线读圣经的 卷书，我们必须持守圣经的路线、读圣经的 卷书，我们必须持守圣经的路线、

原则和灵，然后光就来了原则和灵，然后光就来了。。

圣经没有高举律法或申言者。圣经的灵只圣经没有高举律法或申言者。圣经的灵只

高举一个人高举一个人——基督。基督。

2

属灵负担属灵负担

圣经的灵高举神所命定的基督，使祂在旧圣经的灵高举神所命定的基督，使祂在旧

造里、在新造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并在凡事造里、在新造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并在凡事

上居首位上居首位。。

基督既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就必须在我基督既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就必须在我

们的为人，并所作的一切事上，让祂居首位们的为人，并所作的一切事上，让祂居首位。。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二篇第二篇

诗诗篇二篇启示基督在神经纶里的步骤，开篇二篇启示基督在神经纶里的步骤，开

始于祂在永远里，在祂的神性里受膏（始于祂在永远里，在祂的神性里受膏（22），），

继续于祂的复活（也含示祂的死），祂的升继续于祂的复活（也含示祂的死），祂的升

天（诗二天（诗二66），祂设立祂宇宙的国度（启十一），祂设立祂宇宙的国度（启十一

1515），以列国作祂的基业并以地极作祂的产），以列国作祂的基业并以地极作祂的产

业（诗二业（诗二88），以及祂用铁杖治理列国（），以及祂用铁杖治理列国（99））。。

4

生命经历生命经历

我们领悟自己乃是无有，我们的光景是罪我们领悟自己乃是无有，我们的光景是罪

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开的 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 就为 督开的 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 就为 督开

路，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路，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

我们活出祂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联结里我们活出祂自己，并使我们在生机的联结里

与祂同活，借此顶替我们与祂同活，借此顶替我们。。

5

实行应用实行应用

投奔投奔于子就是信入子基督，以祂为我们的于子就是信入子基督，以祂为我们的

避难所、保护和藏身之处；以嘴亲子就是爱避难所、保护和藏身之处；以嘴亲子就是爱

祂 因而享受祂祂 因而享受祂祂，因而享受祂祂，因而享受祂。。

基督既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就必须在我基督既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就必须在我

们的为人，并所作的一切事上，让祂居首位。们的为人，并所作的一切事上，让祂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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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三篇第三篇
基督的尊大基督的尊大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
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八诗八22。。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诗八诗八99。。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八诗八22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

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无言闭口无言 ””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婴孩和吃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婴孩和吃闭口无言。闭口无言。 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婴孩和吃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婴孩和吃

奶的？奶的？

主在祂救赎工作里 高的成就，就是从主在祂救赎工作里 高的成就，就是从

微小、 软弱者的口中，使对祂的赞美得以微小、 软弱者的口中，使对祂的赞美得以

完全。完全。

2

属灵负担

主的名在全地是尊大（威严）的，祂的主的名在全地是尊大（威严）的，祂的

荣美（荣耀）彰显于天：诗篇八篇的目标，荣美（荣耀）彰显于天：诗篇八篇的目标，

乃是将地联于天 将天带到地 使地与天成乃是将地联于天 将天带到地 使地与天成乃是将地联于天，将天带到地，使地与天成乃是将地联于天，将天带到地，使地与天成

为一为一。。

主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主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赞美建立了能力（赞美——太二一太二一1616），使仇敌和），使仇敌和

报仇的，闭口无言报仇的，闭口无言。。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三篇第三篇

诗篇八篇给我们看见，神的定旨和计划是要人有诗篇八篇给我们看见，神的定旨和计划是要人有

祂的形像彰显祂并有祂的管治权代表祂 这定旨和祂的形像彰显祂并有祂的管治权代表祂 这定旨和祂的形像彰显祂并有祂的管治权代表祂，这定旨和祂的形像彰显祂并有祂的管治权代表祂，这定旨和

计划从未改变计划从未改变。。

诗篇八篇是大卫受感赞美基督的尊大诗篇八篇是大卫受感赞美基督的尊大——这篇诗说这篇诗说

到诸天、地、婴孩和吃奶者、人、三类仇敌，也说到诸天、地、婴孩和吃奶者、人、三类仇敌，也说

到主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和升天、基到主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和升天、基

督的身体、祂的再来以及祂的国。督的身体、祂的再来以及祂的国。

4

生命经历

神眷顾人是借着祂所经过的漫长过程，成神眷顾人是借着祂所经过的漫长过程，成

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并进入我们里面。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并进入我们里面。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并进入我们里面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并进入我们里面

我们借着重生成为婴孩和吃奶的，是在起我们借着重生成为婴孩和吃奶的，是在起

初的阶段初的阶段；；继续于圣别、更新和变化。借着继续于圣别、更新和变化。借着

变化，我们在赞美主上得以完全。变化，我们在赞美主上得以完全。

5

实行应用

我们要赞美主，就需要看见耶稣，将我们我们要赞美主，就需要看见耶稣，将我们

的眼光从纷乱的地转向明亮的天。的眼光从纷乱的地转向明亮的天。

正确、真实的救恩停止我们人的作为，并正确、真实的救恩停止我们人的作为，并

使我们成为赞美主的婴孩和吃奶的。使我们成为赞美主的婴孩和吃奶的。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

尊大〔威严〕”尊大〔威严〕”——诗八诗八99 。。

6



4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四篇第四篇
满足神心愿并成就神喜悦的神人满足神心愿并成就神喜悦的神人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读本周各天 节读本周各天 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分你为我持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分你为我持

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

美好。我必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美好。我必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

戒我戒我——诗十六诗十六5~75~7。。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篇十五篇一节问我们：“耶和华啊，谁诗篇十五篇一节问我们：“耶和华啊，谁

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大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大

卫的答复是卫的答复是——合乎律法的完全人 但在全宇合乎律法的完全人 但在全宇卫的答复是卫的答复是——合乎律法的完全人。但在全宇合乎律法的完全人。但在全宇

宙中，只有一个人宙中，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照着律法是照着律法是

完全的完全的。。

我我们也许以为善人能与神同住，恶人不能们也许以为善人能与神同住，恶人不能。。

神神弃绝善人，如同弃绝恶人一样弃绝善人，如同弃绝恶人一样。唯有。唯有神人神人

能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祂的喜悦。能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祂的喜悦。 2

属灵负担

在神的经纶里，唯有神人基督这神的长在神的经纶里，唯有神人基督这神的长

子 连同祂许多的弟兄 就是神的众子子 连同祂许多的弟兄 就是神的众子子，连同祂许多的弟兄，就是神的众子子，连同祂许多的弟兄，就是神的众子

（罗八（罗八2929），能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神），能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神

的喜悦。的喜悦。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四篇第四篇

诗篇十六篇启示，唯有神人基督能满足神的心愿，诗篇十六篇启示，唯有神人基督能满足神的心愿，

并成就神的喜悦并成就神的喜悦并成就神的喜悦。并成就神的喜悦。

祂是神来成为人，过一种满了神圣属性彰显于人祂是神来成为人，过一种满了神圣属性彰显于人

性美德的人性生活、受死、复活并升到神的右边，性美德的人性生活、受死、复活并升到神的右边，

唯有祂照着律法是完全的，能寄居神的帐幕，与神唯有祂照着律法是完全的，能寄居神的帐幕，与神

同住在祂的圣山上同住在祂的圣山上。。

4

生命经历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

所得的分你为我持守”所得的分你为我持守”——诗十六诗十六55。。

“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产业实在美好”——66节节

“我必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我必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

在夜间也警戒我”在夜间也警戒我”——诗十六诗十六77。。

5

实行应用

““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奔于你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奔于你

””——诗十六诗十六11。。

“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不在你以外”——诗十六诗十六22。。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

边，我便不至摇动”边，我便不至摇动”——诗十六诗十六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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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五篇第五篇

在祂救赎的死里，并在祂产生召会之复活里的基督在祂救赎的死里，并在祂产生召会之复活里的基督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唉哼的言语不听我唉哼的言语——诗二二诗二二11。。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诗二二诗二二
2222。。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诗二二二二22  “22  “我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

会中我要赞美会中我要赞美你你””

这节的“我” 就是复活的基督 向祂的弟这节的“我” 就是复活的基督 向祂的弟这节的 我 ，就是复活的基督，向祂的弟这节的 我 ，就是复活的基督，向祂的弟

兄宣告父的名。祂若留在死里，就无法向祂的兄宣告父的名。祂若留在死里，就无法向祂的

弟兄宣告父神的名弟兄宣告父神的名。。

基督的复活是同时生出神数以百万计的儿女。基督的复活是同时生出神数以百万计的儿女。

祂在复活里是神的长子，我们跟随祂作神的众祂在复活里是神的长子，我们跟随祂作神的众

子。主的弟兄们构成召会。子。主的弟兄们构成召会。
2

属灵负担

在祂的复活里，基督自己生为神的长子在祂的复活里，基督自己生为神的长子

（诗二（诗二77，徒十三，徒十三3333），并成为赐生命的灵，），并成为赐生命的灵，

所有蒙神拣选并救赎的人也都重生成为神所有蒙神拣选并救赎的人也都重生成为神

的众子，就是基督的许多弟兄的众子，就是基督的许多弟兄。。

我们这些神的许多儿子，就是召会，聚我们这些神的许多儿子，就是召会，聚

集赞美父的时候，长子就在我们的赞美里集赞美父的时候，长子就在我们的赞美里

赞美父赞美父。。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五篇第五篇

诗篇二十二篇一至二十一节陈明一幅详细的图画，诗篇二十二篇一至二十一节陈明一幅详细的图画，

描绘基督受死的苦，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描绘基督受死的苦，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

神为着救赎我们而审判基督，将祂置于死地神为着救赎我们而审判基督，将祂置于死地；；基基

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

二十二至三十一节说到复活的基督，由作君王治二十二至三十一节说到复活的基督，由作君王治

理的所罗门所预表。主的弟兄们构成召会；因此，理的所罗门所预表。主的弟兄们构成召会；因此，

祂的复活乃是产生召会的复活祂的复活乃是产生召会的复活；；基督在复活里向祂基督在复活里向祂

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并在召会中赞美父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并在召会中赞美父。。 4

生命经历

神的长子一直在召会中歌颂父。祂乃是神的长子一直在召会中歌颂父。祂乃是

在祂的众弟兄中歌颂。祂现今就在我们里在祂的众弟兄中歌颂。祂现今就在我们里

面，祂就在我们的歌唱里歌颂父。祂的歌面，祂就在我们的歌唱里歌颂父。祂的歌

唱是在我们的歌唱里。当我们歌唱的时候唱是在我们的歌唱里。当我们歌唱的时候

，祂也歌唱。当我们从我们的灵里歌颂父，祂也歌唱。当我们从我们的灵里歌颂父

的时候，祂也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一同歌的时候，祂也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一同歌

唱唱。。

5

实行应用

基督在召会所有的聚会里等候机会，要基督在召会所有的聚会里等候机会，要

与我们合作歌颂父。我们给祂机会有这样的与我们合作歌颂父。我们给祂机会有这样的

合作， 好的路就是合作， 好的路就是敞开我们的灵敞开我们的灵，向，向父歌父歌

颂颂。我们越歌唱，就越享受祂的歌唱。当我。我们越歌唱，就越享受祂的歌唱。当我

们向父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基督。我们们向父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基督。我们

与基督一同在召会聚会里赞美父。与基督一同在召会聚会里赞美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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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六篇第六篇
是灵的基督生机的牧养是灵的基督生机的牧养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
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祂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祂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义路引导我走义路——诗二三诗二三1~31~3。。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
中，直到永远中，直到永远——诗二三诗二三66。。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诗二三二三1 “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

缺乏缺乏””。。内住、是灵的基督是“我的牧者”，内住、是灵的基督是“我的牧者”，

在祂周全、柔细的照顾下，“我必不至缺在祂周全、柔细的照顾下，“我必不至缺在祂周全、柔细的照顾下， 我必不至缺在祂周全、柔细的照顾下， 我必不至缺

乏”。乏”。

按照诗篇二十三篇，基督牧养我们分按照诗篇二十三篇，基督牧养我们分哪哪五五

个阶段个阶段？？我愿意大家来想想，在基督牧养的我愿意大家来想想，在基督牧养的

这五个阶段中，自己是在哪一阶段。这五个阶段中，自己是在哪一阶段。

2

属灵负担

借借着基督奇妙的牧养，以及我们进入这着基督奇妙的牧养，以及我们进入这

牧养（活力排内在的意义），祂所救赎并重牧养（活力排内在的意义），祂所救赎并重

生的人要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新妇也要生的人要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新妇也要

预备好，使祂得以回来，在来世祂国度的显预备好，使祂得以回来，在来世祂国度的显

现里作王现里作王。。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六篇第六篇

在诗篇二十二篇，基督曾是救赎主和使人重生在诗篇二十二篇，基督曾是救赎主和使人重生

者；在二十三篇祂现今是牧者；在二十四篇祂将者；在二十三篇祂现今是牧者；在二十四篇祂将者；在二十三篇祂现今是牧者；在二十四篇祂将者；在二十三篇祂现今是牧者；在二十四篇祂将

是王，要借着召会，祂的身体，就是祂所救赎并是王，要借着召会，祂的身体，就是祂所救赎并

重生、今天正在牧养的人，得回全地。重生、今天正在牧养的人，得回全地。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里面那是灵的牧者，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里面那是灵的牧者，

照顾我们内里的所是照顾我们内里的所是。。

内住、是灵的基督是“我的牧者”，在祂周全、内住、是灵的基督是“我的牧者”，在祂周全、

柔细的照顾下，“我必不至缺乏”柔细的照顾下，“我必不至缺乏”。。 4

生命经历

按照诗篇二十三篇，基督牧养我们分五个阶段：按照诗篇二十三篇，基督牧养我们分五个阶段：

起初的阶段是享受基督作青草地，并那灵作可安起初的阶段是享受基督作青草地，并那灵作可安
歇的水。歇的水。

第 阶段是在义路上得复兴和变化第 阶段是在义路上得复兴和变化第二阶段是在义路上得复兴和变化。第二阶段是在义路上得复兴和变化。

第三阶段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时，经历复活、是灵第三阶段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时，经历复活、是灵
的基督。的基督。

第四阶段是在与敌人争战上，更深、更高地享受第四阶段是在与敌人争战上，更深、更高地享受
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

第五阶段是在耶和华殿中一生享受神圣的恩惠和第五阶段是在耶和华殿中一生享受神圣的恩惠和
慈爱。慈爱。 5

实行应用

我们需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我们需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寻求神寻求神，与神核对日常生，与神核对日常生
活中的每件事活中的每件事；；隐藏在神的遮蔽处隐藏在神的遮蔽处；；向神献向神献
欢呼的祭欢呼的祭，唱诗歌颂神，使神得着荣耀。，唱诗歌颂神，使神得着荣耀。

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我基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我
们需要们需要与祂合作牧养人与祂合作牧养人；牧养人就是顾惜并；牧养人就是顾惜并
喂养他们。喂养他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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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第七七篇篇
赞美基督作王赞美基督作王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我心里涌出美辞，讲说我论到王的作品。我的舌头是快手我心里涌出美辞，讲说我论到王的作品。我的舌头是快手
的笔的笔——诗四五诗四五11。。

女子啊，你要听，要看，要侧耳而听；要忘记你的民，和女子啊，你要听，要看，要侧耳而听；要忘记你的民，和
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祂是你的主，你当敬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祂是你的主，你当敬
拜祂拜祂——诗四五诗四五10~1110~11 。。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是可是可拉子孙的一首诗，也是一首爱拉子孙的一首诗，也是一首爱

的歌，调用百合花的歌，调用百合花。。

民数记二十六章说到一班神的子民在可拉的领头民数记二十六章说到一班神的子民在可拉的领头民数记二十六章说到 班神的子民在可拉的领头民数记二十六章说到 班神的子民在可拉的领头

下背叛。当神进来表白并审判时，可拉就被吞灭，下背叛。当神进来表白并审判时，可拉就被吞灭，

但他的众子得了宽宥但他的众子得了宽宥。。

神极大的工作乃是复兴神荒凉的建造，并恢复可神极大的工作乃是复兴神荒凉的建造，并恢复可

拉的子孙。今天神极大的工作，第一是恢复地方召拉的子孙。今天神极大的工作，第一是恢复地方召

会，第二是恢复你们许多的人。我们许多人真是可会，第二是恢复你们许多的人。我们许多人真是可

拉的子孙。拉的子孙。 2

属灵负担

我们对主耶稣若有情深的爱，我们的舌我们对主耶稣若有情深的爱，我们的舌

头就会是快手的笔 照着我们对祂一切所头就会是快手的笔 照着我们对祂一切所头就会是快手的笔，照着我们对祂 切所头就会是快手的笔，照着我们对祂 切所

是的经历和享受，迅速写出我们对祂的爱是的经历和享受，迅速写出我们对祂的爱

和赞美和赞美。。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第七七篇篇

诗篇四十五篇摆出一幅完整的景象，完全的图诗篇四十五篇摆出一幅完整的景象，完全的图

画，给我们看见基督在祂自己里面的美丽（画，给我们看见基督在祂自己里面的美丽（1~81~8），），画，给我们看见基督在祂自己里面的美丽（画，给我们看见基督在祂自己里面的美丽（1 81 8），），

如四福音所揭示的（在祂成肉体的时期）；基督如四福音所揭示的（在祂成肉体的时期）；基督

在召会，就是祂的妻子里的美丽（在召会，就是祂的妻子里的美丽（9~159~15），如书），如书

信所启示的（在祂总括的时期）；以及基督在祂信所启示的（在祂总括的时期）；以及基督在祂

所有子孙，就是在作众首领之得胜者里的美丽所有子孙，就是在作众首领之得胜者里的美丽

（（16~1716~17），如在启示录所看见的（在祂加强的时），如在启示录所看见的（在祂加强的时

期）期）。。

4

生命经历

在诗篇四十五篇王后有两件衣服：在诗篇四十五篇王后有两件衣服：

第一件衣服是俄斐金子，是用金线交织成第一件衣服是俄斐金子，是用金线交织成
的的 这件衣服相当于基督作我们客观的义这件衣服相当于基督作我们客观的义的的；；这件衣服相当于基督作我们客观的义，这件衣服相当于基督作我们客观的义，
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

第二件衣服是刺绣的衣服第二件衣服是刺绣的衣服；；这件衣服相当这件衣服相当
于基督从我们活出来，作我们主观的义，使于基督从我们活出来，作我们主观的义，使
我们得胜。我们得胜。

5

实行应用

“女子啊，你要听，要看，要侧耳而听；要忘“女子啊，你要听，要看，要侧耳而听；要忘
记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记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诗诗
四五四五10~1110~11上：上：

所有的地方召会都必须所有的地方召会都必须学习如何听学习如何听，，如何忘记如何忘记；；
如何如何听那灵活而即时的说话听那灵活而即时的说话，如何，如何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忘记忘记
老旧的关系，老旧的方式，老旧的背景。老旧的关系，老旧的方式，老旧的背景。

我们越忘记过去，并以新的方式与主一同往前，我们越忘记过去，并以新的方式与主一同往前，
我们在王眼中就越美丽。我们在王眼中就越美丽。

6



8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第八八篇篇
殿和城殿和城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耶和华啊，我爱你所住的殿，和你的荣耀所居之处耶和华啊，我爱你所住的殿，和你的荣耀所居之处——诗二诗二
六六88。。

耶和华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祂的圣山上，该大受赞耶和华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祂的圣山上，该大受赞
美。在北面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为全地美。在北面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为全地
所喜悦所喜悦——诗四八诗四八1~2 1~2 。。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新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

生命，也是我们的头生命，也是我们的头。。

当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我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 我当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我

们就有作为殿的召会。但我们若往前，认识们就有作为殿的召会。但我们若往前，认识

祂的作头，召会就要扩大成为城，召会就得祂的作头，召会就要扩大成为城，召会就得

到保障到保障。。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力量和患难中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力量和患难中随时可时可

得的帮助。神在城中对我们乃是这一切。得的帮助。神在城中对我们乃是这一切。 2

属灵负担

对基督的享受引我们到神的殿（家）中享受神对基督的享受引我们到神的殿（家）中享受神。。
当召会得着扩大、加强并建造时，神的殿就成为神当召会得着扩大、加强并建造时，神的殿就成为神
的城的城。。的城的城。。

殿主要的是与基督作生命有关，城主要的是与基殿主要的是与基督作生命有关，城主要的是与基

督作元首有关督作元首有关。。当我们领悟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领悟基督不仅是我们的生命，

也是我们的头，召会就不仅是殿，并且还是城也是我们的头，召会就不仅是殿，并且还是城。。召召

会作为城，将使全地在基督里服在神的权柄和王权会作为城，将使全地在基督里服在神的权柄和王权

之下之下。。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八篇

对基督的享受引我们到神的殿（家）中享受神：对基督的享受引我们到神的殿（家）中享受神：

在神的殿里 我们能享受生命河 生命树 生在神的殿里 我们能享受生命河 生命树 生在神的殿里，我们能享受生命河、生命树、生在神的殿里，我们能享受生命河、生命树、生

命源头和生命的光命源头和生命的光。。

当召会得着扩大、加强并建造时，神的殿就成当召会得着扩大、加强并建造时，神的殿就成

为神的城，作那是神又是王者治理并掌权的国：为神的城，作那是神又是王者治理并掌权的国：

诗篇四十六至四十八篇是论到召会作神的城；诗篇四十六至四十八篇是论到召会作神的城；

在此，召会已经成了神所治理并从其中掌权的城在此，召会已经成了神所治理并从其中掌权的城。。

4

生命经历

你们要尝尝，便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你们要尝尝，便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
这样的尝和知道，必定是在神的殿中，就这样的尝和知道，必定是在神的殿中，就

是祂的居所里。是祂的居所里。

在神的殿里，我们能享受生命河、生命树、在神的殿里，我们能享受生命河、生命树、
生命源头和生命的光生命源头和生命的光。。

这位在城中应付我们需要的神：在这城中，这位在城中应付我们需要的神：在这城中，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力量和患难中随时可得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力量和患难中随时可得
的帮助。的帮助。

5

实行应用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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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美 在祂的殿里求问” 诗二七诗二七44荣美，在祂的殿里求问”荣美，在祂的殿里求问”——诗二七诗二七44。。

召会是城，乃是神的国，神治理的地方召会是城，乃是神的国，神治理的地方；；
城真实的建造，就是帮助众圣徒认识基督的城真实的建造，就是帮助众圣徒认识基督的
作头作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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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第九九篇篇
悔改和认罪同神的赦免，为着祂的建造悔改和认罪同神的赦免，为着祂的建造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恤涂抹我的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恤涂抹我的过
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诗五一诗五一1~21~2。。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
轻看轻看——诗五一诗五一1717。。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诗篇五十一篇是在大卫犯了谋杀乌利亚篇五十一篇是在大卫犯了谋杀乌利亚，，

并夺取他妻子的大罪并夺取他妻子的大罪，，且受了申言者拿单责且受了申言者拿单责

备之后作的；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悔罪诗备之后作的；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悔罪诗。。

神神的赦免与大卫的过犯和悔改结合；这种的赦免与大卫的过犯和悔改结合；这种

结合生出一个建造神殿的人结合生出一个建造神殿的人，，名叫所罗名叫所罗门门。。

2

属灵负担

神的殿（就是召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神的殿（就是召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
冷）的建造，来自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冷）的建造，来自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
的赦免的赦免。。

我们若是悔改、认罪并求神洁净的人，就我们若是悔改、认罪并求神洁净的人，就

得以在作神家之召会和作神国之神的城中，得以在作神家之召会和作神国之神的城中，

在基督里享受神在基督里享受神。。

主的恢复乃是建造锡安：锡安所预表的得主的恢复乃是建造锡安：锡安所预表的得

胜者，乃是桥头堡，主要借以回来据有全地胜者，乃是桥头堡，主要借以回来据有全地。。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九篇

神的赦免与大卫的过犯和悔改结合；这种神的赦免与大卫的过犯和悔改结合；这种

结合生出一个建造神殿的人 名叫所罗门；结合生出一个建造神殿的人 名叫所罗门；结合生出 个建造神殿的人，名叫所罗门；结合生出 个建造神殿的人，名叫所罗门；

所罗门预表基督和那些经历基督而与祂是一所罗门预表基督和那些经历基督而与祂是一

的人的人。。

大卫悔改和认罪，结果使他为着神的目标大卫悔改和认罪，结果使他为着神的目标

祈求神祈求神——“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

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
4

生命经历

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好得神赦免，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好得神赦免，
乃是喝基督作活水，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乃是喝基督作活水，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
的路的路的路。的路。

因着主知道我们罪行的记录，我们 好借因着主知道我们罪行的记录，我们 好借
着认罪求祂除去那记录着认罪求祂除去那记录；；神儿子耶稣的血一神儿子耶稣的血一
直、继续并持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直、继续并持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5

实行应用

我们和大卫一样，需要停留在神面前，有我们和大卫一样，需要停留在神面前，有
彻底并真实的悔改和认罪，好得着神完全的彻底并真实的悔改和认罪，好得着神完全的
赦免赦免赦免赦免。。

我们需要纯净的心，单单寻求主自己我们需要纯净的心，单单寻求主自己；；我我
们因犯罪而老旧，因此我们需要神借着应用们因犯罪而老旧，因此我们需要神借着应用
祂的赦免而更新我们祂的赦免而更新我们。。

6



10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第十十篇篇
基督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基督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主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
逃跑了！留守在家的妇女，分得了掠物。你们虽然躺卧在逃跑了！留守在家的妇女，分得了掠物。你们虽然躺卧在
羊圈之间，却像鸽子的翅膀镀了白银，翎毛镀了绿黄色的羊圈之间，却像鸽子的翅膀镀了白银，翎毛镀了绿黄色的
金金——诗六八诗六八11~1311~13。。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诗人为什么写诗篇六十八篇诗人为什么写诗篇六十八篇，，又为什么这又为什么这

样写法样写法？？

节上半说节上半说 ““愿神兴起愿神兴起”” 神的确兴起神的确兴起一节上半说一节上半说，，““愿神兴起愿神兴起””，，神的确兴起神的确兴起

行动行动。。祂乃是借着帐幕行动祂乃是借着帐幕行动。。没有帐幕没有帐幕，，神神

就无法行动就无法行动。。这指明神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这指明神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

行动；没有基督行动；没有基督，，神就无法在地上行动神就无法在地上行动。。

2

属灵负担

诗篇六十八篇启示神在地上的行动：诗篇六十八篇启示神在地上的行动：

神的行动开始于竖立帐幕同约柜以后；帐幕同神的行动开始于竖立帐幕同约柜以后；帐幕同
约柜表征基督成为肉体 作神在地上的居所 以约柜表征基督成为肉体 作神在地上的居所 以约柜表征基督成为肉体，作神在地上的居所，以约柜表征基督成为肉体，作神在地上的居所，以
祂自己为神在祂经纶中行动的中心祂自己为神在祂经纶中行动的中心。。

神仍在地上行动，祂正在召会中并借着召会行神仍在地上行动，祂正在召会中并借着召会行

动，并且以基督为召会的中心而行动动，并且以基督为召会的中心而行动。。

神在人里的行动是要使人成为神，使人在生命神在人里的行动是要使人成为神，使人在生命

和性情上与祂一样，但无分于神格和性情上与祂一样，但无分于神格。。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第十十篇篇

诗篇六十八篇启示神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诗篇六十八篇启示神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

心（由约柜所预表）的得胜心（由约柜所预表）的得胜心（由约柜所预表）的得胜。心（由约柜所预表）的得胜。

诗篇六十八篇启示基督的升天诗篇六十八篇启示基督的升天、、基督受了基督受了

恩赐恩赐、、神居所的建造神居所的建造、、在神的家中享受神在神的家中享受神、、

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向神的赞美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向神的赞美、、从殿扩展为从殿扩展为

神的城神的城、、为神得着地为神得着地。。

4

生命经历

““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主，就是拯救我们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主，就是拯救我们
的神，是当受颂赞的。细拉”的神，是当受颂赞的。细拉” ——这里的美福这里的美福
乃是三一神乃是三一神——镀了镀了银银的的鸽子翅膀鸽子翅膀，和镀了绿，和镀了绿乃是三 神乃是三 神 镀了镀了银银的的鸽子翅膀鸽子翅膀，和镀了绿，和镀了绿
黄色闪耀的黄色闪耀的金金的的翎毛翎毛。。

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的神；人能脱离死亡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的神；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于主耶和华”，是在于主耶和华”——我们享受神作拯救的我们享受神作拯救的
生命，就脱离死亡。生命，就脱离死亡。

我们在神的家中，也享受祂的胜过仇敌我们在神的家中，也享受祂的胜过仇敌。。
5

实行应用

按照神新约的经纶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向神的赞美向神的赞美：：

“你们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你们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
颂赞耶和华神 在那里 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颂赞耶和华神 在那里 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颂赞耶和华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颂赞耶和华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
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在他们的群众中，有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在他们的群众中，有西
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你的能力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你的能力
是你神所命定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是你神所命定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
所成全的事”所成全的事”

6



11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第十一十一篇篇
召受苦的基督，以及作为召受苦的基督，以及作为

立定神新约经纶之因素的基督立定神新约经纶之因素的基督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祭物和供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祭物和供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
罪祭，非你所要。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经卷罪祭，非你所要。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经卷
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实行你的旨意；你的律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实行你的旨意；你的律
法在我里面法在我里面——诗四十诗四十6~86~8。。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彼彼前二前二21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因基督也

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叫你们跟

随祂的脚踪行随祂的脚踪行””。。主耶稣已把祂受苦的生活主耶稣已把祂受苦的生活

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面前，，作我们临摹的范本作我们临摹的范本。。我们我们要要

如何如何跟随祂的脚踪行跟随祂的脚踪行??

2

属灵负担

主耶稣已把祂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主耶稣已把祂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

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乃是指我们要在受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乃是指我们要在受

苦时享受祂作恩典，好使祂自己这内住的灵，苦时享受祂作恩典，好使祂自己这内住的灵，

带着祂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繁殖祂带着祂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繁殖祂

自己自己。。

基督作这样唯一的祭物，乃是立定神新约基督作这样唯一的祭物，乃是立定神新约

经纶的因素，使祂成为新约经纶的中心与普经纶的因素，使祂成为新约经纶的中心与普

及，好产生并建造召会作祂生机的身体，终及，好产生并建造召会作祂生机的身体，终

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第十一十一篇篇

诗篇六十九篇是说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诗篇六十九篇是说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
卫所预表卫所预表。。

诗诗篇四十篇六至八节的预言，是关于包罗万有篇四十篇六至八节的预言，是关于包罗万有
之基督 大的启示之一，说到祂借着成为肉体第之基督 大的启示之一，说到祂借着成为肉体第
一次来，从神所领受的托付，就是要除去旧约的一次来，从神所领受的托付，就是要除去旧约的
动物祭牲，而立定祂自己（在祂身体里）作新约动物祭牲，而立定祂自己（在祂身体里）作新约
的祭物的祭物。。这是要结束神旧约的经纶，而开始神新这是要结束神旧约的经纶，而开始神新
约的经纶，在其中基督顶替一切的供物和所有的约的经纶，在其中基督顶替一切的供物和所有的
人事物人事物。。 4

生命经历

我们要在受苦时享受祂作恩典，好使祂自我们要在受苦时享受祂作恩典，好使祂自

己这内住的灵，带着祂生命一切的丰富，在己这内住的灵，带着祂生命一切的丰富，在

我们里面繁殖（复制）祂自己，使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繁殖（复制）祂自己，使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繁殖（复制）祂自己，使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繁殖（复制）祂自己，使我们成为

祂的复制品。祂的复制品。

新约的职事是由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新约的职事是由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

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

作而产生在新约的众执事里面作而产生在新约的众执事里面。。

5

实行应用

我们都需要学习两个重要的功课我们都需要学习两个重要的功课——神主神主
宰的功课，以及凭复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宰的功课，以及凭复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宰的功课，以及凭复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宰的功课，以及凭复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
功课功课。。

我们需要多多交通于基督为着召会的苦我们需要多多交通于基督为着召会的苦
难；我们所有分于的苦难，乃是为着建造难；我们所有分于的苦难，乃是为着建造
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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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第十二十二篇篇
作王的基督借着滋润恢复地作王的基督借着滋润恢复地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祂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浇灌大地祂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浇灌大地——诗诗七七
二二66。。

祂的名要存到永远，要留传如日之久；人要因祂蒙福；万国祂的名要存到永远，要留传如日之久；人要因祂蒙福；万国
要称祂有福。独行奇事的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要称祂有福。独行奇事的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
赞的；祂荣耀的名也当受颂赞，直到永远；愿祂的荣耀充满赞的；祂荣耀的名也当受颂赞，直到永远；愿祂的荣耀充满
全地。阿们，阿们全地。阿们，阿们——诗七二诗七二17~1917~19。。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圣圣经给我们看见经给我们看见，，神临到我们作生命神临到我们作生命，，如如

同活水的涌流同活水的涌流。。从圣经中这幅水流的图画从圣经中这幅水流的图画，，

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 道交通的水流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 道交通的水流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一道交通的水流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一道交通的水流。。

你若有这水流你若有这水流，，你就有一切你就有一切。。你若在这水你若在这水

流里流里，，你就在神里面你就在神里面，，就在羔羊同宝座里就在羔羊同宝座里，，

就在生命里就在生命里，，就在交通里就在交通里，，就在见证里就在见证里，，也也

在神的工作里在神的工作里。。你知道你在水流里么你知道你在水流里么？？

2

属灵负担

基督第二次来时要据有地，并要在地上基督第二次来时要据有地，并要在地上

建立神的国；祂要借着祂自己作涌流的河而建立神的国；祂要借着祂自己作涌流的河而建立神的国；祂要借着祂自己作涌流的河而建立神的国；祂要借着祂自己作涌流的河而

扩展国度，凭着滋润恢复地，并以活水满足扩展国度，凭着滋润恢复地，并以活水满足

干渴的人。干渴的人。

3

诗篇结晶读经诗篇结晶读经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十二篇

基督第二次来时，要据有那已赐给祂作产业的地，基督第二次来时，要据有那已赐给祂作产业的地，

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利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利。。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利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利。。

诗篇六十九篇论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卫所诗篇六十九篇论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卫所

预表；七十二篇论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预表；七十二篇论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

所预表所预表。。

基督要按公义和公平作王，其结果乃是平安基督要按公义和公平作王，其结果乃是平安。。

诗篇七十二篇启示，基督在祂的治理中，要借着诗篇七十二篇启示，基督在祂的治理中，要借着

滋润恢复地。滋润恢复地。 4

生命经历

基督要按公义和公平作王，其结果乃是平基督要按公义和公平作王，其结果乃是平
安安。。在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在祂的在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在祂的
治理之下，平安才会开始掌权。治理之下，平安才会开始掌权。治理之下，平安才会开始掌权。治理之下，平安才会开始掌权。

主耶稣要作王，不是仅仅借着运用能力以主耶稣要作王，不是仅仅借着运用能力以
征服别人，主要的乃是借着供应活水，使干征服别人，主要的乃是借着供应活水，使干
渴的人满足渴的人满足。。

5

实行应用

在圣经里只有一道流，只有一道神圣的水在圣经里只有一道流，只有一道神圣的水
流流：：

既然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 并且这道流是既然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 并且这道流是既然只有 道神圣的水流，并且这道流是既然只有 道神圣的水流，并且这道流是
独一无二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独一无二的，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
流中流中。。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