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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聚會乃是要來明白並實行神的旨意；我們在地上的目標

，我們在地上的目的，是要遵行父的旨意；我們是藉着

來到召會聚會中而實行這事─來十25。  

貳 

我們需要領悟，除了我們內裏與主同在的生命，沒有什

麼像召會聚會這麼要緊、重要且有益處─林前十四23~2

6：   

叄 在聚會中神使我們明白祂的旨意─詩七三16~17：  

肆                           

因着神的旨意是在基督裏，集中於基督，並爲着基督，

並且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我們就要藉着在聚會中

展覽基督而實行神的旨意─西一9、15~18、12，三4、1

1，林前十四26：  

伍 

因着父永遠的旨意與祂心頭的願望是要建造召會作基督

的身體，我們就要照着合乎聖經的聚會之路，在聚會中

盡功用，使基督的身體得建造，藉此實行祂的旨意─太

七21，十二50，弗四16，林前十四26：     

週一 8/17                                         *禱讀 

希伯來書 10:25 

25 

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倒要彼

此勸勉；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哥林多前書 14:23-24 

23 

所以若全召會聚在一處的時候，眾人都說方言，有不通方言

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 

24 

但若眾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他就

被眾人勸服，被眾人審明了； 

馬太福音 18:19-20 

19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上，在他們所

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

之上的父，得著成全。 

20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裡，那裡就有

我在他們中間。 

使徒行傳 2:42 

42 

他們都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裡，持續擘餅和禱告。 

 

 

哥林多前書 12:13 

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或自主的，都

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申命記 12:5, 7 

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所選擇出來立祂名的地

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們當尋求的，你們要往那裡去， 

7 

在那裡，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你們和你們的家屬都可以喫

，並且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蒙耶和華你的神賜福，就都歡樂

。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八週,週一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一章引言:壹;貳;叄  

週二 8/18 

詩篇 73:16-17, 28 

16 我思索要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 

17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局。 

28 

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

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詩篇 77:11-13 

11 我要回想耶和華所行的，因我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  12 

我也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默念你的作為。   13 

神阿，你的道路是在聖所中；有何神明大如神呢？ 

提摩太前書 3:15 

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

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以弗所書 2:21 

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 

以弗所書 1:17-18 

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

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

徒中之基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八週,週二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一章引言:肆   

 

 

週三 8/19 

歌羅西書 1:12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 

哥林多前書 14:26 

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

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

凡事都當為建造。 

歌羅西書 1:9, 17-18 

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認識神的旨意，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 

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

，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歌羅西書 3:4, 11 

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

在榮耀裡。 

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

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

一切之內。 

哥林多前書 12:4-7 

4 然而，恩賜雖有分別，靈卻是同一位； 

5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同一位； 6 

功效也有分別，神卻是同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 

7 只是那靈的表顯賜給各人，是要叫人得益處。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八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一章引言:伍 

週四 8/20 

提摩太前書 1:4 

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

論，對於神在信仰裡的經綸並無助益。 

以弗所書 3:9 

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

，向眾人照明， 

以弗所書 4:11-12, 16 

11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

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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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

體， 

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

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

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使徒行傳 20:20-21 

20 

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告訴你們的，或在公眾

面前，或挨家挨戶，我都教導你們。 

21 

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鄭重作見證，當悔改歸向神，信入我

們的主耶穌。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八週,週四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一章引言:陸   

週五 8/21 

哥林多前書 14:23, 26 

23 

所以若全召會聚在一處的時候，眾人都說方言，有不通方言

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 

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

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

凡事都當為建造。 

歌羅西書 1:12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 

以弗所書 3:8 

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

追測不盡的豐富, 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希伯來書 10:19-22, 24 

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

幔子就是祂的肉體， 

21 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 

22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脫開了邪惡的良

心，在身體一面，也已經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真誠的心

，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進入至聖所； 

24 且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馬太福音 18:20 

20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裡，那裡就有

我在他們中間。 

使徒行傳 5:42 

42 

他們每日在殿裡，並且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耶穌是基

督為福音。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八週,週五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一章引言:柒 (第1段) 

週六 8/22 

哥林多前書 14:24-25, 31, 1, 3, 4下 

24 

但若眾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他就

被眾人勸服，被眾人審明了； 

25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宣告說，神

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31 

因為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為要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

得勉勵。 

1 你們要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要切慕申言。 

3 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 

4下 …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提摩太後書 3:16-17 

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導

，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樣的善工，裝備齊全。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7-20 

17 不住的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19 

不要銷滅那靈， 

20 不要藐視申言者的話， 

加拉太書 5:16, 25 

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 

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著靈而行。 

民數記 11:29下  

29下 … 

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是申言者，願耶和華把祂的靈放在他們

身上！ 

晨興聖言 神的旨意 第八週,週六 

團體閱讀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第一章引言:柒 (第2-4段);捌  

詩  歌 中文大本 624 

主日 8/23 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民數記 7:1-3, 89 

1 

摩西立完了帳幕的那日，就把帳幕用膏抹了，使其分別為聖

，又把其中的一切物件，並壇與壇的一切器具都抹了，使其

分別為聖； 

2 

以色列的眾首領，就是各宗族的族長，都來獻供物；他們是

各支派的首領，管理那些被數點的人。 

3 

他們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華面前，就是六輛篷車和十二隻

公牛；每兩個首領獻一輛車，每首領獻一隻牛；他們把這些

都奉到帳幕前。 

89 

摩西進會幕要與耶和華說話的時候，聽見見證櫃的遮罪蓋以

上、二基路伯中間，有向他說話的聲音，他就向耶和華說話

。 

希伯來書 10:19-23 

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

幔子就是祂的肉體， 

21 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 

22 

並且在心一面，我們已經被基督的血灑過，脫開了邪惡的良

心，在身體一面，也已經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真誠的心

，以十分確信的信，前來進入至聖所；  23 

又當堅守我們所承認的盼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

是信實的； 

參讀 : 詩篇生命讀經 第30篇;  

           普及主恢復的指引 第3篇; 

           主今日恢復的進展 第6 -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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