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進入基督身體之實際的內在意義—神經綸中的最高峯以及聖經拔尖的啓示(第六週)         2 月 15 日 - 2 月 21 日 

 

綱要 

壹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神經綸中的最高峯以及聖

經拔尖的啓示，藉由智慧和啓示的靈啓示出

來—弗一 17，22 ～ 23： 

貳 由錫安所豫表的得勝者，乃是基督身體的實

際，並且終極完成眾地方召會中基督身體的建

造，帶進永世裏終極完成的聖城新耶路撒冷，

就是作神居所的至聖所；在新天新地裏，整個

新耶路撒冷將成爲錫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勝

者—二一 1 ～ 3，7，16，22： 

叁 爲要與其他肢體一同活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

我們都需要有基督身體的感覺—林前十二 24 

～ 27，林後十一 28 ～ 29： 

肆 爲着基督身體的實際，神已經將身體調和在一

起；（林前十二 24；）『調和』這辭的意思是調

整、使之和諧、調節並調在一起，含示失去區

別；這調和的目的是要將我們眾人引進基督身

體的實際： 

週一 2/15                                              *禱讀 

以弗所書 1:17,22-2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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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的頭； 

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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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26:18 

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

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我，

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哥林多前書 12:12 

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

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馬太福音 5:3,8 

3 靈裡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晨興聖言 2020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 

第六週,週一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一章 要緊

的部分－人的靈 

週二 2/16 

啟示錄 14:1;21:16;14:4-5;12:5,11;21:2-3,7 

14:1 我又觀看，看哪，羔羊站在錫安山上，同祂還

有十四萬四千人，額上都寫著祂的名，和祂父的

名。 

21: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

城，共有一萬二千斯泰底亞，長寬高都相等。 

14:4 這些人未曾與婦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們原是

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裡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

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14:5 在他們口中找不著謊言，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12: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

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那裡去了。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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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

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百

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21: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

要作我的兒子。 

腓立比書 2:13 

13 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

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哥林多後書 2:14 

14 感謝神，祂常在基督裡，在凱旋的行列中帥領

我們，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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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二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二章 基督

的救贖；神成為肉體；話成了肉體 

週三  2/17 

希伯來書 12:22 

22 但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來到活神的城，屬天

的耶路撒冷，來到千萬天使整體的聚集， 

詩篇 48:1 

1 耶和華為大，在我們神的城中，在祂的聖山上，

該大受讚美。 

以弗所書 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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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2;12:22-23 

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召會，就是給在基督耶穌

裡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著所有在各處呼求我們

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為軟弱的，更是

不可少的； 

12:23 身上肢體我們以為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

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體，就得著更豐

盈的俊美； 

啟示錄 19:7 

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

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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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週三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二章 在罪

之肉體的樣式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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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18 

哥林多前書 12:26-27,25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

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歡樂。 

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25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

顧。 

羅馬書 12:3-5 

3 我藉著所賜給我的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

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

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4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

一樣的功用； 

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

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以弗所書 3:17-19 

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

裡生根立基， 

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

闊、長、高、深， 

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

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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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四 

團體閱讀 第二章 有分於人的血肉之體；仍與

父同在 

週五  2/19 

歌羅西書 4:15-16 

15 請問在老底嘉的弟兄和寧法，並他家裡的召會

安。 

16 這書信在你們中間念了之後，務要叫在老底嘉

的召會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哥林多前書 12:17-20 

17 若全身是眼，聽覺在那裡？若全身是聽覺，嗅

覺在那裡？ 

18 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

身體上了。 

19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那裡？ 

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體卻是一個。 

哥林多後書 10:13-14 

13 我們卻不要過了度量誇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

分給我們尺度的度量誇口，這度量甚至遠達你們。 

14 我們並非過度伸展自己，好像達不到你們，因

為在基督的福音上，我們是最先來的，甚至遠及你

們。 

腓立比書 2:2-4 

2 你們就要使我的喜樂滿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

事，有相同的愛，魂裡聯結，思念同一件事， 

3 凡事都不私圖好爭，也不貪圖虛榮，只要心思卑

微，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單看重自己的長處，也看重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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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週五 

團體閱讀 《聖經中的基本啟示》第二章 釘十

字架；擔當我們的罪；替我們成為

罪；帶著我們的舊人和整個舊造 

週六 2/20   

哥林多前書 12:24;10:17;12:7,11,13 

12:24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

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那有缺欠

的肢體， 

10:17 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

體，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 

12:7 只是那靈的表顯賜給各人，是要叫人得益處。 

12:11 但這一切都是這位獨一且同一的靈所運行，

照著祂的定意個別分給各人的。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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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2:24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

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哥林多前書 5:6-7 

6 你們誇口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

起來麼？ 

7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正如你

們是無酵的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 

殺獻祭了。 

使徒行傳 1:14 

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並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告。 

以弗所書 4:3 

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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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598 首 

主日 2/21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羅馬書 12:9-12,15-16 

9 愛不可假冒，惡要厭棄，善要貼近。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互相爭先。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

要堅定持續， 

15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16 要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不要思念高傲的事，倒

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精明。 

哥林多前書 12:22-23 

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為軟弱的，更是不

可少的； 

23 身上肢體我們以為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

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體，就得著更豐盈

的俊美； 

參讀：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五年第三册，從天上來的

異象，第六章; 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 - 一九九七年

第一册，關於相調的實行，第四，五章; 倪柝聲文

集第二輯第二十四册 ; 基督的奧祕，第一至三篇 

報告事項： 

2/13-14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請聖徒擺上禱告 

2/15- 20 纽约市初高中生 Zoom 線上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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