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二週 召會內在的生長，爲着召會生機的擴增                    6 月 7 日 -6 月 13 日 

 

綱   要 
壹   召會內在的生長，生機的生長，乃是在神聖生命

裏的生長，這生命就是經過過程並分賜的三一神—弗

四 15～16，三 16～17，林後十三 14: 

貳   召會生機的擴增乃是基督在祂那作祂新婦之生機

身體裏的擴增—約三 29～30 上： 

 

週一 6/7                                                 *禱讀 

歌羅西書 2:19; 1:28; 2:9 

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

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1: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導

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

督裡面， 

加拉太書 4:19 

19 我的孩子們，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

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 

羅馬書 8:1-2, 10-13 

1 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沒有定罪

了。 

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

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

靈卻因義是生命。 

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

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

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12 弟兄們，這樣，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照

肉體活著。 

13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

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

你們眾人同在。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

二週，週一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二章：裝備真理；真理的根

基；真理就是那靈；那靈與聖經 

週二 6/8 

哥林多前書 3:6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歌羅西書 3:16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

你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

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以弗所書 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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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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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羅馬書 8:4-6 

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

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5 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著靈的

人，思念那靈的事。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

生命平安。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

二週，週二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三章 新約經綸中的領頭身

份：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話 

週三  6/9 

以弗所書 1:22-23; 3:8; 2:7-9; 5:23, 29-30 

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的頭； 

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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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2:8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這並不是出於

你們，乃是神的恩賜； 

2: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誇口。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召會的頭；

祂自己乃是身體的救主。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

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 

5:30 因為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

二週，週三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三章：主對領頭身份的觀

念；基督，獨一的領頭人 

 

週四  6/10 

以弗所書 4:13, 15, 12, 14, 16 

13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

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了基督豐滿

之身材的度量， 

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

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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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

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於人的欺騙手

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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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3:12-15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或已經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穌所以取得我

的。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

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

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凡是長成的人，都要思念這事；你們

若思念任何別的事，神也必將這事啟示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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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6:1 

1 所以，我們既離開了那論到基督之開端的話，就

當竭力前進，達到完全、成熟，不再立根基，就是

悔改脫開死行，信靠神， 

約翰福音 1:16 

16 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二

週，週四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三章：領頭的身份是根據屬

靈的度量；實行有關領頭身份的真理 

週五  6/11 
約翰福音 3:29-30, 34, 5, 36 

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祂，

因著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

了。 

30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3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祂賜那靈是沒

有限量的。 

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

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36 信入子的人有永遠的生命；不信從子的人不得

見生命，神的震怒卻停留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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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5:25-27 

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

會，為召會捨了自己， 

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 沒有斑點、皺紋、

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別、沒有瑕疵。 

歌羅西書 1:18; 3:15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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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仲裁，你們在

一個身體裡蒙召，也是為了這平安；且要感恩。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二

週，週五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三章：一個頭；需要學習真

理；信從帶領的人；使徒的權柄 

週六  6/12  

約翰福音 3:6; 6:63 

3: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

靈。 

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

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哥林多後書 3:2-3, 5-6 

2 你們就是我們的信，寫在我們的心裡，是眾人所

認識、所誦讀的， 

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

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

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彀資格將甚麼估計作像是出於

我們自己的；我們之所以彀資格，乃是出於神； 

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

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

叫人活。 

希伯來書 1:1-2; 5:13-14 

1: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申言者，多分多方向列祖

說話， 

1:2 就在這末後的日子，在子裡向我們說話；神已

立祂作承受萬有者，也曾藉著祂造了宇宙； 

5:13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

的，因為他是嬰孩； 

5:14 只有長成的人，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

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

二週，週六 

詩歌 大本詩歌 592 首 

 

 

主日  6/13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以西結書 48:35 

35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葦，從那日起，這城的名字

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 

提摩太前書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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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這是眾所公認的，

就是：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靈裡，被天使看

見，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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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12, 20; 3:12; 14:1; 22:4, 17 

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

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

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燈臺就

是七個召會。 

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

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

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

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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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在他們的額上。 

22: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 

參讀:李常受文集 1989 第四册 生機建造的召會作基

督的身體成爲經過過程並分賜之三一神的生機體 

第二篇;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 第四十三，四十五 篇； 

約翰福音生命讀經 第八，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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