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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召會內在的建造是藉着基督身體中所有得了成全

的肢體—弗四 11～16: 

貳   召會生機的功用是在基督生機的身體裏，並在基

督生機身體的地方彰顯裏—林前一 2，十二 27～28，

羅十二 4～8，林前十二 4～11: 

週一 6/14                                                 *禱讀 

以弗所書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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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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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6:18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

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哥林多前書 3:6, 8-9, 12-14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8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

的勞苦，得自己的賞賜。 

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

築。 

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木、草、禾

秸，在這根基上建造，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牠指明

出來；牠要在火中被揭露，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

是那一種的。 

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

得賞賜。 

哥林多前書 14:3, 12 

3 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 

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渴慕靈，就要為著召會的建

造，尋求得以超越。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週一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四章  新約經綸中的職

事：一個職事；個人的職事與團體的職事 

 

 

 

週二 6/15 

哥林多前書 12:28 

28 神在召會中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申

言者，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

賜醫病的，幫助的，治理的，說各種方言的。 

使徒行傳 13:1 

1 在安提阿當地的召會中，有幾位申言者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

分封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以弗所書 4:1-2, 7, 13 

1 所以我這在主裡的囚犯勸你們，行事為人要與你

們所蒙的呼召相配， 

2 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裡彼此擔就， 

7 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著基督恩賜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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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6:3, 5-7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揀選七個有好見證，

滿有那靈和智慧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5 這話使眾人都喜悅，他們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

滿有信心和聖靈的人，又有腓利、伯羅哥羅、尼迦

挪、提門、巴米拿，並入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

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

們身上。 

7 神的話擴長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大為繁

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順從了這信仰。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週二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四章：公會裡的職事；

不接受破壞身體的職事 

 

週三  6/16 

以弗所書 4:3; 13 

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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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書 1:3 

3 親愛的，我盡心竭力要寫信給你們，論到我們共

享之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那一

次永遠交付聖徒的信仰竭力爭辯。 

羅馬書 14:1; 15:7 

14: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是為判斷所爭

論的事。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

樣，使榮耀歸與神。 

歌羅西書 1:27-29 

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

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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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大能的運行，

竭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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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週三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四章：從不同的角度論

到同一件事；說一樣話的祝福 

 

 

 

週四  6/17 

以弗所書 4:15-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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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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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裡面，照著那在

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晨更經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 召會內在的建造， 爲着召會生機的功用                  6 月 14 日 -6 月 20 日 

 

歌羅西書 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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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因為一切的豐滿，樂意居住在祂裡面， 

以弗所書 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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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3:7, 20-21 

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著神恩典的恩賜，這

恩賜是照著祂大能的運行所賜給我的。 

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極其充

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週四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五章 為著一聖別人的真

理：真理的兩種功用；真理乃是三一神

的實際 

 

 

週五  6/18 

羅馬書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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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

或申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申言； 

7 或服事，就當忠於服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忠於

教導； 

8 或作勸勉的，就當忠於勸勉；分授的，就當單

純；帶領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樂

意。 

哥林多前書 12:18 

18 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

身體上了。 

羅馬書 12:2-3 

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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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22-24 

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

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

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週五 

團體閱讀 《真理信息》第五章：因真理聖別；藉

著對付分裂的因素而聖別，帶來一的結

果；世界；野心 

 

週六  6/19 

哥林多前書 12:4-6,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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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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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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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4:17-19; 15:1-2 

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14:18 這樣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

稱許。 

14: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平的事，以及彼此建造

的事。 

15:1 我們剛強的人，應該擔代不剛強之人的軟弱，

不求自己的喜悅。 

15:2 我們各人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被建

造。 

晨興聖言 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 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三週，週六 

詩歌 大本詩歌 658 首 

 

主日  6/20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哥林多前書 14:1, 5, 12, 20, 24-25, 29-31 

1 你們要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要切

慕申言。 

5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但我更願意你們申言；說

方言的，若不繙出來，使召會得建造，那申言的，

就比他強了。 

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渴慕靈，就要為著召會的建

造，尋求得以超越。 

20 弟兄們，在領悟上不要作小孩子，但在惡事上

要作嬰孩，在領悟上卻要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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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至於申言者，可以兩個人或三個人說話，其餘

的就當明辨。 

30 但若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啟示，那先說話的就

當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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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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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以弗所書生命讀經 第四十三，四十五 篇； 

羅馬書生命讀經 第二十六篇； 

哥林多前書生命讀經 第五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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