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二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第一周 爱主并彼此相爱—为着生机地建造召会 

晨更经节扩大版      作基督的身体，在我们所是和所作上极超越的路           主后 2023年 1月 9日- 1月 15日 

 第 1 页 

周一 1/9 

背诵经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 1:3 弟兄们，我们应当

常为你们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

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每一位彼

此相爱的心也一直增加。 

相关经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 1:3 

1:3 弟兄们，我们应当常为你们感谢神，

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你们众人每一位彼此相爱的心也一直增

加， 

提多书 3:15 

3:15 同我在一起的众人都问你安。请代

问那些因信爱我们的人安。愿恩典与你

们众人同在。 

提摩太前书 1:14 

1:14 并且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

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 

加拉太书 5:6 

5:6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

礼，全无效力；惟独借着爱运行的信，

才有效力。 

以弗所书 6:23-24 

6:23 愿平安与爱同着信，从父神并主耶

稣基督归与弟兄们。 

6:24 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 

 

 

建议每日阅读 

信是叫我们接受主（约一 12），爱

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十 21，23，

二一 15～17）。（《圣经恢复本》，提

前一 14注 2）。 

主观的信，就是那把我们带进与主生

机的联结里，……且借着爱运行（加五 6）

之信的行动。那些与主在祂所关切的事

上是一的圣徒，乃是在这信的元素和运

行里，爱受苦忠信的使徒。（多三 15 注

1） 

信和爱乃在基督里之信徒难以拆双的

优越美德。信是神所赐我们（彼后一 1

注 10），要我们用以接受（约一 12）那

作三一神具体化身（西二 9）的基督，使

我们进入三一神，与祂联结为一，得着

祂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并一切。

爱是由这奇妙的信所发生出来的，叫我

们在那些和我们共同信入基督的人身上，

活出三一神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使父、

子、灵，三一神得着荣耀的彰显。信是

欣赏、质实、并接受三一神这无限的丰

富；爱是经历、享受、并活出这无限丰

富的三一神。信是联于作信徒一切的三

一神；爱是将这三一神供给、传输同作

信徒的人，使一切的信徒在这奇妙有能

的信中，用那神圣超人的爱，彼此相爱，

过那在基督里的团体生活。 

提多书……是以这奇妙的信和这超优

的爱为结束。这含示，要在召会堕落的

流中，能作中流砥柱，胜过召会走下坡

的情势和因素，非借这奇妙的信和这超

优的爱不能为功。唯有不凭眼见，不顾

外面的情势，只在这奇妙的信中，享受

这信的源头，就是我们借着这信与祂联

结的三一神，而凭着这三一神超优的爱，

爱祂并爱一切属于祂的人，能使我们在

召会堕落的流中，成为主在启示录二、

三章所呼召并要得着的得胜者。 

这奇妙的信和这超优的爱，都是出于

那深愿与我们联结以作我们一切的三一

神；……我们凭着我们……的灵，借着

祷告仰望，接触这样一位三一神，祂就

将祂自己多方地灌输到我们里面，成了

在我们里面对祂的信，并在我们外面对

那些属祂之人的爱。这样的信和这样的

爱，就是我们所相信、敬拜并接受之三

一神—父、子、灵—的实际与彰显（约

壹四 8，16）。……这样的信和这样的爱

是相联并行的，这爱是来自这信的，这

信也是借着这爱运行工作的（加五 6）。

这爱同着这信，使我们能在不朽坏之中

爱我们的主，以过召会得胜的生活（弗

六 23～24），成全神在基督里对召会所

有那新约的经纶。所以，我们乃是在这

信里得神的喜悦（来十一 6），也是在这

爱中蒙主的祝福（林前十六 22）。“愿

（这）爱同着（这）信，从父神并主耶

稣基督归与弟兄们。”（弗六 23）。

（《圣经恢复本》，多三 15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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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追求 

《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

五篇 约翰福音里奥秘的真理（二）（开

头～父与子原是一） 

 

周二 1/10 

背诵经节 

以弗所书 5:25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

子，正如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相关经节 

以弗所书 5:25 

5:25 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

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 

哥林多后书 5:14-15 

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

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5: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

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

复活者活。 

以弗所书 4:15-16 

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

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

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

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

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

建造起来。 

启示录 2:4-5 

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

离弃了起初的爱。 

2:5 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

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

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

灯台从原处挪去。 

诗篇 27: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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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殿里求问。 

建议每日阅读 

基督是一位爱召会的基督。加拉太二

章二十节说，基督“爱我，为我舍了自

己”。基督徒注意这一节，但他们可能

没有同时也注意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

那里告诉我们，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

了自己。……我们都需要享受基督，并

经历祂是爱召会的基督。因为我们也爱

召会，所以为着将祂的恢复扩展到全地

并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与祂是一。哦，

基督何等爱召会！祂在我们里面是那爱

召会的基督。祂对召会的爱，使我们甘

心为着召会生活的恢复献上一切。

（《以弗所书生命读经》，八○一、八

○五页） 

主吩咐我们要胜过各种的宗教，并且

祂在（启示录二至三章的）七封书信里

也吩咐我们，要胜过一些其他的事。祂

吩咐我们要胜过的第一件事，乃是要胜

过离弃、……失去了起初的爱（二 4～5

上）。 

有起初的爱就是在凡事上，甚至在一

切的小事上，将第一位，将首位，给主

耶稣。当弟兄们买领带的时候，他们必

须将首位给基督。当姊妹们买东西的时

候，她们应当把第一位给基督。当周六

版的报纸出来时，有些姊妹喜欢看报纸

找百货公司大减价的消息；这么作就是

没有给主首位。她们没有在买东西的事

上让主居首位。如果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就到店里去买那样东西，而不买别

的东西。姊妹们需要胜过百货公司的试

诱。（《李常受文集一九九一至一九九

二年》第四册，二六八、二八二页） 

保罗在林后五章十四节说，“基督的

爱困迫我们。”因着基督的爱困迫保罗，

所 以 他 是 一 个 向 主 活 着 的 人

（15）。……你必须是一个被基督的爱

冲激的人。保罗在十四至十五节告诉我

们，基督受死的爱，像大水澎湃冲向我

们，迫使我们情不自禁的向祂活着。被

困迫就像被浪潮冲走。基督的爱像浪潮

一样强烈，将你征服，将你冲走。我们

必须被基督的爱所冲没。我们需要被祂

的爱所困迫，以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

应当能说，“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必

须爱主，因为祂的爱困迫我。我能作什

么呢？”当洪水来的时候，你无法选择

是否接受。洪水使你无所选择。我们都

必须这样被基督的爱困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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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间的青年人必须看见，虽然他

们今天爱主，但他们在基督徒的经历上，

仍在十字路口。有许多方向让他们选择，

让他们走。你也许有许多选择，然而一

旦你被基督的爱所冲没，你就失去所有

的选择。……你……不该再凭着你的所

是，和你的所能生活。你必须凭着不死

的生命—基督自己—生活，并且你必须

怀着雄心要讨基督喜悦。你也必须被基

督困迫的爱淹没并冲走，而且学习如何

不凭外貌，乃凭基督在灵里的度量，来

看事情，分辨事情。这样，你就是基督

的大使，在地上代表祂的权柄和权益。

（《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七年》第二册，

二一五至二一七页） 

团体追求 

《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

五篇 约翰福音里奥秘的真理（二）（父

在子的名里差灵来，灵带着父与子同来） 

 

周三 1/11 

背诵经节 

哥林多前书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

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相关经节 

约翰一书 4:8，19 

4:8 不爱弟兄的，未曾认识神，因为神

就是爱。4:19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哥林多前书 12:31；13:4-8,13 

12:31 但你们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我

还要把极超越的路指示你们。 

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

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13:6 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13:8 爱是永不败落；但申言终必归于无

用，方言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

用。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建议每日阅读 

我们是神的种类，因为我们已经从神

而生，有祂的生命和性情（约一 12～

13）。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的种类，

就是神类，而神乃是爱。我们既在生命

和性情上成了神，就应当也有爱。这意

思是说，我们不仅仅爱别人，我们就是

爱的本身。我们既是神的种类，就应当

是爱，因为祂就是爱。 

神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壹四 8，19）。神不要我们用我们天

然的爱来爱人，乃要我们以祂作我们的

爱。神按着祂的形像造人（创一 26），

意思是说，祂乃是照着祂的所是造

人。……神照着祂的属性造人，而祂的

第一个属性乃是爱。虽然受造的人没有

爱的实际，但在这受造的人里面，有一

个东西，叫他愿意去爱人。甚至堕落的

人里面，也有爱的愿望。但那只是人的

美德，是神爱的属性的彰显。当我们重

生时，神就把祂自己这爱灌注到我们里

面。我们爱祂，因为祂先爱我们；是祂

引进了这爱。（《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

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一六三至一六

四页） 

要履行同工或长老的义务，就必须有

清洁的心，在主的恢复中，在存心、目

的、动机和行动上，洁除了任何形式的

狡猾野心。……那些能蒙主使用、得主

恩赐、受主职事托付的，乃是谦卑的人，

没有任何的野心。……在为主的任何工

作中，我们绝不可猎取首位。在召会里，

有时需要安排人负一些责任；那些没有

安排到的人，外面好像无所谓，一点也

不露声色，里面却抑郁不乐。这都是隐

藏的野心在作祟，要与人争竞居首。 

第一要提防野心，第二要提防骄傲。

骄傲乃是我们天生堕落性情的属性。神

有 祂 的 属 性 ， 我 们 也 有 我 们 的 属

性。……有谁不骄傲？不骄傲就没有出

息。有时老年人责备年轻人，说他们没

有雄心傲气，所以没有什么出息。但是

在主的工作上，我们要竭力提防骄

傲。……一直要记住，谦卑要救你免去

各种的毁坏，而为你邀来神的恩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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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6）。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

人。你若谦卑，恩典就来了。你若骄傲，

恩典就走了；你就阻挡了恩典。……骄

傲是绝顶愚昧的。 

在主工作中的争竞，不仅是野心的表

记，也是骄傲的表记。……我们常在主

的工作中和人争竞。……我们都得承认，

我们是无用的奴仆（路十七 10）。我们

和人没有比较，没有争竞。 

提到自己的才能、成功、完全和美德，

乃是骄傲的一种轻率形态。……（我们）

要常常对主说，“主啊，我没有什么才

能，我在你的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成功。

我更没有完全，我只有不完全；我也没

有美德，我只有失败。”这会保守你不

至骄傲。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是骄傲的另一

种形态（罗十二 3）。……想要为大，不

想作仆役；想要为首，不想作奴仆，也

都 是 骄 傲 的 表 记 （ 太 二 十 26 ～

27）。……此外，我们也必须看见，自

夸、自高、自荣、贪图虚荣，都是骄傲

丑陋、卑下的表现（加五 26）。（《李

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五

册，三四○至三四二、三四四至三四八

页） 

团体追求 

《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

五篇 约翰福音里奥秘的真理（二）（神

是父、子、灵，目的为着进到祂所拣选

的人里面～神圣的三一为着给我们吃） 

 

周四 1/12 

背诵经节 

哥林多前书 12:31 但你们要切慕那更大

的恩赐。我还要把极超越的路指示你们。 

相关经节 

哥林多前书 12:31；13:13 

12:31 但你们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我

还要把极超越的路指示你们。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提摩太后书 1:6-7 

1: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

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

来。 

1: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

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马太福音 5:48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

全一样。 

罗马书 12:11 

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

常服事主。 

哥林多前书 9:22 

9:22 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

要得软弱的人。向众人，我成了众人所

是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以弗所书 5:2 

5:2 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

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

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 

建议每日阅读 

我们在爱别人的事上，应当像神一

样。……我们若只爱那爱我们的人，我

们就是和税吏属于同一种类。但我们是

属于超越、神圣的种类，所以我们爱恶

人，就是我们的仇敌，也爱好人。这给

我们看见，神这爱是何等地有效能。 

我们的活力排是否有效能，可由我们

一无分别地爱人得着证实。有些基督的

同工可能觉得，我们应当让某些人受永

远的沉沦。他们可能说，他们不爱某些

人，就如抢银行的人。但是当基督钉在

十字架上时，有两个强盗与祂同钉（太

二七 38）。其中有一个强盗说，“耶稣

啊，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记念

我。”（路二三 42）。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

里了。”（43）。基督借着钉十字架而

拯救的第一个人，不是一个上流人，乃

是一个犯人，一个判处死刑的强盗。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李常受文集一九

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一六五至

一六六页） 

神赐给我们的灵，乃是我们那由圣灵

重生并内住之人的灵。这灵乃是爱的灵，

因此也是能力并清明自守的灵（提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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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可能自以为很有能力，也清明

自守，但我们的灵却不是爱的灵。 

保罗说，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恩赐如火

挑旺起来（6）。神所赐给我们主要的恩

赐，乃是我们重生的灵，连同祂的灵、

祂的生命和祂的性情。我们必须把这恩

赐如火挑旺起来。这意思是说，我们必

须激动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火热起来。

罗马十二章十一节说，我们应当灵里火

热。……我们必须有一个火热的爱的灵，

而不是一个焚烧的权柄的灵，那会造成

损害。凡在提摩太后书提到的，都是我

们 面 对 召 会 的 堕 落 时 所 必 备 的 条

件。……在今日召会的堕落下，我们都

需要有如火挑旺的爱的灵，使我们在灵

里是火热的。这样，爱才是有效能

的。……我们需要爱的灵，好征服今日

召会的堕落。我们不该说什么或作什么

去威吓人；反之，我们说话或行事，都

该一直凭着已经如火挑旺起来的爱的灵。

这是主的恢复所需要的。 

林前十二章的末了启示，爱是极超越

的路（31 下）。一个人如何作长老？爱

是极超越的路。一个人如何作同工？爱

是极超越的路。我们如何牧养人？爱是

极超越的路。爱是我们申言并教导人极

超越的路。为着我们的所是和所作，爱

乃是极超越的路。……爱是有效能的。

我应当爱每一个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

如果同工和长老不爱那些不好的人，最

终长老和同工就会无事可作。我们必须

借着一无分别地爱恶人也爱好人而得以

完全，像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太五

48）。我们必须像我们的父一样完全，

因 为 我 们 是 祂 的 众 子 ， 是 祂 的 种

类。……主耶稣说，祂来是作医生，不

是为着强健的人，乃是为着有病的人。

主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

人才用得着。”（九 12） 

保罗说，“向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

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林前九

22）。这就是爱。我们不该以为别人是

软弱的，我们不是软弱的。这不是爱。

爱遮盖人并建造人，所以为着建造基督

的身体，在我们的所是所作上，爱乃是

极超越的路。（《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

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一六九至一七

三页） 

团体追求 

《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

五篇 约翰福音里奥秘的真理（二）（擘

饼的意义～团体的饼其成分就是基督） 

 

周五 1/13 

背诵经节 

约翰福音 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

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

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 

 

相关经节 

约翰福音 21:16 

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

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

牧养我的羊。 

彼得前书 5:2-4 

5:2 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

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

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

热切； 

5:3 也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5:4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

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 

约翰福音 10:10
下
；10:11 

10:10
下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使徒行传 20:28 

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

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

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希伯来书 13:20 

13:20 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

血，领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

死人中上来的， 

彼得前书 2:25 

2:25 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

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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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每日阅读 

整卷（约翰福音）说到基督在地上的

职事，开始于祂这神的话成为肉体，成

了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一 1～14），结束

于祂这末后亚当的复活，成了赐生命的

灵（二十）；因此，二十一章应当是一

篇附言。这样说虽然是对的，但更内在

地说，二十一章乃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

总结。……该章总结整卷约翰福音，给

我们看见基督在天上的职事与使徒在地

上的职事一起合作，以完成神新约的经

纶。（《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

七年》第四册，五七三页） 

在约翰十章十节、十一节和十六节，

主向门徒揭示，祂是好牧人，来使羊更

丰盛的得着生命，并且祂另外有羊（外

邦人），祂必须领这另外的羊与他们

（犹太信徒）合为一群（一个召会），

归于一个牧人之下。 

主的牧养先是在祂地上的职事里（太

九 36）。主看见以色列人如同羊，受到

他们首领的搅扰；他们如同羊流离，没

有牧人。主这位神选民的牧人就祷告，

于是神告诉祂所差的这一位，要设立十

二使徒，使他们照顾神的羊（十 1～

6）。……然后，主的牧养是在祂天上的

职事里（彼前五 4），照顾神的召会，结

果带进祂的身体。当主在地上时，祂是

在牧养。祂复活升天之后，仍然在牧养。 

当主在复活之后，并在祂升天之前，

与祂的门徒在一起时，在祂一次的显现

里，祂托付彼得，当祂不在这里而在诸

天之上时，要喂养祂的小羊，并牧养祂

的羊（约二一 15～17）。牧养含示喂养，

但牧养所包含的比喂养要多。牧养乃是

给群羊周全、柔细的照顾。……这是把

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并，以

照顾神的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

督的身体。 

保罗在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告诉以弗

所的长老：“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

来的。”……保罗在希伯来十三章二十

节说，“……神……凭永约之血，领群

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

来……”。这永约就是新约，为要得着

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

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彼得……告诉信徒，他们好像羊走迷

了路，如今却归到他们魂的牧人和监督

（基督）了（彼前 25）。基督牧养祂的

群羊，包括照顾他们外面的事物，以及

他们内里的所是，就是他们的魂。……

祂借着顾到我们里面各部分的益处，并

监督我们魂（就是我们真人位）的光景，

而牧养我们。……彼得劝勉长老，要牧

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好使他们这些忠

信的长老在牧长显现的时候，得着那不

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五 1～4）。……彼

得的话指明，基督天上的职事主要的是

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的群羊，结果带

进祂的身体。（《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

至一九九七年》第四册，五七三至五七

七页） 

团体追求 

《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

五篇 约翰福音里奥秘的真理（二）（包

罗万有之基督的成分） 

 

周六 1/14 

背诵经节 

诗篇 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

缺乏。 

相关经节 

诗篇 23:1 

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哥林多后书 7:3-4；12:15 

7:3 我说这话，不是为定罪你们，因我

先前说过，你们是在我们的心里，以至

同死同活。 

7:4 我向你们大大地放胆，我为你们多

多地夸口；我满得安慰，在我们一切的

患难中，我格外的洋溢喜乐。 

12:15 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并完全

花上自己。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

少得你们的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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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4:1-2，11-12 

4:1 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行

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 

4:2 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

此担就， 

4:11 祂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

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

教师， 

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

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腓利门书 1:7，12 

1:7 因为弟兄啊，我因你的爱，大大喜

乐，满受鼓励，因为众圣徒的心肠借着

你得了舒畅。 

1:12 我现在打发他回你那里去，他乃是

我心上的人。 

建议每日阅读 

诗篇二十二至二十四篇是启示基督的

一组诗，启示祂从钉十字架到来世的君

王职分。在二十二篇，我们看见基督的

死，祂的复活，以及祂在复活里所产生

的许多弟兄，以形成祂的召会。二十三

篇是关于基督作牧者。今天这牧者是在

祂的复活里。二十四篇是关于基督在神

的国里作要来的王。因此，在这三篇诗

里，有钉十字架的基督，复活的基督，

产生召会的基督，作牧者并牧养祂群羊

（召会）的基督，以及回来作王的基督。

（《诗篇生命读经》，一六九页） 

我们在林后七章二至十六节所看见的，

是使徒供应的生命对信徒的亲密关切。

每一位爱主、愿意够得上神标准的信徒，

都应当成为新约的执事。……这样的执

事乃是把基督供应给人，为着建造召会，

就是祂的身体。……主今天恢复的目标，

就是恢复所有的信徒都能供应基督，使

召会得以建造起来。这种领会是根据保

罗在以弗所四章的话，他说使徒、申言

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都成全圣

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

基督的身体。我们若要成为建造召会的

人，将基督供应给人以建造召会，就需

要一种供应的生命，……一种为着召会

把基督供应给人的生命。 

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所看见供应的生命，

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主在约翰

福音没有告诉我们要属灵、要圣洁、要

得胜。反之，祂在十五章嘱咐我们要结

果子，甚至要多结常存的果子。这就是

活出供应的生命。 

在牧养圣徒的时候，我们……可能叫

人死。这样叫人死，这样不结果子的原

因，就是缺乏亲密的关切。……我们可

能看望一个家庭、牧养他们，却没有一

点爱的关切。我们的动机可能是为着表

显我们的知识、属灵、恩赐或能力。结

果却是叫人死。 

我们若有才能执行一项工作，但缺少

亲密的关切，我们的工作就不会结果

子。……我们能结多少果子，并不在于

我们能作什么，乃在于我们是否有亲密

的关切。 

保罗在供应生命时，富有人性和情感。

保罗的情感非常丰富，因为他的关切极

其深刻亲密。我们若没有这种关切，就

绝不能像保罗那样洋溢喜乐。我们反而

可能像冷冷的冰箱，对圣徒漠不关心。

我们不温暖别人，反而使别人更加冰冷。

在这样冰冻的环境里，什么东西都长不

出来。我们需要春天的气候来到，使我

们解冻，并温暖我们的生命。这又是需

要供应的生命。你知道什么是供应的生

命？这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要学习

温暖别人，就是对他们要有亲密的关切。 

我们对于别人若没有这种关切，我们

就不会结果子。我若要把生命供应给众

圣徒，我必须对他们有真正的关切，就

是富有情感，既深刻又亲密的关切。我

应当满心关切，以至于有的时候，甚至

在别人眼中成了愚昧、疯狂的人。……

唯有供应的生命能使我们结果子。结果

子乃是供应的生命所产生的结果。

（《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四四六至

四五二、四五五页） 

团体追求 

《神的经纶与神圣三一输送的奥秘》第

五篇 约翰福音里奥秘的真理（二）（借

着成为灵，与人联合成为一～结束） 

 



二零二二年秋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爱主并彼此相爱，为要生机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第一周 爱主并彼此相爱—为着生机地建造召会 

晨更经节扩大版      作基督的身体，在我们所是和所作上极超越的路           主后 2023年 1月 9日- 1月 15日 

 第 8 页 

神的大爱将我围困 

（补充本 439 首） 

 

1. 神啊，你的大爱将我围困， 

有如强潮澎湃迫我而来； 

不再自缚，全人欢然投顺， 

好让你爱流过，毫无阻碍。 

 

2. 困迫之爱，大能有谁能档？ 

爱潮汹涌，我岂能再顽固？ 

我神，你的恩慈有谁能抗？ 

我今投诚，不再依然如故。 

 

 

3. 天上之爱攻破我的天然， 

修直心思、意念所有途径， 

漫溢我情，纯净所有意愿， 

使你纯洁生命流通不停。 

 

4. 如此，我神在我居衷掌权， 

恩典带爱缓缓涌自心怀； 

恩爱江河从今流到永远， 

能爱，是因满享我神大爱。 

 

 

 

 

 

 

 

主日 1/15 

背诵经节 

诗篇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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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经节 

诗篇 23:1-6 

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3:2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

安歇的水边。 

23:3 祂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

我走义路。 

23: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

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 

23: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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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21:12-13，15-17 

21:12 耶稣对他们说，来吃早饭。门徒

中没有一个敢问祂，你是谁？因为知道

是主。 

21:13 耶稣就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

鱼给他们。 

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

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

更深么？彼得对祂说，主啊，是的，你

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

小羊。 

21: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

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对祂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

牧养我的羊。 

21:17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

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

对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