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 第七週 )                   2023年 2月 20日-2月 26日 

 

           借著借著在父的愛裡得成全而得以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樣        

                綱 要 

壹 在馬太五章末了，主耶穌總結關於諸天之國

憲法極高的一段（17~48）說，“所以你們

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48）： 

貳 我們需要在父的愛裡得成全，好得以完全，

像我們的天父完全一樣——約壹二 5，四 12 

  、17~18： 

叁 新約所教導真正基督徒的完全，乃是按照新

約的經綸，就是神要成為人，使許多人能成

為神人，為著產生基督的身體（弗一 23），

以終極完成那作神終極目標（三 8~10，一

9~10）的新耶路撒冷（啟二一 2）： 

週一 2/20                                                       *禱讀 

馬太福音 5:44-45 

44 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

迫你們的禱告， 

45 你們就可以作你們諸天之上父的兒子；因為

祂叫祂的日頭上升，照惡人，也照好人；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馬太福音 5:48 

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約翰福音 3:6 下 

6 下 …… 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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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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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8:16 

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以弗所書 2:22 

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

居所。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七週,週一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十二篇 成為主手中有用的器皿

（二）; 建立基督徒的生活 

週二 2/21 

彼得後書 1:3-4 

3 神的神能，藉著我們充分認識那用祂自己的

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已將一切關於生命和

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

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

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約翰福音 3:15 

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約翰福音 4:24 

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裡敬拜 

。 

加拉太書 3:27 

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約翰壹書 1:5 

5 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

祂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約翰壹書 4:16 

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

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

在他裡面。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七週,週二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十二篇: 建立基督徒的性格 

週三  2/22 

創世記 17:1 

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 

，對他說，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

並且要完全； 

哥林多後書 12:9 

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

誇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約翰福音 15:5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

也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腓立比書 2:12-13 

12 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既是常順從的，不但

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時候 

，更是順從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

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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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4:13 

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希伯來書 13:20-21 

20 但願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領群羊

的大牧人我們的主耶穌，從死人中上來的， 

21 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好實行祂的旨意；

祂是在我們裡面，藉著耶穌基督，行祂看為可

喜悅的事。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 

出埃及記 24:16-18(只讀) 

16 耶和華的榮耀停在西乃山上；雲彩遮蓋山六

天，第七天祂從雲中呼召摩西。 

17 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列人眼前，

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烈火。 

18 摩西進入雲中上了山，在山上四十晝四十夜 

。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七週,週三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十二篇: 語言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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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23 

約翰壹書 2:5 

5 然而凡遵守祂話的，神的愛在這人裡面實在是

得了成全。在此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在祂裡面。 

約翰壹書 4:12 

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

住在我們裡面，祂的愛也在我們裡面得了成全 

。 

約翰壹書 4:17-18 

17 在此，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使我們在審判

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因為祂如何，我們在

這世上也如何。 

18 愛裡沒有懼怕，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因為

懼怕含有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成全。 

約翰壹書 4:9-10 

9 神差祂的獨生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

並活著，在此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 

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愛了 

。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七週,週四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十二篇: 學習認識召會 

週五 2/24 

哥林多後書 13:11 

11 末了，弟兄們，要喜樂，要被成全，要受安

慰，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和睦，如此那愛與和

平的神，必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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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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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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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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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七週,週五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十二篇: 過衛生的生活 

週六 2/25 

彼得後書 1:7 

7 在敬虔上供應弟兄相愛，在弟兄相愛上供應

愛。 

彼得後書 3:11 

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該當怎樣為

人，有聖別的生活和敬虔， 

啟示錄 21:18 

18 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

玻璃。 

啟示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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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3:18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

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

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彼得前書 1:4 

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基業， 

晨興聖言 愛主並彼此相愛，為要生機的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第七週,週六 

團體閱讀 神的經綸與神聖三一輸送的奧秘 

第十二篇: 學習合式的用錢 

主日 2/26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壹書 4:11-19 

11 親愛的，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

相愛。 

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

住在我們裡面，祂的愛也在我們裡面得了成全 

。 

13 神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在此就知道我們住

在祂裡面，祂也住在我們裡面。 

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現

在又作見證的。 

15 凡承認耶穌是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

他也住在神裡面。 

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

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

在他裡面。 

17 在此，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使我們在審判

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因為祂如何，我們在

這世上也如何。 

18 愛裡沒有懼怕，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因為

懼怕含有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成全。 

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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