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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关于为着建造基督
的身体那合乎圣经
的聚会与事奉之
路，我们必须看见
并实行我们从主所
领受亮光和启示的
重点(生、养、教、
建)。我们必须与主
是一并与祂合作，
恢复新约福音的祭
司体系。我们要为
着基督身体的建
造，实行那合乎圣
经的聚会与事奉的
路，就需要有复兴
的生活，以及从我
们对主的爱所涌流
出来牧养的劳苦。
每一天我们都需要
更新，并且新而又
新。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诗歌：记得大卫起誓）

Ⅰ．关于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我
们必须看见并实行我们从主所领受亮光和启示的重点：
Ａ．我们必须尽功用作福音的祭司，访人传福音并拯救人。
Ｂ．我们必须到初信者家中聚会，喂养、顾惜他们，使我们的果
子常存。
Ｃ．我们必须借着活力排聚会教导、成全圣徒，作新约职事建造
基督身体的工作：
１．在活力排聚会中，信徒需要彼此交通、代祷；互相照顾、牧
养；彼此教导、学习真理；互相指导以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好
推动传福音、照顾新人、带排聚会以及召会生活中种种的事奉。
２．活力排聚会是召会生活和事奉的主要部分。
Ｄ．我们必须带领圣徒追求并切慕在召会聚会中申言，为主说话，
说出主来，将主供应人，彼此说互相听，以建造圣徒和召会：
１．这种申言是信徒个个都能也都该作的。
２．这种为着建造召会的申言，在各种恩赐中是最超越的，所以使徒
保罗在林前十四章格外地推动。』
Ｅ．召会是由经过种种过程之三一神，在祂神圣三一中所产生神
与人调和的生机体：
１．这个生机体的构成是生机的，不是组织的。
２．这个生机体的建造是由神的生命长成的，不是由人的手作成
的。
３．这个生机体在神的生命中是一，不可有任何的区别或划分。
４．这个生机体一切的活动，都是由其里面运行的生命带领、推
动。
Ⅱ．我们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实行那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的路，就需要有复兴
的生活，以及从我们对主的爱所涌流出来牧养的劳苦：
Ａ．我们所说的复兴，乃是林后四章十六节所说的更新；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更新，并且
新而又新：
１．我们每天早晨都该让主耶稣，我们的日头，在我们里面升起，使我们得着更新。
２．为着达成这事，我们每天早晨都该早起与主交通；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谢
谢你，又是一个新的起头，愿这一天是我人生中可记念的一天”；这就是晨晨复兴。
３．我们应当每早晨靠着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献上祂作燔祭和平安祭，好有一个新
的起头；我们不但要天天这样作，还要作得有味道，有深度。
４．每天早晨有新的复兴，就是每天早晨有新鲜的变化；只要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这
样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在主的生命里长大，以致成熟。』

真正的召会生活#5
＃5

Ｆ．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的启示必须得着恢复：
１．有恩赐的人成全众圣徒，使他们能作新约职事建造基督身体的工
作（12节）。
２．有恩赐的人作基督身体上供应的节，被成全的圣徒作基督身体上
各自依其度量而尽其功用的每一部分（16节上）。
３．有恩赐的人作为供应者，成为基督身体上联络的架构；每一部分
尽功用的肢体，也成为基督身体结合的实体；二者使基督的身体联络、
结合、建造在一起。』
Ｇ．林前十四章的启示也必须随着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得着恢
复：
１．圣徒为有恩赐的人所成全，就当追求、切慕申言，为主说话，说
出主来，将主供应人，使召会得建造。
２．这种为着建造召会，超越其他一切恩赐的申言，乃是彼此说互相
听。
３．这种彼此说互相听的申言，能启发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属灵生机功
能，叫召会得造就并得建造。』
Ｈ．我们必须与主是一并与祂合作，恢复新约福音的祭司体系：
１．新约里所有蒙神拯救的信徒个个都是祭司，成为普遍的祭司体系。
２．新约的祭司职分，主要的是去传福音救罪人，献与神作属灵的祭
物，所以称为福音的祭司。
３．无论在活力排聚会，或在召会聚会中申言，访人传福音，或照顾
新人，原则都是叫众圣徒作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个个都作，个个都依
其度量尽功用，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
Ｂ．我们需要过得胜的生活，从我们对主的爱将一切摆上为着主，
尽力抓住时间接触人，以牧养并成全他们：
１．我们听见有人生病了，或遭遇什么难处，一定要关心、代祷并前
去慰问；这一点的关心、代祷、慰问，叫人里面的感受比听十篇道还
强。
２．我们若是对主有心，从这个时候起，我们该天天有复兴，过得胜
的生活，一切摆上为着主，尽力抓住时间照顾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
３．在聚会前后接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牧养上也很重要。
Ｃ．唯有这样，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里基督身体的生机建造，
与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里相互性的聚会，才能在我们中间应验并实
行；为此，我们需要有晨晨复兴，日日得胜的生活作基础，也需要
有一种从我们对主的爱所涌流出来的生活和工作（复兴的生活和牧
养的劳苦），以维持我们的得胜。』

第一日：路10:2 “……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

祂的庄稼”。
来10:24 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
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第二日：弗1:22 ……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23 召会是祂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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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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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
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14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
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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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林前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

勉励。
1 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
3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
弗4:16 本于祂，全身藉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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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日：罗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

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
彼前2:5 〔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
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第五日：林后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
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
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第六日：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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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么？……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林前14:26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
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

彼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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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言稿》

经历①：实行神命定的路－生养教建

经历②：早睡早起、实行晨晨复兴

新路有四大步要研究，…第一步是传福音，第二步是喂养初信者，第三
步是教导，成全他们，使他们成材，这叫作生、养、教。还有第四步就是建
造。

为着达成这事，你们每天早晨最好能够早起；为要早起，就必须早睡。…早
起对基督徒有莫大的益处。每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起床和主交通的时
候。我们要向主祷告：
“主啊，谢谢你，又是一个新的起头，愿这一天是我人生中
可记念的一天。
”我们这样一面在主面前有新的奉献，新的仰望，一面从主有新的
领受，得着新的开启。有了这许多“新的”
，结果，自然就带进一个复兴。这就是
晨晨复兴，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日日更新。这样的更新乃是发生在每天的清晨。…
一早起来，就先与主有好的接触。不管别的事情多忙，多重要，都要等到和主接
触之后再去作。

生、养、教这几个字，都能在圣经里找出来。比如保罗说，“我在基督耶
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林前四 15。
）他不是说“救”，乃是说“生”。…
他把神的生命分到人里面，生了他们。生了之后，就是养。…保罗也说，“只
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帖前二 7。
）…新人出生
之后就要养，才能长大。第三步是教，保罗说他不只像乳母喂养、顾惜，还像
父亲又劝勉、又抚慰、又教导。…教导使人被成全起来。
〔这种教导和成全主要是在小排聚会进行，
〕小排聚会应当包括五大事项：
交通、代祷、照顾、教导真理、带领生命长大。…小排聚会…开头来在一起，
就自然有交通了；交通就带进代祷的需要；从这样的交通和代祷中，就生出
彼此的关心、照顾和牧养。接着，就有一些真理上的学习和教导，同时也有
生命上的指导。…作这些的时候，都是生机的，自然的；彼此交通是敞开的，
自然的；彼此代祷也是诚恳的、自然的。…这样生机的聚集就是希伯来十章
二十五节所说“我们自己的聚集”，象家人团聚一样，很自然地就彼此交通，
或发问，然后大家一同回答，彼此教导、互相学习。…不论得救先后都说，
每个人都把他所知道的一点加上去。圣徒被成全之后，在真理上有了认识，
在生命上有了经历，自然就能替神说话，也就是为神申言。
在职青年篇
神命定的路，就是要你“生”
、
“养”
、
“教”
、
“建”
。不要认为因为工作很忙，
所以只有一个就还可以，四个就做不到。因为“生养教建”是神命定的路，所
以谁都无法改变这事。而且，这是可以实行的，所以会这样要求你。不是要改
变神命定的路，而应该改变自己的观念。请唱以下的诗歌。
1. 記得大衛起誓：『我不進我的帳幕，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打盹閉目，
直等到我為耶和華，尋得安息之處。』全能的神巴望有家 使屬祂者可住。
2. 我們何等眼瞎，只顧自己的事務，任憑神殿荒涼─ 哦主，你必須有路！
我們情願上山取木，為建你殿勞碌；絕不再說：
『且等明日』建造當趁今日！
3. 哦主，此時此境，激動人起來建造，正如大衛之日，自動答應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託付，多好！我們所喜，是你心意，主，我們來建造。
4. 主，為著你召會，叫我們廢寢忘食，為建造獻一切─ 專心豫備你居所！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已建成的召會。時候不多，建造我們，讓你能早歸回！
有经历过的人都可以见证。在忙碌的在职生活中，赎回光阴，实行神命定的
路，神就会大大地祝福你的在职生活。

早晨这样与主的接触，最好是半小时，最少也该有一刻钟。这应该是很容易作
到的。利未记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祭司要每早晨在〔祭坛〕上面烧柴，把燔祭摆
列在上面。
”这说出我们应当每早晨靠着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献上祂作燔祭，好在
主面前有一个新的起头。不但要天天这样作，还要作得有味道，有深度。所以早晨
这十五分钟，不重在祷告、祈求，乃重在和主有直接的接触，对祂说话，也听祂说
话。因此，最好配上几节圣经，借着祷读主话享受主，并被主充满，这就使我们有
新的起头，新的复兴。
中高中生篇
作为基督徒的你应该有早起的生活。早睡早起，晨晨复兴，给你带来以下极好
的益处。
1. 主的恩典与你的灵同在。
2. 因为可以与主的恩典一起学习，能期待成绩慢慢的获得上升。
3. 能向大学考试等的大的目标往前。
4. 因为在主里有喜乐，精神变得健康，在学校生活陷入人际关系的考验的危险性
大大地减少。
5. 有空余关心、祷告、访问、照顾软弱的朋友和不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好
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 11:25）”
，照顾人、你也得着照
顾。
6. 身体变得健康。因为肝脏等的内脏是在夜间被修复，如果夜间活动的话就不能
被修复。早睡早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秘诀。
7. 学校生活中，经历“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 1:16）
”。
主的恩典像波浪一样不断向你涌来。
每天早晨的复兴，有 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等。这个时间的约 4 分之 3，是
用来祷读主话和纲要，享受主。之后，可以为今天发生的事，为了新人祷告。可是，
为了你被复兴，首先为了摸着话里的主自己，必须操练灵祷读主话。请每天早晨操
练灵享受主。阿们！

中補 603 建造当趁今日
1. 記得大衛起誓： 『我不進我的帳幕， 不上我的床榻， 不容我打盹閉目，
直等到我為耶和華， 尋得安息之處。』 全能的神巴望有家 使屬祂者可住。
2. 我們何等眼瞎， 只顧自己的事務， 任憑神殿荒涼─ 哦主，你必須有路！
我們情願上山取木， 為建你殿勞碌； 絕不再說：
『且等明日，』 建造當趁今日！
3. 哦主，此時此境， 激動人起來建造， 正如大衛之日， 自動答應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 受此託付，多好！ 我們所喜，是你心意， 主，我們來建造。
4. 主，為著你召會， 叫我們廢寢忘食， 為建造獻一切─ 專心豫備你居所！
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已建成的召會。 時候不多，建造我們， 讓你能早歸回！
(重複第 4 節的最後 4 行)

日補 601 建造と合一―召会のための献身
1.

おもいだそう ダビデのちかいを わがやいらず まどろみあたえず

主のためところを 見いだすまでは 全能者の住まいを もとむまでは
2.

主のいえ、いま 荒れすたれている 盲もくなわれ つらぬきたおせよ

やま行き、木を切り いえを建てよう いつかと言わずに ときはいまぞ！
3.

霊を感動され 主のいえのために ダビデの日の ようにのこるものよ

主のいえの作業に とりかかれよ ながねがいわがねがい 建造をもとむ！
4.

建造にすべて ささげるものあり やすまずいま そなえをするとき

建造された教会に よみのもんも 打ち勝つことなし 主を賛美せよ！

E1248 The Church - Consecration For The Church
2.

How blinded we have been, Shut in with what concerns us; While God's house lieth waste— Lord, break through, overturn us;

We'll go up to the mountain, Bring wood and build the house; We'll never say, "Another day!” It's time! We'll come and build!
3.

O Lord, against these days, Inspire some for Your building, Just as in Ezra's day— A remnant who are willing

To come and work in Your house, Oh, what a blessed charge! Your heart's desire, is our desire— We come, O Lord, to build.
4.

Within those whom You‘d call Put such a restless caring For building to give all— These times are for preparing

The gates of hell cannot prevail Against the builded Church! The hours are few, the builders too— Lord, build, O build in us!
(Repeat the last four 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