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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一篇第一篇

领头作榜样并以起初的爱爱主领头作榜样并以起初的爱爱主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要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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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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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去挪去——启二启二4~54~5。。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历世代以来召会失败的根源和主要的原因历世代以来召会失败的根源和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是什么？？

什么是恢复起初的爱什么是恢复起初的爱什么是恢复起初的爱？什么是恢复起初的爱？

神不仅是上好的，也是起初的。神不仅是上好的，也是起初的。

恢复起初的爱，就是在凡事上以主为第一。恢复起初的爱，就是在凡事上以主为第一。

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凡事以主为第一，那意思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凡事以主为第一，那意思

就是我们胜过了失去起初的爱。就是我们胜过了失去起初的爱。
2

属灵负担

主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跟祂学，以祂为我们的耶稣吩咐我们要跟祂学，以祂为我们的

榜样，受父旨意的约束，在将父旨意实行出榜样，受父旨意的约束，在将父旨意实行出榜样，受父旨意的约束，在将父旨意实行出榜样，受父旨意的约束，在将父旨意实行出

来这工作上充盈满溢来这工作上充盈满溢。。

以起初的爱爱主，在凡事上让祂居首位，以起初的爱爱主，在凡事上让祂居首位，

就是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唯有爱能保守我就是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唯有爱能保守我

们与主有正确的关系们与主有正确的关系。。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一篇第一篇

我们作长老及负责弟兄的，需要领头作榜样：我们作长老及负责弟兄的，需要领头作榜样：我 作 负责弟兄 需要领头作榜样我 作 负责弟兄 需要领头作榜样

主耶稣是榜样，祂享受父作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主耶稣是榜样，祂享受父作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

的爱，使祂能为着父的荣耀而因父活着的爱，使祂能为着父的荣耀而因父活着。。

以起初的爱、上好的爱爱主，就是在凡事上让以起初的爱、上好的爱爱主，就是在凡事上让

主居首位，居第一位，受祂爱的困迫，在我们的生主居首位，居第一位，受祂爱的困迫，在我们的生

活中以祂为一切，接受祂作一切活中以祂为一切，接受祂作一切。。

4

生命经历生命经历

以起初的爱爱主，在凡事上让祂居首位，乃以起初的爱爱主，在凡事上让祂居首位，乃

是是::
 与主有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与主有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与主有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与主有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关系

 接受祂作活水的泉源接受祂作活水的泉源。。

 吃基督作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吃基督作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

的供应的供应。。

 不不断地来到祂面前接触祂，接受祂，尝祂并断地来到祂面前接触祂，接受祂，尝祂并

享受祂享受祂。。

5

实行应用实行应用

以以起初的爱爱主，在凡事上让祂居首位，起初的爱爱主，在凡事上让祂居首位，

乃是乃是::
 过过日日晨兴日日晨兴的生活的生活；；天天过奉献天天过奉献的生活的生活；；

过过祷告祷告的生活的生活；；爱神的话爱神的话，宝贵神的话，宝贵神的话。。

 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与工作的每个细节上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与工作的每个细节上求求

耶和华指示耶和华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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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二篇第二篇
领头经历生命领头经历生命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
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
必得见光必得见光——诗三六诗三六8~98~9。。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约十二2424。。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旧旧约论到创造，新约论到救赎。不论是在约论到创造，新约论到救赎。不论是在

创造或救赎里，神的目的、中心都是在于生创造或救赎里，神的目的、中心都是在于生

命。到底生命是什么？命。到底生命是什么？

神神的生命在在人里面所遇到的难处的生命在在人里面所遇到的难处及及在我在我

们身上主观的难处是什么们身上主观的难处是什么？？

2

属灵负担属灵负担

今天各地召会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东西。今天各地召会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东西。

我们一切的工作和活动，都该是我们一切的工作和活动，都该是出于生命的出于生命的。。

我们只该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我们只该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在主的生命在主的生命

上多有认识，多有经历上多有认识，多有经历，并且能把所认识所，并且能把所认识所

经历的分给人，叫人也得着。经历的分给人，叫人也得着。

唯有出于祂这生命的工作，才能够上祂永唯有出于祂这生命的工作，才能够上祂永

远的标准，才能蒙祂悦纳。远的标准，才能蒙祂悦纳。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二篇第二篇

基督基督作为生命作为生命乃是生命树乃是生命树的实际，生命树的实际，生命树
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

我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主观的们需要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主观的
难处：难处：心思心思、、意志意志、、情感情感，和他的灵配不起，和他的灵配不起
来来。。

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我们必须有异我们必须有异
象，看见神的生命如何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象，看见神的生命如何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4

生命经历生命经历

若是若是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句话语、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句话语、

一个感觉，要我们开口赞美主，我们就应该一个感觉，要我们开口赞美主，我们就应该个 觉 要我 开 赞美 我 就应个 觉 要我 开 赞美 我 就应

接受那个话语，开口赞美；这样，我们里面接受那个话语，开口赞美；这样，我们里面

就会有光，那个光就是生命就会有光，那个光就是生命。。

5

实行应用实行应用

一一个属灵、活在神面前的基督徒，每天要个属灵、活在神面前的基督徒，每天要

读三个东西；第一要读三个东西；第一要读圣经读圣经，第二要，第二要读灵读灵

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感觉，第三要，第三要读环境、遭遇读环境、遭遇，就是，就是

读他四围的人、事、物读他四围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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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三篇第三篇

领头供应生命领头供应生命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
生命赐给他生命赐给他…………——约壹五约壹五1616。。

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林
后四后四12 12 。。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约约壹五章十四至十七节指明，我们不只壹五章十四至十七节指明，我们不只

拥有并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能将这生拥有并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能将这生

命供应给人，我们命供应给人，我们要如何要如何将永远的生命赐将永远的生命赐

给人给人？？

我们我们需要需要成成为管道为管道，让永远的生命借着，让永远的生命借着

我们流到身体其他的肢体里面，借此供应我们流到身体其他的肢体里面，借此供应

这生命。这生命。
2

属灵负担

使徒们的工作乃是死在他们身上发动，使徒们的工作乃是死在他们身上发动，

使生命在信徒身上发动；这是新约职事的真使生命在信徒身上发动；这是新约职事的真

实工作实工作实工作实工作。。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死，好叫生命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死，好叫生命

在别人身上发动在别人身上发动。。神今日在寻找一班愿意站神今日在寻找一班愿意站

在死里的人，好叫召会有一条生命的路在死里的人，好叫召会有一条生命的路。。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三篇第三篇

我们不只拥有并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还我们不只拥有并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还

能将这生命供应给身体其他的肢体能将这生命供应给身体其他的肢体。。

召会的建造需要生命的职事召会的建造需要生命的职事。。

我们若要供应生命，就需要认识、经历并我们若要供应生命，就需要认识、经历并

得着神作复活的神得着神作复活的神。。

我们乃是借着死供应生命，与使徒们一样我们乃是借着死供应生命，与使徒们一样。。
4

生命经历生命经历

神神借着十字架作工来了结我们，把我们借着十字架作工来了结我们，把我们

带到尽头，使我们带到尽头，使我们不再信靠自己不再信靠自己，乃信，乃信靠靠

复活的神复活的神复活的神复活的神。。

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时，便将祂的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时，便将祂的

生命和性情作到我们里面生命和性情作到我们里面 。。

5

实行应用

我们要成为能将生命赐给别人、分给别人我们要成为能将生命赐给别人、分给别人

的人，就必须的人，就必须住在神圣的生命里住在神圣的生命里，并，并在神圣在神圣

的生命里生活为人的生命里生活为人的生命里生活为人的生命里生活为人。。

我们乃是我们乃是借着死供应生命借着死供应生命，与使徒们一，与使徒们一

样样：：“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

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四林后四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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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四篇第四篇
领头申言，以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领头申言，以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

人得勉励人得勉励——林前十四林前十四3131。。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那说方言的，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那说方言的，

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3~43~4。。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摩摩西愿意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申言者，就西愿意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申言者，就

是为神说话的人。这话是摩西所发出一个是为神说话的人。这话是摩西所发出一个

极大的预言。这事为保罗在林前十四章所极大的预言。这事为保罗在林前十四章所

推动，并且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借着召会推动，并且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借着召会

聚会中众信徒的申言而得应验。聚会中众信徒的申言而得应验。

2

属灵负担

我们需要照着神命定之路，帮助圣徒达我们需要照着神命定之路，帮助圣徒达

到召会生活实行的 标 就是在区聚会中到召会生活实行的 标 就是在区聚会中到召会生活实行的目标，就是在区聚会中到召会生活实行的目标，就是在区聚会中

申言，以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申言，以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四篇第四篇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
兴起一位申言者兴起一位申言者…………，你们要听从祂”，你们要听从祂”——申十申十
八八1515。。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民十一民十一

2929下下。。

“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林前十四林前十四44

节下节下。。
4

生命经历

所有所有信徒都有申言的性能；这性能是在信徒都有申言的性能；这性能是在

神圣的生命里，这生命是信徒所拥有、享神圣的生命里，这生命是信徒所拥有、享

受的，并且需要在他们里面增长，使这性受的，并且需要在他们里面增长，使这性

能得以发展能得以发展。。

5

实行应用

我我们要申言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们要申言建造召会作基督生机的身体，
就需要：就需要：

爱主爱主 与主有交通 且与祂成为与主有交通 且与祂成为 爱主爱主，与主有交通，且与祂成为一。，与主有交通，且与祂成为一。

 泡透在主的话里，泡透在主的话里，被主的话构成被主的话构成。。

 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而行，得着即时的灵感。，得着即时的灵感。

 用用新鲜的用辞和发表新鲜的用辞和发表，带着启示说出来。，带着启示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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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五篇第五篇

领头成为祷告的人领头成为祷告的人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祂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祂单独在那祂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祂单独在那

里里——太十四太十四2323。。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密中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密中

的父，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要报答你的父，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要报答你——六六66。。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主在马太六章五至十八节所示范祷告的榜主在马太六章五至十八节所示范祷告的榜

样，样，其其真实意义是什么真实意义是什么？？

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

训练门徒要跟祂学。主耶稣为什么在这神迹训练门徒要跟祂学。主耶稣为什么在这神迹

之后，立即到山上去之后，立即到山上去？？

2

属灵负担

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

训练门徒要跟祂学：这些功课是内在的、更训练门徒要跟祂学：这些功课是内在的、更

深的、属于生命的；我们需要从主学这些活深的、属于生命的；我们需要从主学这些活

的功课，使我们能进入神人的生活的功课，使我们能进入神人的生活。。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五篇第五篇

主所示范祷告的榜样，使我们更多寻求诸主所示范祷告的榜样，使我们更多寻求诸
天的国 就是父的心愿 并且供给我们的需天的国 就是父的心愿 并且供给我们的需天的国，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天的国，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
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以履行诸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以履行诸
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父得着喜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父得着喜
悦悦。。

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上，
训练门徒要跟祂学训练门徒要跟祂学。。

4

生命经历

我我们需要祷告，使父的属天之国来临：们需要祷告，使父的属天之国来临：

我们今天必须活在祂国度的实际里，让基我们今天必须活在祂国度的实际里，让基我们今天必须活在祂国度的实际里，让基我们今天必须活在祂国度的实际里，让基

督这督这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施行管治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施行管治，使，使

我们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5

实行应用

国国度子民必须度子民必须有密室祷告的经历有密室祷告的经历，在隐，在隐

密中接触他们的天父，经历对父隐密的享密中接触他们的天父，经历对父隐密的享密中接触他们的天父，经历对父隐密的享密中接触他们的天父，经历对父隐密的享

受，并从祂接受隐密的回答。受，并从祂接受隐密的回答。

6



6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六篇第六篇
领头认识身体并持守身体的原则领头认识身体并持守身体的原则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
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
作肢体，也是如此作肢体，也是如此——罗十二罗十二4~54~5。。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一个身体和一位灵，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一个身体和一位灵，
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弗四弗四3~43~4。。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我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体上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体上

的一个肢体。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的一个肢体。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

生命，是一个肢体的生命，还是一个身体生命，是一个肢体的生命，还是一个身体

的生命？的生命？

认识身体，并不是一个道理，我们凭什认识身体，并不是一个道理，我们凭什

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已经认识了身体？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已经认识了身体？

2

属灵负担

我们需要在生命上我们需要在生命上与与在实行上认识身体在实行上认识身体；；

在我们的考量里，在我们的考量里，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基督的身体应当是第一，，

地方召会应当是第二地方召会应当是第二。。

我们应当一直考虑到身体，我们应当一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顾到身体，，

尊重身体尊重身体，并且作任何事都要对身体最有益，并且作任何事都要对身体最有益

处处。。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六篇第六篇

作长老和负责弟兄的，应当作长老和负责弟兄的，应当领头认识身体领头认识身体：：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生命上在生命上认识身体认识身体。。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生命上在生命上认识身体认识身体。。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实行上在实行上认识身认识身体体。。

作长老与带领人的，应当作长老与带领人的，应当领头持守身体的原则领头持守身体的原则：：

身体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基督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基督身体
的功用乃是彰显基督的功用乃是彰显基督；；在身体里，只有基督是在身体里，只有基督是
头头；；神圣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神圣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

4

生命经历

基督的身体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是借着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作生命作生命

形成的；这生命形成的；这生命与我们调和与我们调和，而成为基督的，而成为基督的形成的；这生命形成的；这生命与我们调和与我们调和，而成为基督的，而成为基督的

身体身体。。我们众人在这个生命里乃是一我们众人在这个生命里乃是一。。

神圣的交通神圣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

交通调节我们，交通调整我们，交通使我们交通调节我们，交通调整我们，交通使我们

和谐，交通把我们调在一起和谐，交通把我们调在一起。。

5

实行应用

每每当我们作一件事时，我们必须当我们作一件事时，我们必须正确地考正确地考

虑到身体虑到身体；我们必须考虑身体对我们所作的；我们必须考虑身体对我们所作的

会有怎样的感觉会有怎样的感觉。。

我们不该关心自己的益处，乃要我们不该关心自己的益处，乃要关心身体关心身体

和身体的建造和身体的建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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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七篇第七篇

领头站在召会独一的立场上，受基督身体的限制，领头站在召会独一的立场上，受基督身体的限制，
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
给士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士每拿、给别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
给老底嘉给老底嘉——启一启一1111。。

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尺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尺
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远达你们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远达你们——林后十林后十1313。。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神神在地方立场上建造召会的作法非常有智在地方立场上建造召会的作法非常有智

慧。神所拣选的人慧。神所拣选的人很多，很多，他们不该是分散的，他们不该是分散的，

乃该聚集在一起成为召会乃该聚集在一起成为召会。召。召会独一的立场会独一的立场

是甚么？是甚么？

早期召会生活的实行，乃是一个城只有一早期召会生活的实行，乃是一个城只有一

个召会；没有一个城有一个以上的召会。个召会；没有一个城有一个以上的召会。

2

属灵负担

我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站在一的真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站在一的真

正立场上，必须领头正立场上，必须领头受其他肢体的限制受其他肢体的限制，，

不越过我们的不越过我们的度量度量。。

为着主在祂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为着主在祂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

一面的行动，我们必须领头一面的行动，我们必须领头在同心合意里在同心合意里

有身体的感觉有身体的感觉。。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七篇第七篇

我们必须领头站在我们必须领头站在召会独一的立场召会独一的立场，就是，就是一的一的
真正立场真正立场上上真正立场真正立场上上。。

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站在一的真正立场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站在一的真正立场
上，必须领头上，必须领头受其他肢体的限制受其他肢体的限制，不越过我们的，不越过我们的
度量度量。。

为着主在祂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为着主在祂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
行动，我们必须领头行动，我们必须领头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

4

生命经历

神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身体所有的肢体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身体所有的肢体

俱各安置在身体上 我们每 个肢体 在俱各安置在身体上 我们每 个肢体 在俱各安置在身体上：我们每一个肢体，在俱各安置在身体上：我们每一个肢体，在

基督的身体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是神基督的身体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是神

所量给各人的，也是我们所该接受的所量给各人的，也是我们所该接受的。。

5

实行应用

我我们必须领头们必须领头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

觉觉：我们应当一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我们应当一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觉觉 我们应当 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我们应当 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

尊重身体，并且作任何事都要对身体最有尊重身体，并且作任何事都要对身体最有

益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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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第八篇第八篇
领头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领头为着身体与主同工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祷读经节：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
身体身体——弗四弗四1212。。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
出到田间；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出到田间；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歌七歌七10~1110~11。。

1

创造渴慕创造渴慕

你你在当地作工，是否只看守你那个会所，在当地作工，是否只看守你那个会所，

只作你的区聚会，只为着你所在地的召会？只作你的区聚会，只为着你所在地的召会？

我们所作的，就是主的恢复。我们一定我们所作的，就是主的恢复。我们一定

要看见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在这个异象要看见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在这个异象

之下，作主恢复的工作之下，作主恢复的工作。。

2

属灵负担

我我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看见在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看见在

主的恢复里主的恢复里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工作，就是，就是身体的工身体的工

作作；我们今天所作的，不是我们个人的工；我们今天所作的，不是我们个人的工

作，乃是神经纶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作，乃是神经纶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

身体身体。。

我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我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成为书成为书

拉密女拉密女，够资格与良人同工，够资格与良人同工。。
3

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长老及负责弟兄的带领线线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八篇第八篇

我们要我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需要：：

看见在主的恢复里看见在主的恢复里只有 个工作只有 个工作 就是就是身体的工身体的工 看见在主的恢复里看见在主的恢复里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工作，就是，就是身体的工身体的工

作作。。

 认识认识神中心的工作神中心的工作。。

 在在生活生活、、工作工作与与行动行动之间应当之间应当没有分别没有分别。。

 靠着生命靠着生命作工作工。。

 愿意为基督的身体，愿意为基督的身体，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成为书拉密女成为书拉密女，够资格与良人同工，够资格与良人同工。。 4

生命经历

我我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靠着生靠着生

命作工命作工，这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这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

能适应一切处境，就是能忍受任何对待，能适应一切处境，就是能忍受任何对待，

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作工，并把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作工，并把

握各种机会，好完成这职事握各种机会，好完成这职事。。

5

实行应用

我我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们要为着身体与主同工，需要成为书成为书

拉密女拉密女，够资格与良人同工，够资格与良人同工—— 愿意从一地愿意从一地

到另一地寄居到另一地寄居，为要与她良人一同完成那，为要与她良人一同完成那

为着全世界（田间）的工作；这指明为着全世界（田间）的工作；这指明我们我们

的工作必须是为着身体的工作必须是为着身体。。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