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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主並彼此相愛，爲要生機的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週五—早上第一堂聚會） 

 

第一篇 

愛主並彼此相愛—爲着生機的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在我們所是和所作上極超越的路 
MC 詩歌：s333，s335 

讀經：林前八1，十二31，十三1，4～8，13，十四1，3，4下， 

約二一15～17，加六2～3 

林前8:1 關於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建造人。 

林前12:31 但你們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賜。我還要把極超越的路指示你們。 

林前13:1 我若能說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尌成了魃的鑼、響的鈸。 

林前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林前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8 愛是永不敗落；但申言終必歸於無用，方言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用。 

林前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14:1 你們要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要切慕申言。 

林前14:3 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約21: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對祂

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

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

尌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加6:2 你們的重擔要彼此擔當，這樣尌完全滿足了基督的律法。 

加6:3 人若不是甚麼，還以為是甚麼，尌是自欺了。 
 

壹 保羅稱讚帖撒羅尼迦人，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你們眾人每一

位彼此相愛的心也一直增加』—帖後一3： 

一 信主就是接受祂作生命，愛主就是享受我們所接受的這人位；信是神所賜我們的，要

我們用以接受基督作生命；愛是由這美妙的信所發出來的，叫我們在作我們生命的基

督裏，能活出三一神的一切豐富—彼後一1，來十二1～2上，林後四13，加五6，約一

12～13，二一15～17，西三4。 

彼後1:1 耶穌基督的奴僕和使徒西門彼得，寫信給那些因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

義，與我們分得同樣寶貴之信的人： 

來12: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尌當脫去各樣的重擔，

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來12:2上 望斷以及於耶穌，尌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林後4:13 並且照經上所記：『我信，所以我說話；』我們既有這同樣信心的靈，也尌

信，所以也尌說話， 

加5:6 因為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效力；惟獨藉著愛運行的信，纔有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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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2 凡接受祂的，尌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尌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 

約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

從神生的。 

約21: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

羊。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

說，你愛我麼？尌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二 對使徒保羅，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他〕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又有愛』；（提前

一14；）信是叫我們接受主，（約一12～13，）愛是叫我們享受所接受的主。（十四

21，23，二一15～17。） 

約1:12 凡接受祂的，尌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尌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 

約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

從神生的。 

約14:21 有了我的誡命又遵孚的，這人尌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 

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尌必遵孚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

裏去，同他安排住處。 

約21: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

說，你愛我麼？尌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三 我們都該在這奇妙的信裏並憑三一神這超優的愛，愛祂並一切屬於祂的人；惟有如

此，我們纔能在召會墮落的潮流中，成爲主在啓示錄二至三章所呼召並渴望得着的得

勝者。 

啓2~3 從畧。 
 

貳 主的恢復乃是恢復用起初的愛，上好的愛，來愛主耶穌，並恢復彼此相愛，

爲着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尌是建造那作神永遠經綸之目標的新耶路撒冷—

弗四15～16，啓二4～5： 
弗4:15 惟在愛裏持孚著真實，我們尌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尌是元首基督裏面； 

弗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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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啓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尌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 

啓2:5 所以要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尌要臨到你那

裏；你若不悔改，我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一 我們所愛的基督乃是愛召會的基督；當我們愛祂，我們就會像祂那樣愛召會—弗五

25。 

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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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召會的墮落開始於離棄對主起初的愛；以起初的愛，上好的愛來愛主，乃是在凡事上

讓主居首位，居第一位，被祂的愛困迫，尊崇祂，並在我們的生活中接受祂作一切—

啓二4～5，西一18下，林後五14～15，可十二30，詩七三25～26。 

啓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尌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 

啓2:5 所以要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尌要臨到

你那裏；你若不悔改，我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西1:1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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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尌都死了； 

林後5: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

者活。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你的神。』 

詩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詩73: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裏的磐石，又是我的業分，直到永遠。 

三 我們信主耶穌時所接受的生命乃是一個人位，我們應用並享受這人位惟一的路，乃是

用起初的愛來愛祂；作我們生命的主耶穌旣是一個人位，我們就必須與祂有新鮮的接

觸，此時此刻並天天享受祂現今的同在—約十一25，十四5～6，提前一14，約十四

21，23，林後五14～15，啓二4～7，西一18下，羅六4，七6，詩歌四一二首。 

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14:5 多馬對祂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能知道那條路？ 

約14:6 耶穌說，我尌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提前1:14 並且我們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又有愛。 

約14:21 有了我的誡命又遵孚的，這人尌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 

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尌必遵孚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

裏去，同他安排住處。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尌都死了； 

林後5: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

者活。 

啓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尌是你離棄了起初的愛。 

啓2:5 所以要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尌要臨到

你那裏；你若不悔改，我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啓2:6 然而你有這件事，尌是你恨惡尼哥拉黨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 

啓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尌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

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西1:1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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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6: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

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羅7: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尌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

服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詩歌四一二首 

一 恩主，我今憑信摸你， 你是供給的源頭； 

憑信取用你的能力， 藉你寶血來領受。 

 (副) 摸你，尌得生命供應， 藉著你靈的運行； 

你靈將我純潔、充盈， 使我得享你豐盛。 

二 憑信取用，憑信摸你， 憑信應用你豐富； 

我的全人向你開啓， 你之所是向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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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摸你，恩主，摸你更深， 摸而取用你豐盛； 

從你接受，恩上加恩， 我尌流露你生命。 

四 能力、智慧、慈愛、恩寵， 凡我需要你供應； 

使我摸你，使我取用， 摸你、取用，不稍停。 

四 我們必須是一個被基督的愛沖沒並沖激的人；神聖的愛該像大水澎湃沖向我們，迫使

我們情不自禁的向祂活着並愛祂到極點—林後五14。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尌都死了； 

五 我們要愛主到極點，就需要渴慕並尋求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可

愛、可悅、可喜），在神的殿裏求問神；求問神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凡事問問神—

詩二七4。 

詩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尌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

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叁 在同工、長老、負責弟兄、以及活力排裏的每一位之間，愛必頇滿有效能—

林前十二31下，十三4～8，13： 
林前12:31下 …我還要把極超越的路指示你們。 

林前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林前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8 愛是永不敗落；但申言終必歸於無用，方言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用。 

林前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一 我們已經重生成爲神的種類，神類，（約一12～13，）而神就是愛；（約壹四8，

16；）旣然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只是無分於神格，我們也該是愛；這意思是

我們不僅僅愛別人，我們更是愛的本身。 

約1:12 凡接受祂的，尌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尌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 

約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

從神生的。 

約壹4:8 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尌是愛。 

約壹4: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尌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尌住在神裏

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二 我們必須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並被基督的愛困迫，以至於爲弟兄捨命—猶19～21，

林後五14，彼前一22，約壹三14～16，四7～21。 

猶19 這尌是那些製造分裂，屬魂而沒有靈的人。 

猶20 親愛的，你們卻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猶21 保孚自己在神的愛中，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以至於永遠的生命。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尌都死了； 

彼前1: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魂，以致愛弟兄沒有假冒，尌當從清潔的心

裏彼此熱切相愛； 

約壹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尌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3:15 凡恨他弟兄的，尌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遠的生命住在他裏

面。 

約壹3:16 主為我們捨命，在此我們尌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壹4:7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神的；凡愛弟兄的，都是從神生

的，並且認識神。 

約壹4:8 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尌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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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4:9 神差祂的獨生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並活著，在此神的愛尌向我們顯

明了。 

約壹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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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尌是愛了。 

約壹4:11 親愛的，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約壹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尌住在我們裏面，祂的愛也在我們裏

面得了成全。 

約壹4:13 神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在此尌知道我們住在祂裏面，祂也住在我們裏面。 

約壹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現在又作見證的。 

約壹4:15 凡承認耶穌是神兒子的，神尌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 

約壹4: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尌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尌住在神裏

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約壹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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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4:18 愛裏沒有懼怕，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因為懼怕含有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

得成全。 

約壹4: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4:20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尌是說謊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尌不能

愛沒有看見的神。 

約壹4:21 愛神的，也當愛他的弟兄，這是我們從祂所受的誡命。 

三 神先愛我們，將祂的愛注入我們裏面，並且在我們裏面產生出愛來，使我們能用這愛

愛神，並愛眾弟兄；（19～21；）住在神裏面，就是過着習慣的用這愛（就是神自

己）愛別人的生活，使神能在我們身上得着彰顯—16～17節，詩歌補充本三三三、三

三五首。 

約壹4: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4:20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尌是說謊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尌不能

愛沒有看見的神。 

約壹4:21 愛神的，也當愛他的弟兄，這是我們從祂所受的誡命。 

約壹4: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尌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尌住在神裏

面，神也住在他裏面。 

約壹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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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補充本三三三首 

一 我愛我主，非用天然之愛；  我無可以給你。 

主，我愛你，這愛全然屬你， 使我活在你裏。 

我一無所有，卻歡然經歷，  倒空，消失，浸沒在你愛裏。 

二 我主，惟你是我一切所需，  我心別無所願； 

住在你裏，經歷祝福江河，  從你湧流無間。 

飲生命活泉，享你作恩典，  作我中心、居所、祝福之源。 

詩歌補充本三三五首 

一 人的心哪，你愛甚麼？ 若非基督，無安息。 

哦，主，求你悅納我心， 上好之愛，來愛你。 

二 今將世界全都拋棄， 我主耶穌最美麗； 

最美事物也無可比， 惟你使我心歡喜。 

三 你的榮臉，明亮輝煌， 發光照耀永無已； 

你是可愛、甘甜、柔細， 憐憫、恩典全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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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是你愛先來臨及， 流血拯救你仇敵； 

你之愛我，永不止息， 我心豈可不愛你？ 

五 保孚我心忠誠向你， 使我同你藏神裏， 

在世一切所經所歷， 讓你榮耀留足迹。 

四 我們需要提防野心和驕傲： 

1 我們能否長遠的在主手中有用，以及我們能否持續的帶下祝福，不在於我們能

作甚麼，而是在於我們的心有多清潔；我們必須有清潔的心，在主的恢復中，

在存心、目的、動機和行動上，潔除了任何形式的狡猾野心—太五8。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2 驕傲就是毀壞，驕傲使人成爲絕頂愚昧的人；謙卑會救我們免去各種毀壞，並

邀來神的恩典—雅四6，彼前五5。 

雅4:6 但祂賜更大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敵擋狂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

人。』 

彼前5: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謙卑束

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3 我們絕不該在爲主的任何工作中獵取首位；（約叁9；）在主的工作中爭競，不

僅是野心的表記，也是驕傲的表記；題到自己的才能、成功、完全和美德，乃

是驕傲的一種輕率形態。（路十七10，腓一15，加五25～26。） 

約叁9 我曾略略的寫信給召會；但那在他們中間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

們。 

路17:10 你們也是如此，作完了一切吩咐你們的事，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奴

僕，所作的本是我們應當作的。 

腓1:15 有的人傳基督，是因著嫉妒爭競，也有的是因著好意： 

加5: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尌當憑著靈而行。 

加5:26 不要貪圖虛榮，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4 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是驕傲的另一種形態；（羅十二3；）自誇、自高、自

榮、己意、自是、自義、貪圖虛榮，都是驕傲醜陋、卑下的表現。（加五25～

26。） 

羅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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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5: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尌當憑著靈而行。 

加5:26 不要貪圖虛榮，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5 想要爲大，不想作僕役；想要爲首，不想作奴僕，也都是驕傲的表記—太二十

26～27。 

太20:26 但你們中間不是這樣；反倒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大，尌必作你們的僕

役； 

太20:27 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首，尌必作你們的奴僕。 

6 我們應該爲彼此禱告，對彼此有親密的關切，彼此顧惜與餧養，並且總是互相

遮蓋，講說彼此的好處，絕不暴露別人的失敗和缺點；（林後七2～3，弗一15

～16，門4，林前十三4～7，參太二四49；）我們需要彼此赦免，並尋求得着彼

此的赦免。（西三12～15。） 

林後7:2 你們要容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林後7:3 我說這話，不是為定罪你們，因我先前說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裏，以

至同死同活。 

弗1: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中間對主耶穌的信，並對眾聖徒的愛， 

弗1:16 也尌為你們不住的感謝，在我的禱告中常題到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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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4 我禱告的時候題到你，常常感謝我的神， 

林前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林前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太24:49 尌動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喝， 

西3: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尌要穿上憐恤的心腸、恩慈、

卑微、溫柔、恆忍。 

西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西3:14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西3:15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仲裁，你們在一個身體裏蒙召，也是為

了這平安；且要感恩。 

7 一面，我們對所照顧的人應當有清楚的眼光，極有鑑別力；另一面，我們應當

在屬靈上是瞎眼的—賽十一1～4上。 

賽11:1 從耶西的𣎴必發嫩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賽11:2 耶和華的靈必安歇在祂身上，尌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

認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賽11:3 祂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審判不憑眼見，判斷也不憑耳聞； 

賽11:4上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公正判斷地上的困苦人；… 

8 我們不該說辱駡的話；辱駡就是嚴厲或謾駡的責備或批評，用惡言攻擊人；辱

駡不僅是責備某人，更是尖銳的傷害他，並公然粗魯的、或因傲慢蔑視而踐踏

他—加五14～15，25～26： 

加5:14 因為全律法都在『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一句話之內，得以完全了。 

加5: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銷滅了。 

加5: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尌當憑著靈而行。 

加5:26 不要貪圖虛榮，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a 辱駡人者乃是動手打同作奴僕的人，意卽他們習慣性的苦待同作信徒的；

辱駡人者不能承受神的國—太二四45～51，林前六9～10。 

太24:45 這樣，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

時分糧給他們？ 

太24:46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奴僕尌有福了。 

太24:47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業。 

太24:48 若是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 

太24:49 尌動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僕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喝， 

太24:50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奴僕的主人要來， 

太24:51 把他割斷，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受處分；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

了。 

林前6: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受迷惑，無論是淫亂

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同性戀的、 

林前6: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b 聽辱駡的話，與說辱駡的話一樣要負責任；如果召會要維持合一，弟兄姊

妹就需要抵擋辱駡的話語—10節，參民六6。 

林前6: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民6:6 在他將自己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人。 

c 罪的感覺是由認識神而來的；照樣，對於辱駡的話的感覺，乃是由認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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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身體而來的；辱駡的話乃是與基督身體的見證相反的—林前一10。 

林前1:10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懇求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

中間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樣的心思和一樣的意見裏，彼此和

諧。 
 

肆 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生機的身體，在我們的所是和所作上，愛乃是極超越的

路—十二31下～十三8上： 
林前12:31下 …我還要把極超越的路指示你們。 

林前13:1 我若能說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尌成了魃的鑼、響的鈸。 

林前13:2 我若有申言的恩賜，也明白一切的奧祕，和一切的知識，並有全備的信，以致能彀

移山，卻沒有愛，我尌算不得甚麼。 

林前13:3 我若將我一切所有的變賣為食物分給人喫，又捨己身叫我可以誇口，卻沒有愛，仍

然與我無益。 

林前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林前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8上 愛是永不敗落；… 

一 保羅在林前十三章所描述的愛，乃是神聖生命的彰顯；（4～8上；）不僅如此，愛乃

是那靈的果子，這指明愛的本質必須是那靈；（加五22；）我們若沒有愛，我們的說

話就如同鳴的鑼、響的鈸，發出聲音卻沒有生命。（林前十三1，十四1，3，4下，

12，31，林後三6。） 

林前13 從畧。 

林前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林前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8上 愛是永不敗落；… 

加5:22 但那靈的果子，尌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林前13:1 我若能說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尌成了魃的鑼、響的鈸。 

林前14:1 你們要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要切慕申言。 

林前14:3 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林前14: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渴慕靈，尌要為著召會的建造，尋求得以超越。 

林前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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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

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二 愛是不嫉妒，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比一切存留得更長

久，並且是最大的—林前十三4～8，13。 

林前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13:5 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13:6 不因不義而歡樂，卻與真理同歡樂； 

林前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林前13:8 愛是永不敗落；但申言終必歸於無用，方言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用。 

林前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三 我們在愛別人的事上，應當像神一樣，一無分別的愛人；（太五43～48；）基督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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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十字架而拯救的第一個人，不是一個上流人，乃是一個犯人，一個判處死刑的強

盜；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二七38，路二三42～43。） 

太5:4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太5:44 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太5:45 你們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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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5:46 你們若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 

太5:47 你們若單向你們的弟兄問安，有甚麼過人的長處？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 

太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太27:38 當時，有兩個強盜和祂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路23:42 尌說，耶穌阿，你來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路23: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四 生命之靈的律乃是基督的律法，也就是愛的律法（愛的律）—羅八2，加六2～3。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加6:2 你們的重擔要彼此擔當，這樣尌完全滿足了基督的律法。 

加6:3 人若不是甚麼，還以為是甚麼，尌是自欺了。 

五 愛的律法必須由生命之靈的律將其實化，使我們能彼此擔當重擔；（2，羅八2；）但

我們若滿了驕傲，就不能擔當別人的重擔；這是因爲我們自己欺騙自己，自以爲是甚

麼，其實我們甚麼也不是。（加六3。） 

加6:2 你們的重擔要彼此擔當，這樣尌完全滿足了基督的律法。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加6:3 人若不是甚麼，還以為是甚麼，尌是自欺了。 

六 當愛的律在我們裏面得以發動，我們就自動並自然的成爲牧人，有我們父神愛和赦免

的心，並我們救主基督牧養和尋找的靈—約二一15～17，路十五3～7。 

約21: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

羊。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

說，你愛我麼？尌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路15:3 耶穌尌對他們講了這個比喻說， 

路15:4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

失去的，直到找著麼？ 

路15:5 找著了，尌歡歡喜喜的扛在自己肩上，回到家裏， 

路15:6 召齊朋友、鄰舍，對他們說，和我一同歡喜罷，因為我失去的那隻羊已經找著

了。 

路15:7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

改的義人歡喜更大。 

七 當愛的律在我們裏面得以發動，我們在主裏的勞苦就是愛心的勞苦；（林前十五58，

帖前一3；）在其中我們『扶助輭弱的人』（徒二十35）並『扶持輭弱的人』；（帖

前五14；）『輭弱的人』指那些在靈、魂、體方面輭弱，或是在信心上輭弱的人。

（羅十四1，十五1。） 

林前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

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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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1:3 在我們的神與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並對我們主

耶穌基督之盼望的忍耐； 

徒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知道，必頇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並且記

念主耶穌的話，祂自己說過，施比受更為有福。 

帖前5:14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要勸戒不孚規矩的人，撫慰灰心的人，扶持軟弱的人，

又要對眾人恆忍。 

羅14: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是為判斷所爭論的事。 

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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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召會生活乃是弟兄相愛的生活，（約壹四7～8，約貳5～6，約十五12，17，啓三7，

弗五2，參猶12上，）並且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16。） 

約壹4:7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神的；凡愛弟兄的，都是從神生

的，並且認識神。 

約壹4:8 不愛弟兄的，未曾認識神，因為神尌是愛。 

約貳5 夫人阿，我現在請求你，我們要彼此相愛；我寫給你的並不是一條新誡命，乃

是我們從起初尌有的誡命。 

約貳6 我們要照祂的誡命行，這尌是愛；你們要行在愛中，這尌是誡命，正如你們從

起初所聽見的。 

約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尌是我的誡命。 

約15:17 我將這些事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的鑰

匙，開了尌沒有人能關，關了尌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弗5:2 也要在愛裏行事為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成為馨香之氣。 

猶12上 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筵上乃是暗礁，與你們同喫的時候，無所懼怕；他們是

只餧養自己的牧人；… 

弗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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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

起來。 

九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建造人』；我們可能聽了職事的信息，只得了一些知

識，就自高自大—林前八1下，參林後三6。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

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十 神賜給我們的靈，就是蒙了重生的靈，乃是愛的靈；我們需要有一個火熱的愛的靈，

以征服今日召會的墮落—提後一7。 

提後1: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孚的靈。 

十一 我們是基督這真葡萄樹上的枝子，應當彼此相愛，好結果子彰顯神聖的生命—約十五

12～17。 

約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尌是我的誡命。 

約15: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沒有比這個大的。 

約15: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尌是我的朋友了。 

約15: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奴僕，因為奴僕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

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約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

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裏，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尌

賜給你們。 

約15:17 我將這些事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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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約翰二十一章說到牧養，是約翰福音的完成和總結；主復活後牧養彼得，又

託付彼得餧養祂的小羊並牧養祂的羊；這是把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

合併，以照顧神的羣羊，尌是召會，結果帶進基督的身體—15～17節： 
約21 從畧。 

約21:15 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

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約21:16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

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

愛我麼？尌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

說，你餧養我的羊。 

一 彼得對主的這個託付印象非常深刻，以致在他的前書裏，他告訴信徒，他們好像羊走

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他們魂的牧人和監督（基督）了—彼前二25。 

彼前2: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二 他勸勉長老，務要牧養他們中間神的羣羊，好使他們在牧長顯現的時候，得着那不能

衰殘的榮耀冠冕；（五1～4；）彼得的話指明，基督天上的職事主要的是牧養神的召

會，就是祂的羣羊，結果帶進祂的身體。 

彼前5:1 所以，我這同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人，並同享那將要顯出之榮耀的，勸

你們中間作長老的人， 

彼前5:2 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監督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

心；不是為著卑鄙的利益，乃是出於熱切； 

彼前5:3 也不是作主轄管所委託你們的產業，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彼前5: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著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 

三 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職事合併的主要目的和目標，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

成於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陸 詩篇二十二至二十四篇是啓示基督的一組詩，從祂的釘十字架，說到祂來世

的君王職分；二十二篇是關於基督的死，祂的復活，以及在祂復活裏所產生

的許多弟兄，以形成祂的召會；二十三篇是關於基督在祂的復活裏作牧者；

二十四篇是關於基督在祂的國裏作要來的君王： 
詩22:1 （大衞的詩，交與歌詠長；調用朝鹿。）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棄絕我？為甚麼

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詩22:2 我的神阿，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也得不著安寧。 

詩22:3 但你是聖別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詩22:4 我們的祖宗信靠你；他們信靠你，你便解救他們。 

詩22: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信靠你，尌不羞愧。 

詩22:6 但我是蟲，不是人，是眾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視的。 

詩22: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 

詩22: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護他罷；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罷。 

詩22: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裏，你尌使我有倚靠的心。 

詩22:10 我從出生尌被交託給你；從我母腹中，你尌是我的神。 

詩22:11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患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 

詩22:12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包圍我。 

詩22:13 他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 

詩22:14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的心如蠟，在我裏面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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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22:15 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牙床上；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詩22:16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詩22:17 我的骨頭，我都能數算；他們瞪著眼看我。 

詩22:18 他們分了我的外衣，又為我的衣服拈鬮。 

詩22:19 耶和華阿，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幫助阿，求你快來援助我。 

詩22:20 求你救我的魂脫離刀劍，救我寶貴的生命脫離犬類的爪； 

詩22:21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求你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詩22:2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詩22:23 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祂！你們雅各的後裔，都要榮耀祂！你們以色列的後

裔，都要畏懼祂！ 

詩22:24 因為祂沒有輕看、厭惡受苦之人的苦難；也沒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向祂呼求的時

候，祂尌垂聽。 

詩22: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的；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 

詩22:26 卑微的人必喫得飽足；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祂—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詩22: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向祂；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詩22:28 因為國度是耶和華的，祂在列國中掌權。 

詩22:29 地上一切豐肥的人，必喫喝而敬拜。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祂

面前下拜。 

詩22:30 必有後裔事奉祂；主的事必傳述與後代。 

詩22:31 他們必來把祂的公義傳給將要生的民，言明這是祂所行的。 

詩23:1 （大衞的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詩23:2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詩23:3 祂使我的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詩23: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 

詩23: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詩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24:1 （大衞的詩。）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詩24:2 祂把地奠定在海上，堅立在江河之上。 

詩24:3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 

詩24:4 尌是手潔心清，魂不仰慕虛妄，不詭詐起誓的人。 

詩24:5 他必從耶和華得著祝福，又從救他的神得著公義。 

詩24:6 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細拉 

詩24: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阿，你們要被舉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詩24:8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尌是剛強大能的耶和華，在爭戰中有大能的耶和華！ 

詩24:9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阿，你們要把頭抬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詩24:10 那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祂是榮耀的王！細拉 

一 這三篇詩表明，在已過基督的死與復活，以及將來祂在祂的國裏作爲君王再來之間，

乃是現今我們對基督作爲我們是靈之牧者的享受、經歷和彰顯。 

二 這啓示牧養乃是基督第一次來與祂第二次來之間的橋梁；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裏，現

今正在牧養人，我們若有分於祂美妙的牧養，在主的恢復裏就會有一個大的復興，新

的復興，把基督帶回來。 
 

柒 在照顧眾召會並牧養眾聖徒上，所需要的乃是供應的生命中那親密的關切—

林後七2～7，十二15，門7，12： 
林後7:2 你們要容納我們，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 

林後7:3 我說這話，不是為定罪你們，因我先前說過，你們是在我們的心裏，以至同死同活。 



13  

林後7:4 我向你們大大的放膽，我為你們多多的誇口；我滿得安慰，在我們一切的患難中，

我格外的洋溢喜樂。 

林後7:5 原來我們尌是到了馬其頓，我們的肉身也不得安寧，反而凡事遭患難，外有爭戰，

內有懼怕。 

林後7:6 但那安慰頹喪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林後7:7 不但藉著他來，也藉著他在你們身上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們，因他把你們的切

望、你們的哀慟、和你們為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們，叫我更加喜樂。 

林後12:15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尌越發少得你們的

愛麼？ 

門7 因為弟兄阿，我因你的愛，大大喜樂，滿受鼓勵，因為眾聖徒的心腸藉著你得了舒

暢。 

門12 我現在打發他回你那裏去，他乃是我心上的人。 

一 在牧養聖徒的時候，我們可能叫人死；這樣叫人死，這樣不結果子的原因，就是缺乏

親密的關切—參林後三6：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

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1 神話語中的奶，也就是基督的生命供應，應當用以餧養在基督裏的初信者，而

不是用以『煮』他們—彼前二2，出二三19下。 

彼前2:2 像纔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出23:19下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2 我們若有才能執行一項工作，但缺少親密的關切，我們的工作就不會結果子；

我們的心必須是寬宏的，能容納所有的信徒，不論他們的光景如何—林後六10

～11。 

林後6:10 似乎憂愁，卻常常喜樂；似乎貧窮，卻叫許多人富足；似乎一無所有，

卻擁有萬有。 

林後6:11 哥林多人哪，我們的口向你們是張開的，我們的心是寬宏的； 

二 我們能否結果子，能結多少果子，並不在於我們能作甚麼，乃在於我們是否有親密的

關切。 

三 供應的生命是一種溫暖別人的生命；我們若要把生命供應給眾聖徒，就必須對他們有

真正的關切，就是富有情感，旣深刻又親密的關切。 
 

 

職事信息摘錄： 
 

跟隨經過過程之三一神尋找並得着墮落之人的步驟 
 

我…的負擔乃是要我們都從使徒、從長老、甚至從三一神學習。我們必須跟隨經過過程之

三一神尋找並得着墮落之人的步驟。路加十五章記載，法利賽人和經學家批評主說，『這個人

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喫飯。』（2。）然後主說了三個奇妙的比喻，揭示三一神對罪人拯救的

愛。 
 

子如同牧人，尋找一隻失去的羊 
 

子如同牧人，撇下九十九隻羊，去尋找一隻失去的羊。（路十五3～7。） 
 

那靈如同婦人，尋找失落的錢 
 

第二個比喻說到一個婦人尋找失落的錢。（8～10。）這表徵那靈尋找失喪的罪人。子的

尋找，是在罪人的身外發生的，是藉着祂救贖的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靈的尋找是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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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祂在悔改的罪人裏面作工所完成的。 
 

父如同浪子的父親 
 

因着子死在十字架上，以尋找罪人的步驟，以及那靈搜尋並潔淨罪人裏面的部分，而聖別

罪人的步驟，罪人就醒悟過來。這可見於浪子醒悟過來，想要回到父親那裏。（17～18。）彼

前一章二節啓示，我們在蒙基督的血所灑之前，聖靈就聖別我們。這是祂尋找的聖別。罪人被

那靈的尋找喚醒，使他回到父那裏。當浪子回轉時，他父親就遠遠的看見他。這指明父親一直

在期望等候，天天巴望他兒子回來。父親一看見他兒子，就跑去迎接他兒子回來。（路十五

20。）這給我們看見，父神跑來接納回轉的罪人。 

我盼望因着我們接受有關牧養的這個負擔，在我們中間會有真正的復興。眾召會若都接受

這教訓，有分於基督奇妙的牧養，在主的恢復裏就會有一次大的復興。我們在已過講說並教導

了很多，但很少牧養。牧養和教導，應當像雙腳，爲着我們與主一同行動。我們的牧養該一直

帶着教導，而我們的教導也應當一直帶着牧養。 

我們在約翰福音結晶讀經裏看見，約翰福音末了的第二十一章，啓示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在

天上的職事合作。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裏一直在牧養人，我們需要與祂合作牧養人。沒有牧

養，我們爲主的工作就不會有果效。我們必須學習一切的真理，使我們有話可說，然後去接觸

人，牧養他們。 

牧養是神聖的事。我們要作牧人，就必須是基督的見證人，是基督的肢體，也是基督的弟

兄，有分於祂兒子的名分。這樣，我們就有分於兒子名分的發言，而成爲申言者。我們旣是爲

着神發言的申言者，我們就爲主說話。同時，我們需要牧養人。這是結果子的路，是得着繁增

和擴增的路。我們若接受這種交通，我信地上會有一個大復興，但不是由少數屬靈大漢帶來

的，乃是由基督身體的許多肢體，跟隨經過過程之三一神尋找並得着墮落之人的步驟，成爲牧

人所帶來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活力排，一二六至一二八頁。） 
 

愛有效能 
 

綱目 
 

壹 神是愛；我們愛，因爲神先愛我們—約壹四8，19。 

貳 神豫定我們得神聖的兒子名分，乃是受神聖之愛的推動—弗一4～5。 

叁 神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使我們在法理一面藉着祂的死得救，不至滅亡，並在生機一面

在祂的復活中得着永遠的生命，乃是受神聖之愛的推動—約三16，約壹四9～10。 

肆 神的愛是基督之恩的源頭，這恩藉着靈的交通，分賜給我們—林後十三14。 

伍 神的愛激勵我們這些祂的兒女愛我們的仇敵，使我們能完全，像祂一樣；祂愛那成了祂仇

敵的墮落人類，叫祂的日頭（表徵基督）上升，一無分別的照惡人，也照好人，並且同樣

的降雨（表徵那靈）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作天父的兒子，從稅吏和

外邦人中被聖別出來—太五43～48。 

陸 愛建造人—林前八1下。 

柒 愛是不嫉妒，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永不敗落，也是最大

的—十三4～8，13。 

捌 愛是一切屬靈美德的總結，也是結果子的因素，必要充足的供應我們，使我們豐富的進入

基督的國—彼後一5～11。 

玖 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16。 

拾 神賜給我們的，乃是愛的靈，因此也是能力並清明自守的靈—提後一7。 

拾壹 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約壹三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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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你在羨慕屬靈的恩賜時，要追求愛—林前十四1。 

拾叁 我們要勝過召會的墮落，就必須與那清心尋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愛—提後二22。 

拾肆 彼此相愛是我們屬於基督的表記—約十三34～35。 

拾伍 神的愛使我們勝過一切的境遇而有餘—羅八35～39。 

拾陸 愛是極超越的路—林前十二31下。 
 

我們看見牧養和教導是活力排的義務。〔接着〕我們要來看，愛是有效能的。無論我們給

人多少的牧養和教導，若沒有愛，一切就都是徒然的。林前十三章論到一件特別的事，就是

愛。這一章告訴我們，卽使我們以極高的方式申言，並且將一切所有的分給人，若沒有愛，這

一切就算不得甚麼。（2～3。）牧養和教導都需要愛，但不是我們天然的愛，乃是主神聖的

愛。 
 

神是愛 
 

我們是神的種類，因爲我們已經從神而生，有祂的生命和性情。（約一12～13。）我們已

經重生，成爲神的種類，就是神類，而神乃是愛。我們旣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了神，就應當也有

愛。這意思是說，我們不僅僅愛別人，我們就是愛的本身。我們旣是神的種類，就應當是愛，

因爲祂就是愛。無論誰是愛，他就是神的種類。 

神是愛；我們愛，因爲神先愛我們。（約壹四8，19。）神不要我們用我們天然的愛來愛

人，乃要我們以祂作我們的愛。神按着祂的形像造人，（創一26，）意思是說，祂乃是照着祂

的所是造人。神的形像就是神的所是，神的屬性乃是神的所是。照聖經中的啓示來看，神的第

一個屬性是愛。神照着祂的屬性造人，而祂的第一個屬性乃是愛。雖然受造的人沒有愛的實

際，但在這受造的人裏面，有一個東西，叫他願意去愛人。甚至墮落的人裏面，也有愛的願

望。但那只是人的美德，是神愛的屬性的彰顯。當我們重生時，神就把祂自己這愛灌注到我們

裏面。我們愛祂，因爲祂先愛我們；是祂引進了這愛。 
 

神豫定我們得神聖的兒子名分 
 

神豫定我們得神聖的兒子名分，乃是受神聖之愛的推動。以弗所一章四至五節說，神在創

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在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豫

定了我們，…得兒子的名分。』我們可以把『在愛裏』和『豫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連在一

起。神乃是在愛裏豫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約翰三章十六節說，神愛世人。祂是在創立世界以

前，就愛了我們。 
 

神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乃是受神聖之愛的推動 
 

神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使我們在法理一面藉着祂的死得救，不至滅亡，並在生機一面

在祂的復活中得着永遠的生命，乃是受神聖之愛的推動。（16，約壹四9～10。）約翰三章十六

節得着約壹四章九節和十節這兩節經文的加強。約壹四章十節說，神差祂的兒子到我們這裏

來，爲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這是在法理上藉着祂的死完成的。九節說，神差祂的兒子到

我們這裏來，使我們藉着祂得生並活着；這是在生機上在祂的復活中完成的。約翰三章十六節

應該與約壹四章九至十節同讀。 
 

神的愛是源頭 
 

神的愛是基督之恩的源頭，這恩藉着靈的交通，分賜給我們。（林後十三14。）這是爲使

我們享受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 
 

神的愛激勵我們愛我們的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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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激勵我們這些祂的兒女愛我們的仇敵，使我們能完全，像祂一樣；祂愛那成了祂仇

敵的墮落人類，叫祂的日頭（表徵基督）上升，一無分別的照惡人，也照好人，並且同樣的降

雨（表徵那靈）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作天父的兒子，從稅吏和外邦人中

被聖別出來。（太五43～48。）整個人類成了神的仇敵，但神仍然愛人類。神差基督到我們這

裏，若對人有所分別，我們就不會有資格得着祂的救恩。祂叫祂的日頭上升，一無分別的先照

惡人，也照好人。 

我們在愛別人的事上，應當像神一樣。稅吏只愛那愛他們的人。主說，『你們若愛那愛你

們的人，有甚麼賞賜？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46。）我們若只愛那愛我們的人，我們就是

和稅吏屬於同一種類。但我們是屬於超越、神聖的種類，所以我們愛惡人，就是我們的仇敵，

也愛好人。這給我們看見，神這愛是何等的有效能。 

活力排必須是有效能的排。我們的活力排是否有效能，可由我們一無分別的愛人得着證

實。有些基督的同工可能覺得，我們應當讓某些人受永遠的沉淪。他們可能說，他們不愛某些

人，就如搶銀行的人。但是當基督釘在十字架上時，有兩個強盜與祂同釘。（二七38。）其中

有一個強盜說，『耶穌阿，你來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路二三42。）耶穌對他

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43。）基督藉着釘十字架而拯救的第一

個人，不是一個上流人，乃是一個犯人，一個判處死刑的強盜。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愛建造人 
 

林前八章一節下半說，『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建造人。』沒有愛的教訓會使我們

自高自大。我們可能聽了職事的信息，只得了一些知識，就自高自大；這並不建造人。惟有愛

建造人。 
 

愛是最大的 
 

愛是不嫉妒，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永不敗落，也是最大

的。（十三4～8，13。）嫉妒是在我們的天性裏就有的。一個家中有了新生的孩子，另外的孩

子可能會嫉妒。在召會生活中也會有嫉妒。一位姊妹禱告或申言時得着很多的『阿們』，另一

位姊妹可能會嫉妒。有些弟兄看到另一位弟兄被設立爲長老，可能會嫉妒。我在召會生活中六

十多年了，我能彀見證說，最難的一件事就是設立長老。我們曉得，如果我們設立一位弟兄，

另一位我們不覺得應該設立的弟兄，可能會因着嫉妒而被絆跌。一位姊妹若被指定在姊妹之家

帶領，其他的姊妹可能會嫉妒；但愛是不嫉妒的。 

此外，愛也是不輕易發怒。因着缺少愛，人很容易發怒。我們若充滿了神聖的愛，無論我

們多麼受到斥責，我們也不會發怒。愛是不計算人的惡。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常計算別人的

惡。有些妻子有一本記錄，一本賬簿，記下她們丈夫的失敗和缺點。這個記錄不一定是寫下來

的，卻是在她們的頭腦裏。她們一直在計算她們丈夫的惡。 

作長老的必須知道，他們在牧養時，必須遮蓋別人的罪，不可計算別人的惡。愛是凡事包

容，意卽遮蓋一切，不僅遮蓋好事，也遮蓋壞事。凡揭露召會中肢體的缺點、短處和罪惡的，

就沒有資格作長老。我們若揭露在我們長老職分下，在我們牧養之下的肢體，這就廢除了我們

的資格。愛也是凡事忍耐，永不敗落。林前十三章總結的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

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13。） 
 

愛是一切屬靈美德的總結，也是結果子的因素 
 

愛是一切屬靈美德的總結，也是結果子的因素，必要充足的供應我們，使我們豐富的進入

基督的國。（彼後一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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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16。）以弗所書一再的使用『在愛裏』這辭。

（一4，三17，四2，15～16，五2。）神在創立世界以前，在愛裏豫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基督

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生命的長大是在愛裏。在已過這幾年裏，我們寶貴主給我們看

見神聖啓示的高峯。我所擔心的是，我們可能談論高峯的真理，但在我們中間卻缺少愛。如果

這是我們的情形，我們就是自高自大，而沒有建造。基督的身體乃是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神賜給我們的，乃是愛的靈 
 

神賜給我們的靈，乃是我們那由聖靈重生並內住之人的靈。這靈乃是愛的靈，因此也是能

力並清明自守的靈。（提後一7。）我們可能自以爲很有能力，也清明自守，但我們的靈卻不是

愛的靈。我們與人談話的方式可能滿了能力，並且也清明自守，但是我們的談話卻使人受威

嚇。 

保羅說，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6。）神所賜給我們主要的恩賜，乃是

我們重生的靈，連同祂的靈、祂的生命和祂的性情。我們必須把這恩賜如火挑旺起來。這意思

是說，我們必須激動我們的靈，使我們的靈火熱起來。羅馬十二章十一節說，我們應當靈裏火

熱。如果我們的靈不是愛的靈，我們卻把這靈如火挑旺起來，那就會消極的把整個主的恢復燒

燬。我們必須有一個火熱的愛的靈，而不是一個焚燒的權柄的靈，那會造成損害。凡在提摩太

後書題到的，都是我們面對召會的墮落時所必備的條件。我們如何能勝過召會的墮落？我們人

的靈必須是火熱的愛的靈。在今日召會的墮落下，我們都需要有如火挑旺的愛的靈，使我們在

靈裏是火熱的。這樣，愛纔是有效能的。 

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大多數同工的靈都是『能力』的靈，而不是愛的靈。我們需要愛的

靈，好征服今日召會的墮落。我們不該說甚麼或作甚麼去威嚇人；反之，我們說話或行事，都

該一直憑着已經如火挑旺起來的愛的靈。這是主的恢復所需要的。 
 

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三章十四節下半說，『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我們可能自以爲是活的，卻是死

的，因爲我們不愛弟兄。我們若不愛弟兄，我們就住在死中，並且是死的；但我們若愛弟兄，

我們就住在生命中，並且是活的。 
 

要追求愛 
 

林前十三章說到愛，然後十四章一開始就說到，我們在羨慕屬靈的恩賜時，要追求愛。

（1。）我們羨慕恩賜，同時也必須追求愛。否則，恩賜會使我們自高自大。 
 

與那清心尋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愛 
 

我們要勝過召會的墮落，就必須與那清心尋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愛。（提後二22。）我們必

須與一班尋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愛。這就是活力排。 
 

我們屬於基督的表記 
 

彼此相愛是我們屬於基督的表記。（約十三34～35。）我們不需要一塊外在的牌子，表明

我們是屬於基督的。在主恢復裏的眾聖徒，若都彼此相愛，全世界就會說，這些人是屬於基督

的。 
 

神的愛使我們得勝有餘 
 

神的愛使我們勝過一切的境遇而有餘。（羅八35～39。）我們若要得勝有餘，就需要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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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和神的愛。 
 

愛是極超越的路 
 

林前十二章的末了啓示，愛是極超越的路。（31下。）一個人如何作長老？愛是極超越的

路。一個人如何作同工？愛是極超越的路。我們如何牧養人？愛是極超越的路。愛是我們申言

並教導人極超越的路。爲着我們的所是和所作，愛乃是極超越的路。 

愛是有效能的。我們應當愛每一個人，甚至愛我們的仇敵。如果同工和長老不愛那些不好

的人，最終他們就會無事可作。我們必須藉着一無分別的愛惡人也愛好人而得以完全，像我們

的父是完全的一樣。（太五48。）我們必須像我們的父一樣完全，因爲我們是祂的眾子，是祂

的種類。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如何作長老和同工？乃是在每一方面都憑着愛。我們必須愛任

何一種人。主耶穌說，祂來是作醫生，不是爲着強健的人，乃是爲着有病的人。主說，『強健

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九12。） 

召會旣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也不是審判人的法庭，乃是養育信徒的家。作父母的都知

道，他們的孩子越壞，就越需要父母的養育。如果我們的孩子是天使，就不需要我們作父母養

育他們。召會是愛的家，爲着養育兒女。召會也是醫院，爲着醫治並恢復有病的人。最後，召

會也是學校，爲着教導並造就尚未學習的人，就是那些沒有多少認識的人。召會旣是家、醫院

和學校，同工和長老就應當與主是一，在愛裏養育、醫治、恢復並教導人。 

然而，有些召會是逮捕罪人的警察局，也是審判這些人的法院。保羅的態度不是這樣。他

說，『有誰輭弱，我不輭弱？』（林後十一29上。）當經學家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的婦人

到主那裏時，祂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先拿石頭打她。』（約八7。）當眾

人都離開後，主問那犯罪的婦人，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沒有人定你的罪麼？』她說，

『主阿，沒有。』然後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10～11。）誰是沒有罪的？誰是完全

的？保羅說，『向輭弱的人，我就成爲輭弱的，爲要得輭弱的人。』（林前九22。）這就是

愛。我們不該以爲別人是輭弱的，我們不是輭弱的。這不是愛。愛遮蓋人並建造人，所以爲着

建造基督的身體，在我們的所是所作上，愛乃是極超越的路。（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

七年第五册，活力排，一六一至一七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