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被神的建造所量度
讀經：結四三10～12，太十六18，弗二21，提前三15，林前十二12～27
結43:10
結43:11

結43:12
太16:18
弗2:21
提前3:15
林前12:12
林前12:13
林前12:14
林前12:15
林前12:16
林前12:17
林前12:18
林前12:19
林前12:20
林前12:21
林前12:22
林前12:23
林前12:24
林前12:25
林前12:26
林前12:27

人子阿，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殿的尺寸。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設計、佈置、出入之處、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
定例，就是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下來，使他們謹遵殿的全部
設計和一切定例去作。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
樣。
因爲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浸，成了一個
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倘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倘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若全身是眼，聽覺在那裏？若全身是聽覺，嗅覺在那裏？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那裏？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體卻是一個。
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爲輭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體我們以爲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體，就得着更
豐盈的俊美；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那有缺
欠的肢體，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歡樂。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壹 整本聖經是一本建造的書；聖經的主題乃是神的建造—創二八10～22，出二五
8，撒下七12～14上，王上六1～2，太十六18，弗二21，啓二一2～3。
創28:10
創28:11
創28:12
創28:13
創28:14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
到了一個地方，因爲太陽落了，就在那裏過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
在那裏躺臥睡了。
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
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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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28:15

看哪，我與你同在；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必保守你，使你歸回這地。我總不離棄你，
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應許的。
創28:16
雅各睡醒了，就說，耶和華真在這地方，我竟不知道。
創28:17
他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
創28:18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
創28:19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先名叫路斯。
創28:20
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去的路上保守我，又給我食物喫，衣服穿，
創28:21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爲我的神。
創28:22
我所立爲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家；凡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
出25:8
他們當爲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撒下7:12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你，我也
必堅定他的國。
撒下7:13
他必爲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撒下7:14上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王上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所羅門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開工
建造耶和華的殿。
王上6:2
所羅門王爲耶和華所建的殿，長六十肘，寬二十肘，高三十肘。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弗2: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
夫。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
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貳 以西結書開始於主榮耀顯現的異象，結束於神那聖別建造的異象；這指明主的
榮耀、神的審判和主的恢復，都是爲著神那聖別的建造—一1、28，四十1～四
八35。
結1:1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那時諸天開了，我就看見神的異
象。
結1:28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樣子怎樣，周圍光輝的樣子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樣
式顯出來的樣子。我一看見就面伏於地，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
結四十1～四八35
從畧。

叁 按照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節上半之豫表的豫言，基督旣是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
者，也是用以建造召會的元素—太十六18，提前三15，弗二21：
撒下7:12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你，我也
必堅定他的國。
撒下7:13
他必爲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撒下7:14上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
弗2: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一

基督是殿，祂的身體，基督也是建造者—約二19～21，林前十二12，撒下七12～13。
約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將它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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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20
約2:21
林前12:12
撒下7:12
撒下7:13

二

基督建造召會乃是藉著將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就是藉著進到我們靈裏，並從我們
靈裏將祂自己擴展到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裏，以佔有我們整個魂—弗三17。
弗3:17

三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這建造就是神性與我們蒙救贖、復活並被拔高之人性的調和，成了神的居所和我們的
居所—相互的住處—約十四23，十五4。
約14:23
約15:4

四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將它建立起來麼？
但耶穌是以祂的身體爲殿說的。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
基督也是這樣。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你，
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他必爲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
去，同他安排住處。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
果子，你們若不住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至終，這建造將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直到永遠；在新耶路撒冷裏，神的贖民是帳
幕給神居住，而神自己是殿給祂的贖民居住—啓二一3、22。
啓21:3
啓21:22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爲城的殿。

肆 主囑咐以西結將神的殿指示神的百姓，使他們被神的殿所量度，而因自己的罪
孽慚愧—結四三10～12：
結43:10
結43:11

結43:12

一

人子阿，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殿的尺
寸。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設計、佈置、出入之處、全部的設計和
一切的定例，就是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下來，使他們
謹遵殿的全部設計和一切定例去作。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

神的心意是要藉著殿，核對以色列人的生活、行爲；在以西結書裏，神用殿量度祂的
百姓：
1 因爲神的殿要作他們的規律，所以神就囑咐以西結將殿的設計指示他們—11節。
結43:11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設計、佈置、出入之處、全部的
設計和一切的定例，就是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
下來，使他們謹遵殿的全部設計和一切定例去作。

2 神的殿是規範，百姓若在這規範的光中察驗自己，就會知道自己的缺點—10～12
節。
結43:10

人子阿，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殿
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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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43:11

結43:12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設計、佈置、出入之處、全部的
設計和一切的定例，就是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
下來，使他們謹遵殿的全部設計和一切定例去作。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

3 百姓的生活必須符合神的殿—林前三16～17。
林前3:16
林前3:17

二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麼？
若有人毀壞神的那殿，神必要毀壞這人，因爲神的那殿是聖的，你們就是這
殿。

我們需要從以西結書看見，內住基督的要求乃是照著祂的殿；每個人都必須照著神殿
的尺寸被量度並核對—四三10：
結43:10

人子阿，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殿的
尺寸。

1 我們的行爲和舉止不但該照著道德規則和屬靈原則受察驗，也該照著召會，照著神
的殿受察驗—提前三15～16。
提前3:15
提前3:16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這是眾所公認的，就是：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
靈裏，被天使看見，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裏。

2 我們主要的關切不該在於循規蹈矩，或成爲屬靈的，乃該在於符合神的殿—林前十
四12：
林前14:12

你們也是如此，旣渴慕靈，就要爲着召會的建造，尋求得以超越。

a 我們也許沒有『嚴緊的窗櫺』；這些窗櫺表徵賜生命之靈的交通，使神聖的相交
一直敞開，又防止一切消極事物的侵入—結四十16。
結40:16

在門洞裏面周圍，衞房並牆柱間都有嚴緊的窗櫺；廊子裏面周圍也有窗，
牆柱上有雕刻的棕樹。

b 我們需要用建造來核對我們的人性，並接受耶穌的人性作我們的人性—腓二5～
8。
腓2:5
腓2:6
腓2:7
腓2:8

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裏面所思念的：
祂本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爲強奪之珍，緊持不放，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爲人的樣式；
旣顯爲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c 我們也許領悟我們仍是『光滑的木頭』，還沒有經歷過神的『雕刻』，因此沒有
那雕刻在牆上的基路伯和棕樹所表徵基督榮耀形像和得勝的彰顯—結四一18。
結41:18

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樹。每二基路伯中間有一棵棕樹，每基路伯有二臉，

d 我們需要被量度，看看我們是否有適當尺寸的『木頭』，並且不是獨立的，而是
被建造進來的。
3 我們所是和所作的若不能符合神的建造，在神看來就算不得甚麼—弗四16，林前八1
下，十二28～十三3，十六14。

二○一七年夏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80

弗4:16

林前8:1下
林前12:28
林前12:29
林前12:30
林前12:31
林前13:1
林前13:2
林前13:3
林前16:14

三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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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建造人。
神在召會中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申言者，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
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的，治理的，說各種方言的。
豈都是使徒麼？豈都是申言者麼？豈都是教師麼？豈都是行異能的麼？
豈都有醫病的恩賜麼？豈都說方言麼？豈都繙方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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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能說人和天使的方言，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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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算不得甚麼。
我若將我一切所有的變賣爲食物分給人喫，又捨己身叫我可以誇口，卻沒有
愛，仍然與我無益。
凡事你們都要在愛裏作。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結四三
12：
結43:12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

1 在山上就是在復活裏，並在升天的地位上；這指明召會生活必須是高的，在山頂
上—弗二5～6。
弗2:5
弗2:6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
着恩典，）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2 召會也必須是聖的，從一切屬世的事物分別並聖別出來—林前三17。
林前3:17

若有人毀壞神的那殿，神必要毀壞這人，因爲神的那殿是聖的，你們就是這
殿。

3 神殿的法則與神的特性有關：
a 神是高的神，就是在復活並升天裏；祂也是聖的神。
b 照樣，在地位上召會是高的；在性質上召會是至聖的。
c 在召會生活裏，我們若在復活裏，並在升天的地位上，並且我們若是至聖的，那
麼我們就能作神的住處。
四

今天大多數信徒覺得，道德的規律和屬靈的原則足以作行爲和舉止的規則；很少人領
悟，我們的行爲和舉止不但該照著道德規則和屬靈原則受察驗，也該照著召會，照著
神的殿受察驗—十四4～5、12、26，羅十四19，十五2。
林前14:4
林前14:5
林前14:12
林前14:26

那說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但我更願意你們申言；說方言的，若不繙出來，使召會得
建造，那申言的，就比他強了。
你們也是如此，旣渴慕靈，就要爲着召會的建造，尋求得以超越。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
有啓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爲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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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4:19
羅15:2

五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平的事，以及彼此建造的事。
我們各人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被建造。

今天主所關切的不是律法，乃是殿；祂所關切的不是屬靈，乃是召會—太十六18，弗
四12、16：
太16:18
弗4:12
弗4:16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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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在意召會，就是祂寶座之處，祂腳掌所踏之處，祂能居住，得著安息和滿足的地
方—結四三7。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
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
他們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2 因爲主這麼在意召會，祂的殿，我們也該在意召會作祂的殿，並且使自己與殿符
合—弗二21～22。
弗2:21
弗2:22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伍 身體生活是我們屬靈最大的試驗；我們若不能通過身體生活的試驗，我們的屬
靈就不真實—林前十二23～27：
林前12:23
林前12:24
林前12:25
林前12:26
林前12:27

一

身上肢體我們以爲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體，就
得着更豐盈的俊美；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
那有缺欠的肢體，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歡
樂。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屬靈是身體的事；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身體裏，都是經過身體，也都是爲著身體
的—弗四16。
弗4:16

二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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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體裏不能有獨立或個人主義—林前十二21～22、27，羅十二5，弗五30：
林前12:21
林前12:22
林前12:27
羅12:5
弗5:30

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爲輭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因爲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二○一七年夏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82

1 在身體生活裏，個人主義的想法和行動就除去了。
2 個人主義在神眼中是可恨的；身體的仇敵是己，那獨立的『我』—太十六21～26。
太16:21
太16:22
太16:23
太16:24
太16:25
太16:26

三

從那時候，耶穌纔指示祂的門徒，祂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和經
學家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祂到一邊，責勸祂說，主阿，神眷憐你，這事絕不會臨到你。
祂卻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面去罷！你是絆跌我的，因爲你不思念
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
因爲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爲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
魂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益處？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
魂生命？

我們必須保守身體的一並實行相調；相調對保守基督身體的一，是最有幫助的—弗四3
～4，林前十二24下。
弗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弗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林前12:24下 …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四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藉著基督復活的大能而模成基督之死的一個團體生活—腓三
10。
腓3:10

五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身體要求信徒完全在基督復活的生命
裏—約十一25，徒二24，啓一18，二8，腓三10。
約11:25
徒2:24
啓1:18
啓2:8
腓3:10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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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爲祂不能被死拘禁。
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過，看哪，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着死亡
和陰間的鑰匙。
你要寫信給在士每拿的召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這樣
說，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惟有基督是身體的頭，只有祂有權柄指揮祂身上肢體的行動—西一18，二19，弗四
15。
西1:18
西2:19
弗4:15

七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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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着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
的增長而長大。
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我們必須有身體感，顧到身體的感覺和身體的平安—林前十二26～27，羅十二15，西
三15，腓一8。
林前12: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
同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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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2:27
羅12:15
西3:15
腓1:8

八

身體長大和發展的基本要求，是我們認清自己的度量，不越過這度量—弗四7、16，林
後十13。
弗4:7
弗4:16

林後10:13

九

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着基督恩賜的度量。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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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卻不要過了度量誇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給我們尺度的度量誇口，這度量
甚至遠達你們。

身體有正確的等次；因此，我們應當承認並尊重身體裏的等次—林前十二14～22。
林前12:14
林前12:15
林前12:16
林前12:17
林前12:18
林前12:19
林前12:20
林前12:21
林前12:22

十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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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爲了這平
安；且要感恩。
神可爲我作見證，我在基督耶穌的心腸裏，怎樣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

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倘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倘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若全身是眼，聽覺在那裏？若全身是聽覺，嗅覺在那裏？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那裏？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體卻是一個。
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爲輭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彼此互相是身體的特徵；我們在身體裏的關係乃是彼此互相、互相倚靠的關係—14～
25節。
林前12:14
林前12:15
林前12:16
林前12:17
林前12:18
林前12:19
林前12:20
林前12:21
林前12:22
林前12:23
林前12:24
林前12:25

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倘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倘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於身體，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
若全身是眼，聽覺在那裏？若全身是聽覺，嗅覺在那裏？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那裏？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體卻是一個。
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爲輭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體我們以爲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
體，就得着更豐盈的俊美；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
加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十一 神聖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體裏的實際—約壹一3。
約壹1:3

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們，使你們也可以與我們有交通；而且我們的
交通，又是與父並與祂兒子耶穌基督所有的。

十二 我們需要顧到身體的長大，以及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弗四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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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5
弗4:16

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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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我們應當一直考慮到身體、顧到身體、尊重身體，並且作任何事都要對身體最有益
處—林前十二23～27。
林前12:23
林前12:24
林前12:25
林前12:26
林前12:27

身上肢體我們以爲比較不體面的，就給它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
體，就得着更豐盈的俊美；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
加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
同歡樂。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並且各自作肢體。

十四 得勝者看見身體、認識身體、顧到身體、尊重身體、作身體的工作；並且他們持守基
督身體（就是基督在地上的繼續和延展）的每一個原則，使基督得著完滿的彰顯—弗
一22～23，三18～19，四1～6。
弗1:22
弗1:23
弗3:18
弗3:19
弗4:1
弗4:2
弗4:3
弗4:4
弗4:5
弗4:6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所以我這在主裏的囚犯勸你們，行事爲人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配，
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一主，一信，一浸；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二○一七年夏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