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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基督生機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是藉着元首基督在

祂的升天（包括祂的復活）裏，將各種有恩

賜的人（如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以及牧人和

教師），就是在神聖三一的分賜中所構成的人，賜

給基督的身體。 

  基督藉着祂宇宙的歷程，在祂的升天裏，擄掠

了那些曾經被撒但所擄的，並使他們成爲賜給祂

身體的恩賜。基督在升天時，擄掠了他們，就是把

他們從撒但的擄掠中拯救出來，歸給祂自己。基督

在升天時，把他們這一列被征服的仇敵，作爲祂的

俘虜帥領到諸天之上，並使他們成爲賜給祂身體

的恩賜。基督越在我們裏面升上、降下，俘擄我們，

征服我們，祂就越用祂自己充滿我們，把我們構成

賜給祂身體的恩賜。 

  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乃是藉着有恩賜

的人在神聖的分賜裏成全聖徒，使所有的聖徒都

能作新約職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有恩

賜的人成全聖徒，照着生命樹以生命的供應餧養

他們，使他們在生命裏長大。有恩賜的人成全聖

徒，使聖徒能作他們所作的，好直接建造基督的身

體。使徒成全聖徒，是藉着看望眾召會，藉着寫書

信給眾召會，並藉着指派同工留在一地成全聖徒。

申言者成全聖徒，是藉着教導聖徒將主説到人裏

面，藉着在聚會中説話而建立榜樣，並藉着幫助聖

徒晨晨復興、日日得勝，而過申言的生活。傳福音

者成全聖徒，是藉着挑旺他們在傳福音的靈裏焚

燒，藉着教導他們福音的眞理，藉着訓練他們傳福

音，藉着幫助聖徒裝備經綸之靈的能力，並藉着建

立愛罪人並爲罪人禱告的榜樣。牧人教師成全聖

徒，是藉着牧養，就是餧養與保養年幼的聖徒，並

教導成長中的聖徒。 

  這成全的結果是，我們眾人都達到信仰上並

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長成的人，並達

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弗四 13，參約十七 23）。

牧養和教導是升天的元首基督所賜給眾召會，以

建造祂身體之有恩賜的人中間極重要的功用；此

外，基督作召會的元首也吩咐使徒要在眾地方召

會設立長老，以執行祂對羣羊的牧養，並且善於教

導，以加強牧養並完成其目標。 

  基督生機身體內在的建造，是藉着所有肢體

直接的建造。爲要被建造，我們必須在愛裏持守着

眞實，在凡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四 15）。本於

元首，在神聖的分賜裏，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

節緊密的聯絡在一起，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

而有的功用結合在一起，交織在一起。每一個基督

身體的肢體，都有其藉着生命的長大而有的度量，

都可以爲着基督身體的長大與建造盡功用。 

  節的供應和各部分的盡功用，便叫身體漸漸

長大，以致在神聖的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16）。

基督身體的長大，就是基督在召會裏的加增，結果

叫基督的身體把自己建造起來。基督的身體在愛

裏把自己建造起來，這愛是神的元素，神內在的本

質；這愛是在基督裏面神的愛，成了在我們裏面基

督的愛；藉着這愛，我們愛基督和祂身體上同作肢

體者。在這樣神聖之愛的情形與氣氛中，我們被神

浸透，在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一 4）。我

們實際認識並經歷這樣神聖的愛，就在這愛裏爲

着長大而生根，並爲着建造而立基（三 17）。在這

樣神聖的愛裏，我們爲着身體的一彼此擔就。在這

樣神聖的愛裏，我們持守眞實，就是持守基督與祂

的身體（四 15）。我們需要在這樣神聖的愛裏行事

爲人（生活、行動、舉止），好像神蒙愛的兒女，

就是從神而生的神人，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屬於神

的種類，以效法神（五 1～2）。 

  基督生機的身體是由身體自己直接建造的。

身體是由基督所有的肢體，各按自己的度量盡功

用，主要的是申言，爲主説話，而直接建造的。這

個由基督所有肢體直接的建造，乃是藉着各種有

恩賜的人，在升天基督（在祂的升天裏）神聖元素

的全備供應下所作成全的工作。我們需要實行這

事，好叫我們能在這地上看見生機建造的實際。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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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二十一會所大竹福音行動蒙恩報導

着配合全時間學員週末的開展，在身體的交

通後，從九月十七日開始，每週六下午四時

三十分，二十一會所加上八會所的聖徒，週週有超

過十五位的聖徒與兒童，堅定持續的配搭福音行

動。 

    在短短的八週中，主給的蒙恩超過所求所想： 

一、出外叩訪人數增多：竭力邀約週間晚上無法出

外的聖徒，例如年長和平日要加班的聖徒，能有機

會成為福音的祭司，在身體的配搭中有分。 

二、時段更改，能接觸的人數增多：由於傳福音時

段靠近傍晚，無論是在公園帶孩子的父母、在籃球

場的年輕人、在堤防運動的、在黃昏市場買菜的、

在全聯購物的，人潮明顯的增多，常常來不及發放

單張。 

三、敞開名單增多：因為有彀多的禱告，留下名單

不少，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名單能彀回訪。已有五

位有家聚會、二位參加小排及二位參加主日，非常

渴慕主的救恩，這是已往很少有的光景。 

四、聖徒們對福音的負擔增加：在十一月五日晚上

的福音愛筵，有聖徒邀約未得救或久不聚會的家

人，以及福音行動接觸的朋友，還有平時很少帶人

聽福音的聖徒，也邀約鄰居一同前來。當晚總共有

十一位福音朋友一同享受豐富的愛筵。在詩歌中

他們都感受到神的愛使浪子回家，也願敞開接受

救恩。 

    從這次福音行動看見：要不以福音為恥；這福

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福音的大能不

僅拯救未得救者，也救我們這已經信入基督的人。

正如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四節：『但神怎樣驗中了

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

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藉着

在身體裏與弟兄姊妹們配搭傳揚，享受安息，也從

主得着加強。猶如聖徒所作見證：『傳不傳在你，

接不接受在人，得不得救在神。』願主祝福召會有

繁增的福，榮耀歸神。 

（二十一會所 張聖心弟兄）

 

全召會兒童服事者相調聚會蒙恩報導

月二十四日是全召會兒童服事者相調聚會，

共有一百八十八個單位在線上一同與會，全

程錄製聚會的影片在一週後達到了一百一十人的

觀看次數。此次聚會交通的負擔明確，卽『送會到

家』。兒童實在是個大的福音，若是得着一位兒童，

所得着的就會是他的一生。根據以往的統計，聖徒

的孩子們約有百分之三十還沒有建立家聚會，此

外還有許多福音兒童是可以去牧養的。為此，需要

求主興起許多的聖徒一同配搭，不只是到一個個

家中牧養兒童，更是牧養家中的家長，因為兒童是

否有屬靈生活都是依靠家長。藉着送會到家的實

行，便能達到牧養家長，並幫助家中建立起屬靈的

生活，甚至能與我們一同去到其他家中探望。 

  聚會起頭由兒童專項的全時間服事者，分為

四個單位來見證已過到各個兒童家與家長、兒童

家聚會的蒙恩。經過三週的實行（其中兩個單位因

隔離，僅統計一週的數據），一共探望三十九個家，

增加九個每週穩定的家聚會，並帶了五位家長、七

位兒童進入主日聚會，並且在過程中共有二十一

位聖徒一同去接觸這些家。藉着實際接觸兒童家，

因 

九 

福音聚會 

送會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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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也幫助我們對許多的兒童及家長更有負擔。其中

也有幾位服事聖徒見證，藉着放膽走出去，便恢復

了許多家長對主的享受，也恢復將家長帶進召會

生活中，甚至其中的幾個家是福音兒童家，藉着探

望而使這些家向着福音更敞開。 

  在負擔及方向的交通中，我們必須竭盡主所

給我們的能力、體力、時間，來恢復這個家風。頭

一件所需要作的事，就是把聖徒的家都作成聚會

的家。然而我們不能滿意於此。不僅有負擔的家能

打開，就是沒有負擔的家，也要送會到家。盼望每

位聖徒的家都是打開的家，召會中滿了更多健康

的家！            （一會所 曾子宇弟兄） 

 

(相調聚會錄製連結：https://reurl.cc/ROX9Ee 供參）

                                           

聖徒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弗所書二章八至十節：『你們得救是靠着恩

典，藉着信；這並不是出於你們，乃是神的

恩賜；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誇口。我們原是

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為着神早先豫備好，要

我們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創造的。』記得當年退伍

後跟着姊姊，去一位美國牧師的家中聚會認識主

耶穌，找着心中渴慕已久那種難以言喻的平安，就

單純受浸成為基督徒。我來自一貫道家庭，而且是

家中第一代的基督徒，因為信耶穌的緣故，爸爸覺

得我背祖，也曾遭受暴力逼迫但從不改變我的信

仰。正如馬太福音五章十節：『為義受逼迫的人有

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初信主的時候牧師教導我們，要為將來的結

婚對象禱告，拿一張紙一支筆具體的把心目中理

想的對象寫出來，我便寫下七個條件，其中一項是

要跟我一樣信耶穌，因為經上記着，信與不信不能

同負一軛。後來我第一個傳福音的小姐，跟着我一

起去教會信耶穌，沒多久我們就在教會結婚。婚後

一年多我倆在聊天時發現，原來她就是我禱告中

的理想伴侶，她身高比我高、學歷比我高，不僅外

表符合我的期待，更是心地善良，而且跟我一樣信

耶穌，這讓我不得不感謝神的恩典。我們一起聚會

一起經歷神的教導，沒多久神賜給我們一個兒子。 

  我也是屬血氣的，在三十幾年的日子裏，曾經

火熱追求眞理，也經歷世上誘惑而跌倒輭弱，迷失

在世界中好長一段時間。在某日中午很清楚聽到

心裏一句話：『你去聽我的話。』那時候正逢低潮，

內心乾枯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自己不是個敬虔

的基督徒，沒有好見證，我應該重新回到教會，但

此刻的我應該去哪聚會呢？後來神帶我來到三會

所，在那裏認識許多敬虔愛主，認眞追求眞理的弟

兄姊妹，因為置身其中宛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自然而然就跟着一起追求眞理，我也在聚會唱詩

讚美主的時候經歷神的靈澆灌。 

  二○二○年三月一日，我照例北上看望我的

父母，在路上聽到內心深處很清楚的聲音説：『你

去幫你兒子找尋未來結婚的對象。』聽到這句話我

也沒特意記在心上，就回臺北看望父母辦我該作

的事。半路上高中同學一直打電話給我，找我去他

家坐坐聊天，回程我就去他家拜訪。他題到已成年

的女兒還沒合適的對象，我就介紹兒子給他女兒

參考看看，有意願的話再交往。隔週兩人第一次見

面，三週後就登記結婚了，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孫

子就誕生了，沒想到在新冠肺炎最嚴峻的時候，主

耶穌賜給我家極大的恩典，最重要的是媳婦也是

基督徒！這個時候纔明白，原來那一天我聽到的

話指的是這件事，我結婚的對象是主耶穌帶領的，

兒子結婚的對象也是主耶穌帶領的。 

  這輩子領受太多來自神的恩典無以回報，在

生命中也經歷太多神蹟奇事。有次半夜開着拖車

南下在高速公路上，外頭風雲交加，突然聖靈澆灌

全身，淚流不止，內心充滿了平安喜樂，不住的感

謝讚美主。深覺太虧欠神的榮耀，我跟主耶穌禱

告，今後凡有人問耶穌是誰？我一定會完完整整

的告訴他，在我生命中經歷過的主耶穌是我最好

的朋友，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救主，因為我的一

切都是主耶穌賞賜的，我深知道離了祂便一無所

有。現在我帶着滿滿的恩典，跟隨主並與神同工。

好似那隻駝着主耶穌進城的小驢駒，能與主同工

是這輩子最大的福氣。 

  父親曾説他很後悔當初送我去浸信會的幼稚

園，但現在看到我信耶穌依舊孝順父母，便不再責

怪，我也完成爸爸四代同堂的願望。使徒行傳十六

章三十一節：『他們説，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六十歲過後的我每一天都是恩典的

日子，當然要與神同工為主而活。 

（三會所 簡泳玄弟兄） 

以 

https://reurl.cc/ROX9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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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我已尋得一生命泉源

小在父親的教導下，奠定了熱愛美術與紮實

的基礎，第一志願考上師大美術系。在臺北

當美術老師，教學認眞，從不使用教科書上課，所

有教材都是熬夜編製的，放假日一早就到畫室研

習油畫。由於內在的虛空不滿足，所以不斷自我要

求，想要以外在的名利成就來滿足自己。 

  當我設計的創新美術教學連續兩年榮獲全國

特優後，仍然不滿足。卽使拼上老命得到了最高榮

譽的師鐸獎，仍然無法滿足我。我還想成為有名的

畫家，於是去拜海峽兩岸最有名的油畫大師龐均

教授為師。曾舉辦了七次油畫個展，畫了一千多張

的油畫，這一路戰果輝煌，但不論我付出多大的代

價仍然是乾渴。就在這時，最敬愛的父親離開我們 

，眞是悲痛萬分，我開始尋求心靈的寄託，大溪所

有的廟都拜過，越拜越不平安越睡不着，嚴重失眠 

，是人生最低谷的日子。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神透過我大學同學，帶領我到召會來。 

  三年前的四月八日，第一次參加主日聚會，聽

到詩歌竟然感動的熱淚盈眶，每一字每一句都觸

動我的心，『我曾徧尋各處的山嶺高崗，盼望得知

人生的眞相，但是一次一次，我換得失望，直到歸

入甜美的你，得着人生

眞諦實意。』就像回到

溫暖的家裏，神用祂溫

暖的微笑撫慰我封閉

受傷的心靈，一切勞苦

重擔全都卸下而得着

安息。我很確定，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可以相信的倚

靠，而且相當清楚，這就是我要信的神，更看見主

的話發出亮光，光照我，帶來生命的亮光。 

  當天就受浸得救了，我終於尋到了那洋溢的

泉源，找到了長久渴慕的活水。得救後，整個生活

奇妙大翻轉，價值觀大改變。過去用生命爭奪的名

利榮譽，現在看來都是虛浮的榮耀、都是糞土。如

今我已贏得基督，就像被釋放的母鹿，愉悦的跳躍

在山頂上。得救後參加壯年班與延伸班訓練，天天

泡透在主生命的話裏，享受基督豐盛的供應。讚美

主，這是一生最正確的抉擇。（七會所 游苡禾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三年第二冊─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第九至十章） 
信息主題 

  第九章説到『彼得、猶大、

雅各職事裏神的分賜』，第十章

説到『約翰職事裏神的分賜』。 

信息要點 

  一、在彼得的職事裏神的

分賜，有一個寶貴的點是保羅

沒有題到的，就是我們有分於

神聖的性情（彼後一 4）。這一項在聖經裏是顆大鑽

石。這話的意思是我們不斷享受神之所是的神聖素

質，我們有分於神之所是的神聖素質。我們一重生，

裏面就有一種性情不同意我們作一些事情，也不必

誰教導我們那些事不可作。我們性情裏面有個東西

一直告訴我們，神的兒女不應當作那件事。 

  正如小嬰孩沒有苦或甜的知識，但你把甜的東

西放到他的嘴巴裏，他會吞下去；你若把苦的東西

放到他嘴巴裏，他就會吐出來。誰教他這樣作?這是

出自他的性情。 

  二、約翰著作的主題是三一神把祂自己分賜到

祂選民裏面，作生命和生命的供應，使他們都成為

神聖的，完滿的彰顯祂直到永遠。這是約翰所有著

作的中心信息。全宇宙中的神聖實際都啓示在約翰

的著作裏。整個宇宙的實際、中心和內容，就是三

一神—父、子、靈—要把祂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

面，作他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使他們成為神聖

的，完滿的彰顯祂直到永遠。 

實行要點             

  一、我們是神的兒女，已經從神聖的生命而生，

在這神聖的生命裏有神聖的性情。現今我們正在不

知不覺的有分於並享受這性情。有太多的事物是我

們裏面神聖性情所排斥的。雖然沒有人教導我們排

斥這個、排斥那個，但我們旣是基督徒，就會排斥

一些東西，因為我們有分於我們裏面神聖的性情。 

  二、我們裏面有一道流，那流是永遠的生命，

那流也是交通。我們都有分於這樣的交通。也許不

像彼得題到有分於神聖的性情那樣具體，但這交通

更有可享受的。          （六會所 周哲毅弟兄）   

從 

一、 請為每週三聖徒成全聚會代禱。 

二、 請為全召會聖徒們看見，人人都在祭司的體系

裏，過祭司的生活，有祭司的事奉禱告。 

三、 請為 12/2~4 感恩節信息特會與禱研背講代禱。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