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照着神的运行劳苦，将每一个信徒在基督里成
熟地献上，好为着一个新人的功用与完成

弗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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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于祂，全身
(2019.10.ITERO） 2019/12/9-15
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
Overview:这周是关于为达到新人的服事。Ⅰ～Ⅱ 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
是说为这样的服事我们所需要的生活，Ⅲ～Ⅴ是说 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我们在服事中，应该像保罗一样竭力奋斗供应基督， Ｅ．在生命里长大乃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意思
成全众圣徒，使他们在尽功用(福音、牧养、建造) 是真正的长大乃是神的扩增，神的加多：
中达到完全，并把他们奉献给主。
西2:19 …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
Ⅰ．为着一个新人，我们都需要达到“长成的人， 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１．神是永远、完全、完整的；所以神自己不需要
弗4: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 长大。
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 ２．身体需要以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
扩增而长大：
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ａ．神需要在我们里面增长；那就是说，我们都需
Ａ．长成的人就是成熟的人；为此，在生命里的成 要神在我们里面增长、扩增。
熟乃是需要的。
ｂ．在属灵上长大的路，乃是让神加到我们里面：
Ｂ．基督的丰满就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有一个具 ⑴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
有度量的身材：
大。
弗1:22-23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 ⑵我们重生时，神进入我们里面；如今祂借着将祂
作万有的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 自己更多加给我们，就在我们里面扩增。
万有者的丰满。
⑶这就是借着让神加到我们里面，以神的增长、扩
１．
基督的丰满就是基督的彰显；作为基督的丰满， 增而长大。
这身体就是基督的彰显。
ｃ．我们从基督所吸收到里面来的，乃是基督作为
２．基督的丰满——身体——有一个身材，这个身 土壤之丰富的元素；我们所吸收的，就成了神在我
材有一个度量；因此，四13说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 们里面的扩增。
度量。
ｄ．我们需要被基督浸润和浸透，并有基督作到我
３．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乃是达到基督身 们里面；这样，在实际并实行上，基督就成为一个
体完满的长成和建造；这就是达到身体建造的完满 新人的每一肢体，每一部分。
水
完成。
Ｆ．以弗所四章说到借着生命的长大成全新人：
Ｃ．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是实行上的一— １．在二15，我们看见新人生机的创造；在四13~16，
—信仰上并对基督之完全认识上的一——所需要的。 我们看见新人功用的成全。
Ｄ．我们要从实际上的一，达到实行上的一，就需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
要往前，直到我们达到十三节所说的三件事——一 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
［the oneness］、长成的人并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 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
量。
月 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Ⅱ．我们要达到长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 ２．那在生机上完全的新人，需要借着生命的长大
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
得成全，好能正确地尽功用：
弗4:14-16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惟在爱里持守 ａ．新人越多借着接受正确地喂养而长大，就越正
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 常地尽功用。
基督里面；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 ｂ．十五节的长到基督里，等于二十四节的穿上新
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 人。
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 ３．为使团体的新人长大，我们需要经历钉死、复
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活、升天又降下的基督，使包罗万有的基督作到我
Ａ．
我们若不要再作小孩子，就需要长到基督里面； 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然后，在生机上完全的
这就是在一切事上得着基督加增到我们里面，直到 新人，就要在功用上成为完全。
我们达到长成的人。
弗4:8 “祂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
Ｂ．
接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就叫身体的身量增加； 恩赐赐给人。”
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人位，就叫一个新人长大：
Ｇ．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是为着一个宇宙新人
１．我们若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人位，我们定规以祂 实际的出现。
木
作我们的生命。
Ⅲ．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我们需要劳苦，竭
２．我们若接受基督作我们的人位，我们定规能长 力奋斗，将众圣徒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
大成熟。
西1:27-29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
Ｃ．我们都需要在一切事，就是每一件事，无论大 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
事、小事上，长到基督里面：
耀的盼望；我们宣扬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
１．我们在好些事上还没有长到基督里面；在这些 教导各人，好将各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我也为
事上，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乃在基督之外。
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
２．当我们都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我们大家 Ａ．保罗的职事乃是将基督分赐到人里面，使他们
在基督里就是一了；这就是宇宙的一个新人。 火 借着在基督里完全长大成熟，得以完全并完整。
Ｄ．
弗四15说到我们长到元首里面；这里的“元首”， Ｂ．我们向罪人传福音，并与圣徒交通，其目标乃
指明我们在生命里借着基督的扩增而有的长大，该 是将基督供应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在基督里成熟，
是身体肢体在元首之下的长大。
并在祂里面完全长大而被献上；这是为着新人的长

大。
Ｃ．
将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这工作唯有借着劳苦，照着神的运行竭力奋斗，才
能成就。
Ｄ．
保罗竭力奋斗，
要将别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
他所作的是一个劳苦的榜样，要成全圣徒，使基督
的身体得建造：
金
１．主在祂的恢复里，渴望恢复基督身体所有肢体
的成全。
弗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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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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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全身…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
建造起来。
２．保罗对于成全圣徒的思想乃是，神的心意是要
使每一个信徒都能作有恩赐之人所作的事。
３．主要恢复成全圣徒这件事，使基督身体的每一
部分能依其度量而尽功用，作职事的工作，建造基
督生机的身体。
Ⅳ．一个新人在我们灵里借着重生而创造出来时，
就器官而论是完整的；但因着新人在功用上还不完
全，就需要长大和更新：
Ａ．新人的长大带进新人的功用。
Ｂ．新人只要缺乏长大和更新，就缺少功用。
Ｃ．一个新人需要长大并发展；结果，一个新人就
会在功用上得以完全。
Ⅴ．新耶路撒冷将是这一个宇宙新人最终的完成：
Ａ．神的目标乃是要得着这一个宇宙新人，至终这
新人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Ｂ．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就会享受这一个宇宙新
人的生活。
Ｃ．今天我们思念在上面的事，并让我们灵里的新
人有自由的通路，得以扩展到我们全人里面，我们
就能预尝一个新人的完成。
土
Crucial Point⑴:
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达到实行上一的经历，
能够成全信徒，使其成为公司优秀的管理者
OL1:我们要从实际上的一，达到实行上的一，就需
要往前，直到我们达到十三节所说的三件事一一、
长成的人并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OL2:我们在好些事上还没有长到基督里面；在这些
事上，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乃在基督之外。
OL3:当我们都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我们大家
在基督里就是一了；这就是宇宙的一个新人。
照四章十三节来看，圣徒需要被成全，直到他
们达到三件事：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
上的一，达到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
量。这样，我们就不再作小孩子，为波浪漂来漂去，
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
反而在爱里持守着真实，
使我们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
面”。（15。）我们越长大，就越放下我们的道理。
一个人得救之后，需要得着基督供应到他里面，作
他属灵的食物和饮料。
这会使他长大。
当他长大时，
就会渐渐把道理的观念撇开。
以弗所四章十五节的“一切事”就是每一件事，
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
督里面。直到今天，我们在好些事上还没有在基督
里面，还在基督之外。我们需要在一切事上，在大
小事上都长到基督里面。你有基督在你里头，但是

还有好些事，在你身上并没有在基督里面。这完全
是灵的问题。长到基督里面就是长到灵里面。你的
说话要在灵里面，你的行动、打扮、穿戴要在灵里
面，你和人来往、你的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在
灵里面。你在一切事上都要进到灵里面。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青职需要在业务上加强自己的专业领域，在那
一领域成为专家。你应该在大约35岁之前确定专业
领域。之后在公司的职业方向会被分为：极具专业
性的高级专家（上级业务专家层）之路，以及统管
专家的经理人（管理层）之路。基督徒是在生命中
作王掌权的人，所以请你在35岁左右要尽可能以管
理层为目标。
罗5:17 ……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
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基督徒的你应该在职场生活的一切事上（大事、
小事等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譬如，在转
职等大事上应该长到基督里面。此外，在小事上，
譬如，弟兄们每天上下班要坐载满人的电车，所以
应该祷告不要太靠近年轻女性，不要陷入诱惑。姊
妹们听到同事和好公司的社员订婚后嫉妒心就会涌
出来。姊妹们要呼求主名将嫉妒心钉在十字架上。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在这些小事上你应该长到
基督里面。事实上因为你在很多事上还没有长到基
督里面，所以在一件一件事上能够使你成长。
借着这样的长大，你就从实际的一进展到实行
上的一。这就表明成长吞灭产生差异和敌意的人的
观念、习惯、道理，使所有的人达到一。在召会生
活中达到实行上一的经历，会大大地有助于你作为
管理者团结一个团队。因为在撒但影响下的这个世
界，有很强的分裂倾向，所以即使是小组织也会形
成小团体变得分裂。但是，神把人聚在一起使之成
为一，你若祷告以基督作智慧的话，就能够成为优
秀的管理者，有建立团队使之成为一的能力。
祷告：“哦哦主耶稣，我可以在大事、小事的一切
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达到一。这也跟公司内
部的团队建立相关。愿我能够成为对抗撒但分裂的
力量，成为管理层，有在基督里团结为一的能力。”
Crucial Point⑵: 为了一个新人的完成，
在召会生活中经历分赐，长大，功用
OL1:在生命里长大乃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这意
思是真正的长大乃是神的扩增，神的加多。
OL2:新人越多借着接受正确的喂养而长大，就越正
常地尽功用。
OL3:以弗所书十五节的长到基督里，等于二十四节
的穿上新人。
弗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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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
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借着持定基督作元首，我们就对基督的身体有
感觉。我们经历身体生活，就从元首吸取丰富，这
些丰富乃是神的元素，在身体的肢体里面成为神的
扩增，使全身因此而长大。所以，基督身体的长大
乃是享受基督，持定祂作元首，并吸取祂的丰富所
产生的结果。
吸收的工作是分赐很好的说明。吃完以后，分
赐的细致工作立刻开始，为要将食物分赐到我们这
人的细胞和组织里。同样，三一神的分赐是要使经

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成为我们这人的构成。
这分赐的细致工作天天不断，并要完成于那灵印涂
的墨渗透我们的整个身体。
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以神的增长而
长大。任何东西要长大，都必须有某种元素或本质
的增加。人类凭他们所吸取的食物而长大。你若不
吃什么，就无法长大。我们基督徒以神的增长、富
余、增加而长大。我们重生时，神进入我们里面。
如今祂借着将祂自己更多加给我们，就在我们里面
增长。然而，每位弟兄或姊妹所有的神的分量并不
相同。…要使主在我们里面增长，我们必须每天到
神的话这里来吃。
借着四章所说的长大，新人就能尽功用。借着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便叫身体渐渐长大，
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创造新人的责任全在
于主，在这事上我们是没有分的。但我们必须履行
我们的责任，借着保养和顾惜来成全新人。新人这
样被成全时，他就长大，并在功用上得以完全。…
唯有得着正确的滋养，新人才能在功用上得以完全。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吃食物是食物向身体的分赐。食物通过身体的
新陈代谢地供应身体所需的蛋白质，类脂物，供应
作为身体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当你有份于每早上的
复兴，祷告，聚会，福音，牧养等神圣分赐的时候，
同样的事正在我们的灵和魂中发生着。在召会生活
中的关键字是，分赐，长大，功用。
“分赐”: 首先请吃喝享受基督，有份于神圣的分
赐。为了丰丰富富地有份于地分赐，有份于分赐的
所有机会(每早晨的复兴，聚会，福音，牧养，服事
等)，请你操练灵，爱主，心向主敞开，心思置于灵
里。
“长大”:如果享受分赐，就可以长大。为了在分赐
下长大，在学校生活的所有事上操练与主交通。与
主交通的开端是祷读主的话。祷读主的话，学习与
主个人，亲密地交通，能够让你在日常生活更多与
主亲密地交通。譬如，哥林多后书 4:16 说，“所以
我们不丧胆，”你可以这样与主交通，“哦主耶稣，
保罗让我们不丧胆。
保罗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不
过，不丧胆在灵里焚烧、往前了。可是我的现实生
活与保罗的生活相差很远。很多的时候，丧胆，抱
怨。我凭着信心接受这话。我快要丧胆时，对自己，
祷告『所以我们不丧胆』。愿我的日常生活在神的
分赐下能经历长大”。
“功用”: 你会长大在功用上完全。在功用上变得
完全是指、⑴传福音、⑵牧养、⑶申言、⑷成全新
人、⑸是建造达到实行上的一。简单地说就是，你
需要在生养教建的功用上往前。

弗四 11～12 祂所赐的，有些是使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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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全身…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
建造起来。
甚至传福音时，我们的目标也该是分赐生命，
好将人在基督里长大成熟地献上。我们向不信的人
传福音，将基督供应给他们，帮助他们接受主时，
我们的目标不该仅仅是叫他们蒙拯救脱离火湖，脱
离神的定罪。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仅仅叫他们经历神
的赦罪，乃是把基督供应到他们里面，使他们至终
能在基督里成熟地被献上。
要将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我们还需遵行创
世记二章所立的原则：人耕地，神降雨。…当我们
信靠神并仰望祂降雨时，我们应当忠信地尽责耕地。
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履行神所命定的原则。如果
我们只倚靠自己耕地，不信神降雨，我们就错了。
但如果我们只求神降雨，却不尽自己的责任去，我
们也一样错了。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将人在基督
里成熟地献上这件事，我们就看见，我们不只该祷
告，也该照着基督的运行，竭力奋斗。
信徒所拥有并享受的神圣生命有一种性能，这
性能需要发展成为他们的才能。人的生命有听、看、
闻、说和走的性能；这一切性能需要某种程度的发
展，而为着产生这种发展，就需要操练。…功能要
得着发展，就需要生命的长大和操练。小孩借着操
练并生命的长大，学习讲话。
传统基督教的实行，抹煞了信徒所拥有并享受
之神圣生命的性能，…也夺去信徒尽功用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得救，坐在椅子上听了一年，他学不到
怎样尽功用。…关于成全圣徒的真理，是与传统基
督教的实行相对的。
应用：服事者篇
作为服事者，你要认识到，在主恢复中的召会
生活是完全照着圣经的启示，与其他的基督教团体
的实行是不同的。圣经中启示为了成就一个新人，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需要尽功用。而且每周的主日聚
会中大家都要尽功用。为此有特别恩赐的肢体应该
要成全圣徒们尽功用。
你不可以越服事，最后变成只一个人服事。不
该是这样，而该是越服事，服事者变得越多。对于
新人你也要喂养他们，使他们成长，引导他们在各
样的服事上尽功用。为了达到建造的重要观念是”
人人尽功用”。请让对召会不关心的人成为对召会
关心的人，让没尽功用的人成为尽功用的人。为了
这样的成全的工作，你要学习注意观察每一个人，
发现每一个人的长处，使其发挥出来，同时找出短
处，帮助他们克服。
比如，有的人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很擅长对
Crucial Point⑶:新人长大在功用上得以完全为
项目的计划管理。这样的人就可以帮助学生们，在
止，照着神的运行竭力奋斗的服事
职青年们的计划管理。发挥自己的长处时，就会想
OL1:我们向罪人传福音，并与圣徒交通，其目标乃 着去克服自己的短处。之后帮助他们克服短处。
是将基督供应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在基督里成熟， 祷告：“哦哦-主耶稣，为着一个新人，必须人人尽
并在祂里面完全长大而被献上；这是为着新人的长 功用。为了尽功用，我们需要被成全。关心新人们，
大。
发现他们的长处，使其发挥出来。这并不是件容易
OL2:将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的事，照着神的运行竭力奋斗。让他们成为完全长
这工作唯有借着劳苦，照着神的运行竭力奋斗，
大的人，献给你”。
才能成就。
OL3:新人的长大带进新人的功用。新人只要缺乏长
大和更新，就缺少功用。

人生的悲惨的状况③:“忧虑”
A. “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我的敌人忘记了你
的言语。（诗 119:139）。
B.不可为对饮食和穿着的欲望和嗜好而忧虑。（太
6:25 FN1）。
C. “谁能因为忧虑而使自己的身量（寿命）多加一
肘呢？”太 6:27b FN1）
D.“主是近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忧虑，
来自撒但，是人生活的总和，搅扰信徒活基督的生
活（腓 4:5b-6 6 节 FN1）。
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②:“来”
A. “来罢，我们归向耶和华；祂撕裂我们，也必医
治；祂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祂必使我们活
过来，第三天祂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祂面前活
着。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祂；祂出
现确定如晨光，祂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大地
的春雨。”（何6:1-3）。
B.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
们得安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凡
这样劳苦的，总是担重担的。…安息不仅是指从律
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
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太11:28 FN1、
2）。
C.“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1宝座前，
为要受2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当我们
在可怜的光景中，神的怜悯先临到我们，把我们带
进一种光景，使神能以恩典厚待我们。…神的怜悯
比恩典构得更远，如同一座桥梁，将我们与神的恩
典连接起来。（来4:16 FN2）。
D.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
水喝。”―可以认为这是享受基督的应许。盼望来
取生命的水。这个生命的水乃是赐生命的灵。（启
示录22:17b 14节FN1）。
E. “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
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
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
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
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使你们的魂享肥甘
得喜乐。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侧耳而听，”
（赛55:13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