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华语特会 
#2:召会内在的生长， 为着召会生机的扩增 

5/17-23OL Summary: 
Ⅰ.召会内在的生长，生机的生长，乃是在神圣生
命里的生长，这生命就是经过过程并分赐的三一
神: 
A.召会在这生命里、凭这生命、以这生命、借这
生命生长；我们 由神圣的生命，也就是由神自己
所生，现今神叫我们生长｡ 
B.歌罗西二章十九节说到身体的长大，也就是神
在我们里面的增长: 
1.长大就是有基督加到我们里面｡ 
2.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出自元首基督的东西: 
a.当身体借着持定元首而得着供应，身体就以神
的增长而长大｡ 
b.身体是从元首长出来的，因为一切的供应都是
来自于元首｡ 
3.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长，神的
加添，神的增多: 
a.神本身不会增长，因为祂是完整且完全的；祂
乃是在我们里面增长｡ 
b.神使我们生长，乃是以非常主观的方式把祂自
己赐给我们｡ 
c.神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这就是
神叫人生长的路｡ 
d.唯有神能叫人生长；唯有神才能把祂自己赐给
我们；没有祂，我们就无法长大: 
1)神加到我们里面，就是祂使我们生长｡ 
2)神使我们生长，事实上乃是把祂自己赐给我们。 
3)神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意思是指祂自己在我
们里面增长｡ 
4.神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增长，在于我们有多少地
方让祂增长: 
a.我们把我们里面更多地方给神时，祂就在我们
里面扩展并扩增；这扩增就 是祂在我们里面的
增长｡ 
b.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就成了我们的生长，因为
祂与我们乃是一｡ 
5.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神在召会里的
增长｡』 
C.召会长大，直至达到成熟—“基督丰满之身材
的度量”」: 
1.基督有一个丰满，这丰满有一个身材，而这身
材有一个度量｡ 
2.基督的身体是祂的丰满，祂的彰显: 
a.基督是无限的神，没有任何的限制；祂大到一
个地步，在万有中充满万有｡ 
b.这样一位伟大的基督，需要召会作祂的丰满，
使祂得着完全的彰显｡ 
c.我们借着享受基督的丰富，就成为祂的丰满，
作祂完全的彰显｡ 
3.基督的丰满，就是祂的身体，有一个身材；基
督丰满的身材就是基督身体的身材｡ 
4.基督的丰满有一个身材，这身材有一个度量: 

a.因为召会（基督的身体）这身材在长大，所以
保罗说到这身材的度量；这 度量就是长成的人｡ 
b.我们现今正在朝向长成的人，朝向基督丰满身
材之度量的途中: 
1)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不是为着个人的事，
乃是团体身体的事｡ 
2)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时，我们会逐渐达到基督
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3)我们需要向前追求，直到我们都达到基督丰满之
身材的度量；这是我们 的目标；我们必须殷勤往这
目标奔跑，直到我们众人都一同达到这目标｡』 
Ⅱ.召会生机的扩增乃是基督在祂那作祂新妇之
生机身体里的扩增: 
A.基督的丰满就是祂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乃是
祂的配偶，祂的新妇｡ 
B.“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约三 
29～30 上): 
1.三十节的扩增就是二十九节的新妇，这新妇乃
是所有重生之人的组合｡ 
2.重生不仅将神圣的生命带进信徒里面，也使他
们成为团体的新妇，作基督的 扩增｡ 
3.基督借着重生蒙救赎的罪人而得扩增，将他们
作成祂的新妇｡ 
C.约翰三章启示扩增的基督，就是那位说神的话，
并且赐那灵没有限量者: 
1.当一个人接受了祂的话，那灵就跟着成为所说
之话的实际｡ 
2.基督扩增祂自己，乃是借着讲说神的话扩展神，
并借着赐给神的灵作祂所说之话的实际，为要将
永远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作基督的扩增；这就是基督如何成为扩增的基督。 
D.基督的扩增就是基督的繁增与复制；我们这人
重生的部分乃是 基督之扩增（就是基督之新妇）
的一部分｡ 
E.新妇作为基督的扩增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
的身体—“那基督”—乃是团体的基督，由基督
作头，召会作祂的身体，连同所有信徒作肢体所
组成的。 

  



CP1:所有的肢体，长到基督里，带着从基督来
的，为着建造尽功用 

OL1:召会内在的生长，生机的生长，乃是在神圣
生命里的生长，这生命就是经过过程并分赐的三
一神。召会在这生命里、凭这生命、以这生命、
借这生命生长。 
OL2:歌罗西二章十九节说到身体的长大，也就是
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
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
长大。 
1:28 我们宣扬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
导各人，好将各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 

若是我们在弟兄们中间，自己的成分太多，
就需要蒙光照，受审判，叫我们自己的成分被杀
死，神的成分能加多。我们在召会中所有的事奉，
都得注意这个原则。无论我们是和别人一同祷告，
或是配搭出去看望，会后与人谈话等，人的成分
都必须逐渐减少，好叫神的成分逐渐加多。 

在一个祷告聚会里，若是神的成分不多，这
个聚会就有毛病。在看望的事上，若是你前年是
这样的作法，再过一年还是原样，这就是没有长
进。…我们若要在召会中有建造的事奉，必须学
习拒绝个人的成分，而让神的成分加增，好叫我
们的生命有长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显出功用，
与别人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叫召会得着
建造。 
OL3:召会长大，直至达到成熟—“基督丰满之身
材的度量”。 
林前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
生长。 
西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
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教
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召会内在的生长是借着神叫基督的肢体在
生命中长大。有恩赐的人可以栽种并浇灌，但叫
人在生命中生长的乃是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聚
会中说话之前，必须花一点时间祷告。我祷告求
主与我是一，并以祂自己灌输我，使我所说的，
都是在祂里面说的。我信祂已经丰厚地答应了这
些祷告，因为当我说话时，我经常在里面感觉有
供应，使我说话有新的亮光和即时的发表。我们
需要从圣经直接得着喂养，我们也需要从那些更
认识圣经的人得着浇灌。神是随着我们的读经，
并随着有恩赐之人的讲说，而叫我们生长。…当
我们进到话中，我们就是在得喂养。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们，你信入主的名，受浸时，

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也是基督身体
的肢体。 
西2:19FN本于祂（元首）这辞指明基督的身体是
从元首长大的，因为一切的供应都来自元首。 
节是为着身体的供应。 
筋是为着将身体的肢体结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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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
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
把自己建造起来。 

歌罗西书2：19和以弗所书4：15-16的要点如
下： 
❶联于元首长大所有的圣徒都应当抓住元首基
督，直接与元首交通，长到元首里面。我们需要
建立与主个人的交通。即使是借着有恩赐的人被
成全时，也不能缺少与主个人的交通。 
❷借着节节是有特别恩赐的肢体。他们的功用是
供应并成全圣徒。圣徒是借着他们的帮助，得以
被成全并尽功用。 
❸借着筋借着筋得以结合在一起。 
❹全体尽功用整个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每一个
肢体，都长到基督里(into Christ)，并带着从基
督身上出来的，尽功用。这时，身体得建造，新
妇预备好，就能带进主的再来。 

例如，在公司会议上，你为着保护自己就说
出一些小谎言，或是因着情绪化就突然说出一个
不准确的話（这也是一种谎言）。但神是义的神，
若沒有神的义作為根据就无能为力。同样，撒但
也是谎言之父，很多时候，一旦说谎，就必须要
一直说谎。你也带着对神和撒但的了解，呼求主
名，并说：“主耶稣，我不能撒谎。若这样做，
就与撒但成为一，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主耶稣，
加强我里面的人。”若是你已经撒谎，请简短的
祷告，“主耶稣，我向你承认我说谎的罪。”在
实际生活中简短的祷告，就是长到基督里面。此
外，你最好也将这些经历与小排的圣徒们交通，
并请他们为你代祷。这就是借着节和筋，得供应，
得以联结的经历。并且，你可以将所往前的经历，
供应给其他人。 
祷告:主耶稣，长到基督里(into Christ)，并带
着从基督身上出来(out from Christ)的，尽功
用。为着联于元首长大，与主简短交通、祷告。
在召会生活中，向有恩赐的肢体敞开，接受供应，
与弟兄姊妹联结，在配搭里，建造基督的身体。 

  



CP2: 我们必须殷勤地往，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
的度量的目标奔跑 

OL1: 召会长大，直至达到成熟—“基督丰满之身
材的度量”。基督是无限的神，没有任何的限制；
祂大到一个地步，在万有中充满万有。 
OL2: 我们借着享受基督的丰富，就成为祂的丰满，
作祂完全的彰显。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
有者的丰满。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
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
给外邦人， 

我吃了一大堆台湾的丰富，这些丰富都消化
在我里头，变成了我。所以你们现在看见我站在
这里，精神十足，满有劲头。这就是丰满。召会
就是基督的丰满。 

当祂在地上作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祂在加
利利就不能在犹太，祂在撒玛利亚就不能在耶路
撒冷，因为祂是一个小耶稣。祂受祂肉身的限
制。…祂从死里复活，升到诸天之上，祂就充满
万有。〔如今〕祂能在天同时又在地，祂能在天
上一个地方，同时又能在地上千万个地方。祂是
这样一位充满万有者，因此需要一个伟大的身体
来作祂的丰满。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因着祂在
地上有这样一个伟大的身体，祂在天上，也在台
北，也在香港，也在马尼拉，也在新加坡，也在
伦敦，也在德国，也在美国，也在非洲，也在北
美洲，也在南美洲，因为祂的身体到处都在。 

身体乃是基督的丰满。从道理来说，召会就
应该是身体。但从实际来说，身体的成分有多少，
还是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定罪别人，我
们也要看自己的光景。我们都要在主的光中承认
说，连我们自己，一直到今天，可能只有百分之
三十凭灵活着，还有百分之七十是我们自己。 
OL3: 我们需要向前追求，直到我们都达到基督丰
满之身材的度量；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殷
勤往这目标奔跑，直到我们众人都一同达到这目
标。 
弗4: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
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
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坏人当然需要基督，但好人也照样需要基督。
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天然的人需要被
内住的基督吞没，甚至被销毁。然后，我们才实
际地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祂的丰满。 

 
 
 
 
 
 
 
 
 

应用:在职・大学院篇 
有人说，多样性(diversity, 接受多样文

化)和使用女性对于公司的发展很重要。但是，实
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思想仍然老旧，人们
就无法改变旧习惯。 
西 3: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同
旧人的行为， 
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
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
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
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
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
也是这样。 
13 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
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
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新人。在召会里，
不论种族，国籍或社会地位如何，所有肢体都应
照着基督的度量尽功用。为此要做如下重要的事
情： 
❶享受每天早晨，祷读主的话，吃，喝，享受基
督。参加聚会团体地享受基督。先建立享受基督
的生活。 
❷长大为将圣经真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祷告，应
用并长到基督里。 
❸心思的更新和脱去旧人将心思里种族和性别
的偏见和固定观念钉在十字架上，被基督的思想
浸透，心思得到更新时，我们才能脱去旧人。 
❹功用在身体里尽自己的功用并帮助其他人尽
功用。当所有信徒都长大，尽功用的时候，就达
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 

例如，留学生就算来到日本，还是和来自同
一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日语几乎不怎么会说就
大学毕业了。在召会生活中，你也不能照着旧人，
只与日本人或与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如果有
偏见的旧人出来，要祷告“主耶稣，我脱去满了
偏见的旧人。当我遇到语言问题时，不讨厌，就
算需要翻译也要与说外语的圣徒交通。还有，即
使年龄和社会地位不同，学习照着元首基督和基
督身体的感觉交通。我渴望在基督里长大，为着
建造带着基督尽功用。”，经历基督身体的实际。
这样，你将能够成为在公司中实行多样性和使用
女性的优秀人才，蒙祝福。 
祷告:主耶稣，每天早晨都要吃，喝，享受基督，
在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中尽功用。愿向主的思想
敞开，在日常生活中心思被更新。学习在身体里
尽自己的功用，并帮助他人尽功用。殷勤地往，
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的目标往前。 
  



CP3:为了基督身体生活的实际，过神人生活， 
将自己釘十字架,听并讲说雷玛的话 

OL1:召会生机的扩增乃是基督在祂那作祂新妇
之生机身体里的扩增。 
约3:29-30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
我必衰减。 
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祂赐那灵是没
有限量的。 
OL2:约翰三章启示扩增的基督，就是那位说神的
话，并且赐那灵没有限量者｡当一个人接受了祂
的话，那灵就跟着成为所说之话的实际｡ 
约3: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
是灵。 
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
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按照约翰三章三十四节，…译作“话”的希腊
字是雷玛（rhema），意思是即时、现时说出的话。
那灵是活的、实际的，但是相当奥秘、摸不着，
我们也很难领会。然而主的话是具体的。首先主
指明，为着分赐生命，祂要成为那灵。然后祂说，
祂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表明祂所说的
话，乃是赐生命之灵的具体化。如今祂在复活里
是赐生命的灵，这灵具体化于祂的话。我们运用
灵来接受祂的话，就接受了那是生命的灵。 

在新约里，神只借着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就是
祂的儿子〔来一1~2〕。……所有新约的话语执事，
都是神在祂儿子里面说话的一部分。例如，保罗
在他的职事里说话，就是神在祂儿子里面说话的
一部分。 我们说话的时候，渴望与神的儿子基督
成为一灵。我常常在服事话语以前祷告说，“主，
在我的说话中与我成为一灵。主，我要在传讲你
话的时候，与你成为一灵。”倘若我没有与主成
为一灵的把握，我就不愿意说话。在我们说话的
时候与主成为一灵，意思就是说，我们真在神的
儿子里面。新约所有真正传讲神圣话语的人，都
是神在祂儿子里说话的一部分。今天父神在子里
说话，而子包含了新约所有的话语执事。  

我们尽话语职事时，是在作什么？我们乃是
把神说到人里面。我们把神圣的素质说到人里面。
我们许多人能作见证，听到真正话语的职事，结
果就叫我们得着神的素质。……我们接受了话以
后，话在我们里面就成为灵，成为生命。那灵实
际上就是神的素质成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我
们所服事的话语，必须是神的素质。 

我们成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唯一的路就
是接受那灵，被那灵充满。我们越得着那灵，就
越成为基督的扩增。这扩增开始于我们得着重生，
终结于我们被没有限量的灵所充满。 

 
 
 
 
 
 

应用:服事者篇 
请读一下李全常受文集1994〜97年第一巻上

的摘要:❶简单来说，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被神
救赎的一班人与神人基督一同过神人生活。❷我
们有必要考虑这件事。我们有话语，有教理，但
在实行上没有那实际。❸我所说的不是关于启示，
甚至不是异象，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实际。❹我们
确实有必要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绝对的不论
花多少代价都祷告，付代价。我们不该有，自己
在主里是安全的，因为自己牺牲了将来，不爱这
个世界这样的态度。这是不充分的。…要达到这
个高峰，除了祷告之外没有路。❺那美好的仗我
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
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
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
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祂显现的人。
(提后4:7-8)。我盼望我们在一生末了的时候，能
说同样的话。否则，我们会在召会生活的学校落
榜吧。…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成功，我们的
主就要花一千年来成全我们。主甚至会使用火湖
的第二次死，来对付我们吧。  

你要认识到，主恢复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预备好新妇，带进主的再来。主的恢复是产生一
班得胜者，作基督身体的实际。为了预备好新妇，
要求如下❶在你的内里，己经过十字架衰减，主
扩增❷听神应时的雷玛的话，有份于那灵追测不
尽地供应，说神的话供应新人，❸过等候主再来
的生活。启22:20 见证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
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 

比如你在做家务或者服事的时候，或者在公
司工作的时候，因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
以讨厌受限制，或者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
的话，没有“我一定衰减，基督一定扩增”的实
际。你祷告：“主啊，我有预备基督新妇的道理，
但没有实际。主啊，我愿意悔改。请怜悯我。脱
离只讲道理的召会生活。在里面借着呼求主名，
让己衰减，主扩增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并且，听
神的话，被那灵充满，运用灵向人讲说神的话，
分享基督。主耶稣阿，愿你快来！”。 
祷告:主耶稣啊，基督身体的实际是神所救赎的
一班人，和作为神人的基督一起，过神人的生活。
但是我几乎没有神人生活的实际。我悔改，愿意
否认己，不住祷告，向着高峰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