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第一篇
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基督的扩增

真理启示

第一篇
使徒行传这卷书是没有结束的，因为这卷书仍在
继续着，为着基督的扩增。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

神的话一直扩长，越发繁增，为着基督的扩增。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欢迎一切前来见
他的人，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
无阻碍—徒二八30~31。
神的话扩长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六
7。
1

创造渴慕

使徒行传的继续乃是基督的继续；使徒保罗，作
为所有信徒，基督身体肢体的榜样，活基督以显大
基督，作祂的继续。
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启示，我们今天为着扩增并
建造基督的身体所必须作的工。

4

生命经历

你读到行传二十八章，觉得这一本书
还没有完，这一本书还没有结束，为什
么呢？
使徒行传是记载神的工作；在二十八
章以后，还有许多神的器皿在作神的工
作；神的工作正在继续，没有停止。
使徒行传这卷书是没有结束的，因为
这卷书仍在继续着，为着基督的扩增。2

属灵负担

神的话一直扩长，越发繁增，为着基
督的扩增；“扩长”指生命的长大，这
指明神的话是生命的事，如同种子撒在
人的心里而长大，为着基督在我们里面
的扩增，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长大。
5

实行应用

使徒行传这卷书是没有结束的，
因为这卷书仍在继续着，为着基督的扩
增；那灵借着基督的信徒，传扬基督使
祂得到繁殖、扩增并普及的工作，还没
有完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继续。
3

我们需要为着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里
我们神圣托付的内容祷告，求主将这内
容作成我们的经历和实际。
我们若要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就需
要借着有楼房上的奉献，而在主工作独
一的水流里，持续活在神圣的历史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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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使徒行传仍在继续着，为着基督的扩增
神的话一直扩长，为着基督的扩增

以重要经节来鸟瞰纲要
第一篇
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基督的扩增

壹


重要经节（一）

徒六7
神的话扩长起来，在耶路撒冷门
徒的数目大为繁增…… 。
十九20 这样，主的话便强有力的扩长，
而且得胜。

使徒行传是记载神的工作；在二十八章以后，还
有许多神的器皿在作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正在继
续，没有停止。

贰


1

使徒行传这卷书是没有结束的，因为这
卷书仍在继续着，为着基督的扩增：

神的话一直扩长，越发繁增，为着基督
的扩增：

“扩长”指生命的长大，这指明神的话是生命的
事，如同种子撒在人的心里而长大，为着基督在
我们里面的扩增； 繁增指人数上基督的扩增。

2

使徒行传的继续—基督的继续
保罗—活基督以显大基督，作祂的继续

重要经节（二）
腓一19~21上 因为我知道，这事藉着你
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
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是照
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
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
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
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

叁




3

重要经节（三）
徒二六18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
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
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
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徒一13~14 他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
间楼房，……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祷告。
5

使徒行传的继续乃是基督的继续，以被
成全的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作为基督身
体的实际；使徒保罗，作为所有信徒，
基督身体肢体的榜样，活基督以显大基
督，作祂的继续：

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实行呼求主名、活在他调
和的灵里。
保罗第四次尽职的行程特别显示他的生活—他活
基督，显大基督，在基督里作一切事，并竭力追
求基督，好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
4

扩增并建造基督的身体所必须作的工；
楼房上的奉献
肆


这节圣经揭示我们神圣使命之包罗万有的内容。

伍



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启示，我们今天为
着扩增并建造基督的身体所必须作的工：
我们若要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就需要
借着有楼房上的奉献，而在主工作独一
的水流里，持续活在神圣的历史中：

翻转世界并转移时代的乃是少数人；我们需要有
专特的祷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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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题目 — 每周十二题
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
第一篇
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基督的扩增

周一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二第一题
第二题

周三第一题
第二题

周四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五第一题
第二题

周六第一题
第二题

使徒行传没有结束，乃是敞口待加的（徒二八 31）
（说明这卷书仍在继续着，为着基督的扩增。）
“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约五 17）
（说明神的工作要一直往前去，直到国度，甚至到新天新地。）
神所要的器皿是团体的（启一 11~12）
（说明神要召会作一个发光的器皿，见证的器皿。）
得胜者的见证也是为着团体的（启二 7、11、17）
（说明得胜者乃是站在召会的地位上把召会带到完全的地步。）
使徒行传三次告诉我们，话扩长，话繁增（徒六 7，十二 24，十九 20）
（说明门徒的繁增在于话的扩长。）
基督一个活见证人之生活的描述 （腓一 19~21 上）（也可叁考纲要叁一~十）
（说明使徒保罗，作为所有信徒的榜样，活基督以显大基督。）
保罗在他的生活和职事中，将真神彰显出来（徒二七~二八）
（说明保罗第四次尽职的行程特别显示他的生活。）（也可叁考纲要叁十三 1~4）
早期召会和使徒之间美丽的身体生活（徒二八 13~15）（也可叁考纲要叁十三 5）
（说明当保罗在撒但的帝国受到宗教的逼迫时，他在神的国中享受着召会生活。）
完备、完全、完整的福音（徒二六 18）
（说明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所启示拔高的福音之七个点。）
经历主向保罗所启示的福音（弗三 8~9）
（为着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里神圣托付的内容，我们向主可以有怎样的祷告？）
楼房上的奉献 （徒一 13~14，十七 6 下）
（说明主的行动乃是在于那些在楼房上的人。）
你要在群众当中，或是在楼房上（路五 1，徒一 13~14）
（为着主见证的恢复，你会有怎样专特的祷告，将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二篇
约翰福音所描绘基督的扩增

第二篇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与开展。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

祷读经节：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祂，因着新郎的
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祂必扩增，我必
衰减—约三29~30。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
1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十二24。

创造渴慕

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之扩增的一，在其中所
有蒙重生的人，所有的子粒，所有的弟兄乃
是一；基督身体的一，基督扩增的一，就是
神圣三一扩大的一。
4

生命经历

为什么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
与开展？
借着经过死，主耶稣进入了复活，把祂神
圣的生命分赐给一切信入祂的人，使他们能
成为祂的复制；经过死与复活，基督一再地
繁殖、扩增、开展；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
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召会就是基督在地上
的扩增与开展。
2

属灵负担

我们要成为这位无限之基督的扩增，
唯一的路就是接受那灵，并被那灵充
满；我们越有那灵，就越成为基督的
扩增；这扩增开始于我们的重生，完
成于我们被那无限量的灵所充满。
5

实行应用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与
开展，祂经过死并进入了复活，把祂神
圣的生命分赐给一切信入祂的人，使他
们能成为祂的复制。

3

基督要一直得着扩增，我们就需要接
触人，帮助他们得重生，因而生出新的
属灵儿女。
我们不该一直作完整的子粒；反之，
我们必须被破碎，并被磨碾成细面，使
我们能与别人调和成为一饼；这饼就是
基督的身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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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与开展

以重要经节来鸟瞰纲要
第二篇
约翰福音所描绘基督的扩增

壹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与开
展：

经过死与复活，基督一再地繁殖、扩增、开展。

重要经节（一）

约十二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
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来。



叁


1

重要经节（二）

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召
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扩增与开展。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许多子粒乃是祂许多的肢体，构成祂奥秘的身
体—祂永远无限的扩增。
2

贰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

约三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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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妇乃是所有重生之人活的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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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妻子。



这位扩增的基督是无法测度且没有限量之神的儿
子；这样的一位需要一个宇宙的扩增，作祂的新
妇与祂相配。



子基督将那灵没有限量地赐给神的子民；我们越
有那灵，就越成为基督的扩增。

3

重要经节（三）
约二十17
……我要升到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那里。
约十七21~23 使 他 们 都 成 为 一 ； 正 如
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
面，……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
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
5
一……。

4

许多弟兄是父生命的繁殖；
所有的弟兄乃是一
肆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
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



那许多弟兄是父生命的繁殖，也是子在神圣生
命里的繁增。



伍 “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
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



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之扩增的一，在其中所有蒙
重生的人，所有的子粒，所有的弟兄乃是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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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题目 — 每周十二题
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
第二篇
约翰福音所描绘基督的扩增

周一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二第一题
第二题

召会的扩增与开展就是基督的扩增与开展（约十二 24）
（说明基督如何把祂神圣的生命分赐给一切信入祂的人，使他们成为祂的繁殖。）
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自己（弗一 22~23）
（说明召会是基督在地上的扩增与开展。）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约三 29 上、30 上）
（说明基督的新妇就是基督的扩增。）
所有重生的人都是基督的扩增（林前四 14~15，门 10）
（说明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地接触人，帮助他们得重生，因而生出新的属灵儿女。）

周三第一题

越有那灵，就越成为基督的扩增（约三 34）
（说明我们要成为这位无限之基督的扩增，唯一的路就是接受那灵，并被那灵充满。）
第二题 无限无量的基督必须有一个宇宙性的扩增（约三 34~35）
（说明无限的基督赐下没有限量的灵，为要产生宇宙性的扩增。）

周四第一题

一粒麦子得以繁增的路（约十二 24）
（说明基督原是那一粒麦子，借着死与复活，成为许多子粒，也就是那一粒麦子的繁增。）

第二题

周五第一题

第二题

周六第一题
第二题

我们不该一直作完整的子粒（林前十 17）
（说明我们必须被破碎，并被磨碾成细面，使我们能与别人调和成为一个饼。）
主这独一的麦粒乃是召会生活的源头（约十二 24、32）
（说明伯大尼的筵宴之家所描绘的召会生活虽然很美妙，但主耶稣仍然必须受死，
好使这样的召会生活得以繁增。）
父的独生子成了许多弟兄中的长子（约一 18，罗八 29）
（基督原是父的独生子，如何成了许多弟兄中的长子？）
基督之扩增的一（约十七 21~23 上）
（说明我们的一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主在地上时，祂从未在父以外行动（约十四 10，五 17、19）
（我们该如何操练，使基督成为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范围和我们的一切。）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第三篇
基督的扩增是为着召会的扩增，
这乃是借着按照扩增的律供应生命给人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
命赐给他， ……—约壹五16。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5。

1

真理启示
第三篇
约壹五章十六节上半说，“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
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
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以生命作
内容，并分赐生命。
主耶稣是人子顾惜我们，也是神子喂养我们；我
们需要跟随祂的榜样。
召会的扩增是按照扩增的律；结果子的定律就是
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与三一神有联结；结果子是出
于生命的定律。
4

创造渴慕

生命经历

基督的扩增是为着召会的扩增，在召
会中的事奉，主要项目是甚么？
召会是一个生机体，生机体需要的是
生命。因此，我们在召会中的事奉，主
要就是将生命供应给人。即使是排椅子
和扫厕所，也都不是为着事情本身，而
是为着供应生命。

主耶稣是人子顾惜我们，也是神子喂
养我们；基督是人子，成为神的羔羊，
除去我们的罪—顾惜。基督是神子，成
为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并变化
我们—喂养。
我们借着住在子里面，就能接受父的
培养，享受父神圣性情的丰富，就是得
享神一切的丰富。

属灵负担

实行应用

2

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
，以生命作内容，并分赐生命；当葡萄
树的枝子得着赐生命的灵这基督生命汁
液充足的供应时，就结出果子，这乃是
内里生命供应的满溢。
3

5

为使我们能将生命供应给人，我们至少必
须作四件事：


我们需要与主有够多的接触，单单花时间与祂同
在，在主的对付中听主说话。



我们必须学习在主面前被祂对付；我们要结果子，
就必须与主办交涉，成为葡萄树崭新的枝子。



我们必须拿起负担去照顾人—不信者、年幼的信
徒、初信者和较软弱的信徒。



我们必须学习对人有兴趣；主的子民必须天天作
我们的“食物” 。
6

3

将生命供应给人；
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以重要经节来鸟瞰纲要
第三篇
基督的扩增是为着召会的扩增，
这乃是借着按照扩增的律供应生命给人
重要经节（一）

壹

约壹五章十六节上半说，“人若看见他的
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
将生命赐给他”

贰

为使我们能将生命供应给人，我们至少必
须作四件事：与主有够多的接触、在主面
前被祂对付、拿起负担去照顾人、对人有
兴趣。

叁

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以
生命作内容，并分赐生命。

约壹五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
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
他……。
帖前二7 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
母顾惜自己的孩子。
1

2

主耶稣是人子顾惜我们，也是神子喂养我们；
父神爱和赦免的心，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

重要经节（二）
约一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路十五4~5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
去其中的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
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找着么？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自己肩上，
回到家里。

肆

主耶稣是人子顾惜我们，也是神子喂养
我们；我们需要跟随祂的榜样，经历并
呈现基督作吸引人的因素，好供应生命
给人，并以正常的方式得着他们。

伍

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并恢复我们中间
久不聚会的圣徒，就必须有我们父神爱
和赦免的心，以及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
寻找的灵。
4

3

重要经节（三）

陆

约十五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
们就不能作什么。

5

召会的扩增是按照扩增的律



基督与召会乃是一棵宇宙的葡萄树，作三一神的
生机体；信徒是这棵树上的枝子，与三一神有生
机的联结。



我们借着住在子里面，就能接受父的培养，享受
父神圣性情的丰富。



结果子的定律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与三一神
有联结；结果子是出于生命的定律，而不是出于
神迹；生命的定律，就是结果子的定律，扩增的
定律。
6

3

申言题目 — 每周十二题
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
第三篇
基督的扩增是为着召会的扩增，这乃是借着按照扩增的律供应生命给人

周一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二第一题
第二题

周三第一题
第二题

周四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五第一题
第二题

周六第一题
第二题

永远的生命（zoe），肉身的生命（bios），以及魂生命（psuche）
（说明这三者不同的生命有何区别。）（约十 10，路八 14，约十二 25）
我们能将生命赐给别人（约壹五 16 上）（也可叁考纲要壹二 1~2）
（我们可以如何操练将生命赐给较软弱的人，好吞灭他们的死亡。）
作一个好的服事者，乃是靠开通的耳朵，为着听话（出二一 6，赛五十 4~5）
（为使我们能将生命供应给人，我们必须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在主的光底下，在主面前被祂对付（约壹一 7、9）（也可叁考纲要贰二）
（为使我们能将生命供应给人，我们必须作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拿起负担照顾人（箴十一 25）
（说明我们若滋润别人，自己就会得滋润。）
在主里照顾别人而得主照顾（创二十 17，二一 1~2，伯四二 10）（也可叁考纲要贰三）
（以亚伯拉罕为例证，说明我们若将祷告从为自己转向为别人，就会得着我们所求的。）
学习对人有兴趣（约四 31~34，出二八 12、29）
（说明在召会中，有许多人需要我们将他们担在肩上，并在爱里怀抱在胸间。）
召会全然是生命的事（约十 10 下，十四 6 上）（也可叁考纲要叁一~三）
（说明召会中的每件事都必须有生命的性质，以生命作内容，并分赐生命。）
主吸引人的两个因素（约一 29、32）（也可叁考纲要肆一~八）
（以例证说明主耶稣是人子顾惜我们，也是神子喂养我们。）
经历并呈现基督作吸引人的因素（约一 35~37）
(我们该如何操练，好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东西，能吸引人并使人信服。)
宝爱失落的羊（路十五 4~5）（也可叁考纲要伍一~三）
（以经历说明你是如何恢复一位久不聚会的圣徒。）
按着生命的定律结果子（约十五 5）
（说明这生命的定律有四个点。）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四篇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扩增与开展，
乃是借着同心合意，连同祷告、那灵、话与家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
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祷告—徒一14。
……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
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林前一10。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
存着欢跃单纯的心用饭—徒二46。

1

创造渴慕

第四篇

我们要有基督的扩增，而使召会得以扩增
并开展，就必须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开启
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神命定为着执行神
的行动以成就祂新约经纶的路，完全是凭着
三个主要的实质—祷告、那灵与话。
在家里聚会，乃是基督徒聚集的作法，符
合神新约的经纶。
4

生命经历

使徒行传不仅记载繁殖、扩增与开展
的事，也给我们看见繁殖、扩展的重要
凭借；这重要凭借有那些？
神扩展的凭借不是别的，乃是借着同
心合意，连同祂的灵，凭着信徒的祷告
，和神话语的释放，再经过信徒的家。

我们人数虽多，并且来自许多地方，
我们却都有同一的口，我们也都说一样
的话；这是因为我们众人乃是一个新人，
只有一个人位。

2

5

属灵负担

实行应用

我们要有基督的扩增，而使召会得
以扩增并开展，就必须同心合意；我
们要有同心合意，就需要顾到同一件
事；在主恢复里的同一件事，唯一的
事，乃是神永远的经纶，以基督为中
心和普及。

我们该祷告，使我们有那灵作能力
来传播主话；我们应当求主把我们全人
带进光中，受祂对付，成为有能力，在
素质上和经纶上，里外满有那灵的人。

3

信徒挨家挨户擘饼和祷告；他们也
挨家挨户传福音，教导人耶稣是基督；
家家都可以，也都应该传福音。
6

4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壹

以重要经节来鸟瞰纲要
第四篇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扩增与开展，
乃是借着同心合意，连同祷告、那灵、话与家
重要经节（一）
弗二15 ……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
人，成就了和平。
罗十五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林前一10 弟兄们，我……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 …… ，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
，彼此和谐。
1



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应
用一就是保守一，而保守一就是实行同心合意。



我们要有同心合意，就需要顾到同一件事；在主
恢复里的同一件事乃是神永远的经纶。



腓立比书中的“同一件事”，是指对基督主观的
认识和经历；追求基督以赢得祂并据有祂。



我们必须把以弗所二章十五节的“一个新人”，
与罗马十五章六节“同一的口”，以及林前一章
十节“说一样的话”连起来看。
2

贰

重要经节（二）
徒一14 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坚定
持续地祷告。
一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
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人。
四31……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放胆
讲说神的话。
3

祷告、那灵与话，是主恢复中能力的三个
实质。



我们该祷告，使我们有那灵作能力来传播
主话。



要维持独一的同心合意，我们都必须学习
用同样的方法作同样的事；我们不要想采
取祷告、那灵与话以外的方式。
4

叁

五42 他们每日在殿里，并且挨家挨
户，不住地施教，传耶稣是基督为
福音。
5

神命定为着执行神的行动以成就祂新约
经纶的路—祷告、那灵与话



重要经节（三）
徒二46 ……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
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
。

我们要有基督的扩增，而使召会得以
扩增并开展，就必须同心合意

在家里聚会，乃是基督徒聚集的作法，
符合神新约的经纶



这与犹太人在会堂里聚集的作法不同：信徒挨家
挨户擘饼和祷告；挨家挨户传福音，教导人耶稣
是基督 ；家家都可以，也都应该传福音。



这成了众召会中持续且普遍的实行。



召会扩增与开展的基础乃是在家中建立小排、活
力排聚会。



每一个信徒都是主的见证人，殉道者，与人分享
并向人作见证，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基督。

6

4

申言题目 — 每周十二题
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
第四篇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扩增与开展，乃是借着同心合意，连同祷告、那灵、话与家

周一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二第一题
第二题

周三第一题
第二题

周四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五第一题
第二题

周六第一题
第二题

在一个灵里，有一个魂、一个心思、一个意志（徒一 14）
（说明同心合意的意义。）
要有同心合意，就需要顾到同一件事（西三 11）
（说明在主恢复里的同一件事，乃是神永远的经纶。）
同心合意乃是一的实行（弗四 3~4）
（说明同心合意是为着我们的实行，一主要的是为着实际。）
实行正确的同心合意就是应用一（腓四 2）
（说明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可能爱主却没有同心合意。）
“一个新人”，“同一的口”，“说一样的话”（弗二 15，罗十五 6，林前一 10）
（如何把罗马 15:6 和林前 1:10 与以弗所 2:15 连起来看。）（也可叁考纲要壹四 1~7）
是主作人位，还是我作人位（弗二 15）
（在日常生活中，在说话的事上，你如何经历是主在作人位。）
将我们所教导的联于神的经纶（提前一 3~4）
（举例说明合乎圣经正确的教训，也可能造成分裂。）
教导一样的事，就是教导神的经纶（罗十五 6）
（说明我们蒙保守在永远的一里，唯一的路就是教导神的经纶。）
祷告、那灵与话，是主恢复中能力的三个实质（徒一 8、14，四 31）
（分享你是如何操练花时间进入主的话，使自己被圣言所浸润、构成甚至泡透。）
使徒们从来没有不祷告而发起任何工作（徒一 14，四 24~31，十 9，十二 5）
（说明祷告的属灵意义。）（也可叁考纲要贰五 1~4）
经纶的灵，祷告，神的话，信徒的家（徒一 8，六 4、7，五 42）
（说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繁殖、扩展的四项重要凭借。）
在使徒行传里，有三次“挨家挨户”的记载（徒二 46，五 42，二十 20）
（根据上述经节，我们在家中的聚集可以有那些不同的形式？）（也可叁考纲要叁一 1~3）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第五篇
在信徒里面基督的扩增
就是他们属灵的长进和生命的长大

真理启示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
你们里面—加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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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四13。

第五篇

属灵的长进就是基督的成分在信徒里
面的增加。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在信徒里面的扩
增；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一直在我们里
面增加，并且我们一直减少。
4

1

创造渴慕

生命经历

什么是属灵的长进呢？我们要如何
纔能有属灵的长进？

属灵的长进，不仅是加进去，也是
被减除；当夺去神地位的东西从我们
身上被除掉，这就有属灵的长进。

属灵的长进就是基督的成分在信徒
里面的增加；我们在主面前要有长远
的进步，就必须有持续的饥饿；神的
原则就是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
的空着回去。
2

当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祂就安家
在我们心里；祂渴望浸透我们心的每
一部分，直到完全据有我们的心。
5

属灵负担

实行应用

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使我们里
面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就是属
灵的长进。

我们在主面前要有长远的进步，就必
须有持续的饥饿；信徒属灵进步的首要
条件就是要饥饿。

我们需要启示，好看见真正在生命里
的长大，不是仅仅行为的改变或自我改
良，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扩增。

我们要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并要我
们衰减，就需要更新的心思和服从的意
志；我们的心思越得更新，意志越被降
服，基督就越在我们里面长大。
6

3

5

壹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属灵的长进就是基督的成分在信徒里面的增加

以重要经节来鸟瞰纲要
第五篇
在信徒里面基督的扩增
就是他们属灵的长进和生命的长大



信徒属灵进步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饥饿；我们
在主面前要有长远的进步，必须有持续的饥
饿。



基督徒属灵的长进不该仅仅是外面表现的改
变，乃该是里面基督的成分加多。



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使我们里面有基
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就是属灵的长进。

重要经节（一）
路一53 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 。
弗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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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经节（二）
约三30 祂必扩增，我必衰减。
加四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
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
里面。

2

贰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在信徒里面的扩增



真实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这生命在我们里
面加多。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一直在我们里面增加
并且我们一直减少。
真正在生命里的长大，不是仅仅行为的改
变或自我改良，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扩
增。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作到我们里面，并成
形在我们里面。
4







3

重要经节（三）

更新的心思；服从的意志

弗四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我们要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并要我们
衰减，就需要更新的心思和服从的意志：

腓二12 这样，我亲爱的，你们既是常
顺从的，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更是顺
从的，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自
己的救恩。
5

 我们的心思越得更新，意志越被降服，基督就
越在我们里面长大。
 我们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我们的意志必须被降服，好与神和谐。

6

5

申言题目 — 每周十二题
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
第五篇
在信徒里面基督的扩增就是他们属灵的长进和生命的长大

周一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二第一题
第二题

周三第一题
第二题

周四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五第一题
第二题

周六第一题
第二题

属灵的长进在乎人的饥渴（太五 6，路一 53）
（说明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能够进步，但多数基督徒依然如故。）
属灵的长进乃是基督的加多（约三 30，加四 19）
（说明我们可能外面表现变好了，但里面基督没有加多。）
属灵的长进也是把占有了神的地位的东西除掉了（太五 8，腓三 7~8）
（说明属灵的长进，从消极一面来说，是基督以外的东西从我们里面除去了。）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在信徒里面的扩增（弗四 15）
（说明基督自己不需要生长，但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需要长大。）
自我改良与在生命里长大（弗四 15）
（举例说明在生命里长大不是改良自己，乃是基督扩增。）
在生命里长大的路，就是给祂地位在我们心里长大（弗三 17）
（我们该如何操练敞开自己，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展，充满、浸透并浸润我们。）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加四 19）
（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也可叁考纲要贰六 1~3）
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基督浸润我们的全人（弗三 17）
（分享你是如何操练让基督占有我们，浸透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
更新的心思和服从的意志（弗四 23，腓二 12）
（说明我们的心思越得更新，意志越被降服，基督就越在我们里面长大。）
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罗十二 2）（也可叁考纲要贰七 1）
（以个人经历说明这更新将我们的逻辑、哲学、想法、观念和心态翻转过来。）
主看我们意志的降服，是顶美丽的事（歌四 4）
（为什么当信徒追求属灵的生活时，就必须顾到意志这一部分？）
服从的意志与和谐的意志（约四 34，太二六 39）（也可叁考纲要贰七 2）
（说明唯独意志与神和谐的人，才能认识神的心。）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申言聚会开头参考

申言聚会结语参考

真理启示

第六篇
基督的扩增，为着神的建造
宣读本周各天经节。
宣读本周纲要大点。
祷读经节：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她—太十六18。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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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弗四15~16。

第六篇

宇宙是为着人类，人类是为着召会，召会乃
是基督的扩增。
圣经中最大的预言是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
召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化身，召会的
长大就是基督的长大。
建造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在信徒
里面的增加，这增加就是他们在生命里的长大。
4

创造渴慕

生命经历

宇宙是为着人类，人类是为着召会，
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增；甚么是召会的长
大？
召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化身，
召会的长大就是基督的长大；一个召会
有没有长进，不是看她的长处或优点有
没有加多，乃是看基督有没有加多；唯
有基督的增加才是召会的长进。
2

自从祂复活那一天，主耶稣一直在复活
的生命里扩大祂的身体；祂仍然在复活的
过程下，为着建造祂的身体作工，借着复
活的过程作工在我们身上；基督是复活，
是生命，祂变死亡为生命，使神的家得着
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变死亡为生
命的生活，使基督奥秘的身体得着建造。

属灵负担

实行应用

神要基督在召会里增加并长大，并
要基督成为召会的内容和成分，使召
会“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
之身材的度量”。

要为着神的建造得着基督的扩增，
我们就必须在实行上采取四个步骤：
传福音以得着扩增，有家聚会以维持
扩增，有排聚会以教导并成全扩增，
并有召会聚会，让众圣徒在其中申言
以尽功用，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

3

6

5

6

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召会乃是基督的扩增
神渴望得着一个建造—神的家，祂的居所

以重要经节来鸟瞰纲要
第六篇
基督的扩增，为着神的建造

壹

宇宙是为着人类，人类是为着召会，召
会乃是基督的扩增。

重要经节（一）

贰

太十六18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
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圣经中最大的预言是在马太十六章十八
节：“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



弗二21~22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
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在祂里面同
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1

圣经中心而神圣的思想乃是：神渴望得着一个建
造，就是祂自己与人性的调和；这样的建造乃是
神的家，祂的居所。

2

建造召会作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重要经节（二）

贰

太二八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
、圣灵的名里，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
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3






为着建造召会作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
我们需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将
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将人浸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浸入三一神一
切的所是，浸入那神圣者的集大成里。
所有迁入基督里的人，乃是基督的扩增。
我们必须在实行上采取四个步骤：传福音以得着
扩增，有家聚会以维持扩增，有排聚会以教导并
成全扩增，并有召会聚会，让众圣徒在其中申言
4
以尽功用，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

召会的长大就是基督的长大
基督在信徒里面的增加

重要经节（三）
弗四15~16
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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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肆

召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化身，召
会的长大就是基督的长大。

伍

建造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在
信徒里面的增加，这增加就是他们在生
命里的长大。

陆

主耶稣正在祂的复活里建造更大的殿，
就是父的家，使其成为团体的殿，就是
基督奥秘的身体。
6

6

申言题目 — 每周十二题
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
第六篇
基督的扩增，为着神的建造
周一第一题
第二题

周二第一题
第二题

圣经中心而神圣的思想（出二五 8，提前三 15）
（说明神渴望得着一个建造，就是祂自己与人性的调和。）
神与人的调和就是真正、神圣的建造（弗二 21~22）
（举例说明在每一个属灵的经历里，必须有神与我们调和，作为神圣的建造。）
神的创造与神的建造（彼前二 5）
（说明创造是预备的工作，神主要的工作乃是建造。）
生命与建造乃是整本圣经两个关键的辞（约十一 25，太十六 18）
（说明神建造的原则是什么。）

周三第一题 “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罗六 3~4，加三 27，太二八 19，林前十二 13）
（说明门徒将悔改的人一面浸入水里，也在看不见的一面浸入基督的死、基督自己、
三一神以及基督的身体里。）
第二题 生产、喂养、成全、建造（太二八 19，帖前二 7，来十 24~25，林前十四 31）
（说明为着神的建造得着基督的扩增，我们必须在实行上采取那四个步骤。）
周四第一题

召会的长大就是基督的长大（弗四 15~16）
（说明一个召会有没有长进，不是看她的优点有没有加多，乃是看基督有没有加多。）
第二题 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是三一神的生机体（约十五 1~5）
（说明召会的建造乃是生机的，不是组织的。）

周五第一题
第二题

周六第一题
第二题

身体长大以建造身体（弗四 15）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如何操练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
主耶稣一直在复活的生命里扩大祂的身体（约二 19~21）
（说明主今天仍然在复活的过程下，为着建造祂的身体，作工在我们身上。）
生命的目的是建造神的家（约十一 25，二 19~21）
（说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变死亡为生命，为着建造基督奥秘的身体。）
父的家是三一神与祂的赎民调和，为要产生一个相互的居所（约十四 2，一 23）
（说明主耶稣基督不是在建造天堂，而是在建造一个生机体，召会，就是祂的身体
和父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