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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1 年国际华语特会 ⸺⸺『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 

第二篇 召会内在的生长，为着召会生机的扩增 

长大在于出自元首基督的东西，并

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长，神的加添，

神的增多。神使我们生长，乃是以非

常主观的方式把祂自己赐给我们。

神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

长，这就是神叫人生的路。惟有神才

能把祂自己赐给我们；没有祂，我

们就无法长大。神使我们在生命里

长大，意思是指祂自己在我们里面

增长。神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增长，在

于我们有多少地方让祂增长。召会

作为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神在召会

里的增长。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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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增长就成了我们的生

长 。 

 

召会长大，直至达到成熟，达到基

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弗四 13。）

基督有一个丰满，这丰满有一个身 

这次特会的总题是《召会作为基督的

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关于召会作

为基督的身体，李弟兄特别题到，主给

他两个辞：一个是内在，一个是生机。 

因此在这次特会中，弟兄们不断的强

调内在和生机。本篇说到，内在一面是

强调生长，生机一面就成为扩增。召会

内在的生长，是为着召会生机的扩增。

我们需要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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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四 15 ～ 16，三 16 ～ 17，林后十

三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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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 12 ～ 13，林前三 

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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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就

是有基督加到我们里面。基督身体的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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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而这身材有一个度量。基督的身体

是祂的丰满，祂的彰显。（一 23。）

基督是无限的神，没有任何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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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着

享受基督的丰富，（三 8，）就成为祂

的丰满，作祂完全的彰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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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3。）基督的丰满有一个身材，这身材

有一个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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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为着个人的事，乃是团体身

体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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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 12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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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 

29 ～ 30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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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四12 ～13，16，五25 ～ 27。）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祂必扩增。（约

三 29 ～ 30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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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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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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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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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节。）当一个人接受了祂的

话，那灵就跟着成为所说之话的实

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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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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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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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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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494】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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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相调  

 日期/时间： 23/07（周五）晚上 7:30PM 开始至 25/07/2021（主日） 

              下午结束 

 相调平台： ZOOM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05/07/2021（周一） 

 备注： 1.  鼓励所有的青少年和小六生报名参加。 

        2.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性别，年龄，语言， 

         联络号码），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发给黄夏俊弟兄 

           (016 -8744786）。 

 

2. 财务报告(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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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来 6:4-8 6:9-20 7:1-10 7:11-28 8:1-6 8:7-13 9:1-4 

进 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28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彼得后书生命读经，第 6~7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十三篇（请参阅周讯 

    第 6~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并生机的建造”，晨兴圣 

   言：第二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7 课。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馀：  

五 RM210,845.21 RM59,353.60 RM61,819.95 RM208,3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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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5/07 

主日 

26/07 

周一 

27/07 

周二 

28/07 

周三 

29/07 

周四 

30/07 

周五 
31/07 

周六 
01/08 

主日 

7:30AM~9:00AM  
时间   

10:30AM~12:00PM  

备注： 1.  欲知详情可浏览古晋市召会的网站 

   或扫描二维码：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2021nacsw 

   2.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中英文姓名， 

    性别，年龄，受浸年数，联络号码，电子 

    邮件，职业），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发给 

    黄美霞姊妹（011-10942234）。 

3. 北美华语圣徒成全训练⸺⸺日期： 25/07 - 01/08/2021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28/06/2021（周一） 

4. 第九期青年训练（线上）⸺⸺ 日期： 25/07 - 22/08/2021 

 对象：年龄介于 18 至 35 岁之间的圣徒 

 费用： RM100 

 报名截止： 10/07/2021（周六） 

 备注： 1. 报名相关详情，请联络陈舢利弟兄  

    （016-5728630）。 

   2. 训练通启和报名表也可通过以下的 

    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2021-yat 

二维码 

 

二维码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行账号：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别奉献『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献 OFFERING』 

   注：请各区服事财务的圣徒，可将收到的奉献款项于 6 月 29 日(周二) 
         中午时间 12:30PM~1:15PM 之间，交到财务室于服事的弟兄们。 

 5.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7,150.00  

     截至 21/06/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433,569.05，尚缺 RM137,150.70。  



 

 给家长的一段话... 

  

在这个人格发展以自我为中心，一

切向钱看，重物质而不重灵命的社

会，身为父母的我们，不禁要问，我

们该将儿女带往何处呢？我们该留

给儿女的是什么？什么是留给儿女

最好的礼物？ 

  

将儿女带到儿童聚会，我们 

坚持的理念有三点 

  

一、使儿女成为一个对的人：  

  

当一个人懂得敬畏神，自然就知道

要尊重人。和神的关系正确，良心的

感觉自然就敏锐，和人的关系自然

也就正确。 

  

「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常存

无亏的良心」徒 24:16 

  

凡仅活在人前，需要人时常督促提

醒者，皆难成材。 

   

二、让儿女学会将忧虑卸给神： 

  

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愈到世代的

末了，人类的忧虑只会愈过越愈多， 

  

 

美国社会学专家曾公布一项研究，指

出父母亲拥有虔诚信仰，并且固定上

教会聚会，对其小孩具有正面影响， 

而另一份研究也指出，具有宗教信仰

的小孩，其学业表现也优于其他无宗

教信仰小孩。 

  

社会学专家指出，根据研究，父母笃

信宗教，并且固定带小孩去聚会，有助

于儿童正面发展。专家表示，儿童会从

父母及老师身上学习其行为及观念。

而父母有固定教会聚会习惯者，其小

孩也会更有创造力、责任感及专注力。 

而固定参加教会聚会的父母，也代表

其拥有较高的自我控制力，连带着小

孩也会受其影响， 

  

另一方面，因小孩常出席聚会活动，

使得他们拥有较佳的社交能力，比较

容易与其他小朋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 

 

而另外，研究也指出，具有宗教信仰

的父母，比较会为小孩未来做规划，  

而时常参加教会活动的儿童，长大后

有较高的解决问题能力，而由于常与

父母亲一同活动，家人凝聚力也较佳。 

 

而宗教团体强大的社会资源，可让收

入水平较低家庭之儿童，拥有较佳的

学习榜样，以及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

(文摘自：风向新闻) 

 

 育儿教养─父母固定于教会聚会，对小孩有良好的正面影响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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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生的岔路口摆在我们儿女的面

前，等着他们去拣选。选择对了，柳

暗花明又一村；选择错了，则需付

上严肃的代价。最怕的是因错误的

拣选，回头已是百年身。 

   

愿我们做家长的都有长远的眼光，

将儿女带到儿童活力排，使他们从

小懂得倚靠神、经历神，以神作他们

的智慧。 

  

真巴望我们的儿女，有一天经过人

生的大半阅历，也能像使徒保罗所

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

样处富馀；或饱足、或饥饿、或富

馀，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

上，我都学得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

者的里面凡事都能作。」(文/沈弟

兄) 

 

 

如何「消压解忧」，是 21 世纪生存的

必备条件，愿神的儿女都能够借着祷

告得着生活的秘诀。 

 

在路加福音十章 41 至 42 节，主对马

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

虑烦扰。」 

  

这是今天世人的写照，「但是不可少

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

的分，是不能从她多夺去的。」 

  

三、令儿女学会以神为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林前一 25 

  

简而言之，神再笨都比人聪明。 

  

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尚有许 

 第十三篇 各种聚会(三) 

三 要真实 

 

还有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祷告要

真实。有祷告聚会中的祷告，恐怕有不

少的话是虚假的。许多人注重的是祷

告的话好听不好听，而不是注重神听

不听，好像神不听也不要紧。结果，祷

告聚会中的祷告，往往是装出来的、虚 

 

造 就 

空的一套话。 

 

真的祷告，乃是从心里出来的羡

慕，乃是我们从全人的深处所流出

来的东西。真的祷告并不是那么轻

易的、不过是话语很好听的祷告。只

有从心的深处流出来的真实的话，

才是真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该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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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所以，主耶稣

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

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十一

5 ～ 10。）需要如果是确实的，只要

好好的求，就必得着。 

 

四 要短 

 

祷告不只要真，并且也要短。圣经

里的祷告差不多都是短的。马太福

音第六章主所教的祷告相当短。虽

然约翰十七章主将离世以前的祷告

相当长，但是比起今天有些神儿女

的祷告来，那就短得多了。行传四章

的祷告是全教会在那里祷告，也相

当短。（24 ～ 30。）以弗所书一章的

祷告，（17 ～ 23，）是十分要紧的祷

告，也相当短，恐怕不到五分钟就祷

告完了。 

 

在祷告的聚会中，有许多祷告所以

会变作虚空、虚假，就是因为太长。

也许有两三句是真的话，其余都是

多添上去的；有两三句是给神听

的，其余都是给弟兄姊妹听的，话拖

长了。初信的弟兄姊妹要看见，如果

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们祷告长，让

他们去长，但是你要祷告得短。不是

所有的弟兄姊妹能祷告得长。老是

祷告得长，会使教会受到很大的亏

损。 

 

慕迪曾作过一件很有智慧的事：

有一位姊妹在聚会里祷告得很长，

把整个聚会的忍耐用光了，慕迪就

站起来说，‘当我们的姊妹还在继 

神听不听，不该注重在弟兄姊妹面前

好听不好听。 

 

如果我们在祷告上不够真实，我们

就不能盼望教会刚强。要教会刚强，必

须祷告的聚会刚强，要祷告聚会刚强，

所有的祷告就都得真实，不可虚假。一

虚假，我们就不能在神面前得着什么。 

 

祷告不是讲道，祷告不是演讲，祷告

是我们到神面前去求。所以，在祷告的

聚会中，不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说一大

套的话，好像神不知道，要我们在那里

仔细的通知祂，给祂作报告，给祂讲道

理似的。祷告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需

要，我们自己有软弱，我们要借着祷告

去得着属灵的供应，得着属灵的能力。

所以，必须你里面感觉需要有多少，才

能使你真实的祷告有多少。你如果不

觉得有需要，那你的祷告就成了虚假

的祷告。 

 

虚假的祷告的产生，有一个基本的

原因，就是祷告的人在祷告的聚会中

不能忘记别人，一注意到别人，就很容

易把他的祷告弄得虚假。在祷告的聚

会中，一面你的祷告是代表聚会的祷

告，另一面你要像是单独在神面前一

样，要真实的凭着你的需要在神面前

祈求。 

 

需要越确实，祷告就越确实。主耶稣

曾引过一个比方：有一个人家里来了

朋友，没有饼，就到另外一个朋友面前

去求饼；没有饼的需要是确实的，因

此，就情辞迫切的直求，另外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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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她的祷告时，让我们唱诗第 x 首。’

冗长的祷告，简直把整个祷告聚会的

力量都消耗光了。你多祷告五分钟，他

多祷告五分钟，许多人祷告越拖越长，

把整个聚会拖长，就把聚会拉下来。司

布真说，最不合式的，就是有人在很长

的祷告中，求神赦免他的短处。 

 

马金多说的一句话也很好，他说，

‘请你不要用你的祷告来苦待神的儿

女。’有许多人没有用鞭子来打你，却

用长的祷告来打你；他越祷告，你越

难受。 

 

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聚会的时候，要

有短短的祷告，要有真实的祷告。 

 

五 不要过于你私人的祷告 

 

有聚会中的祷告，还有一个原则，就

是千万不要过于你私人的祷告。这是

一个很好的原则。你私人怎样祷告，在

聚会中也怎样祷告。当然你在聚会中

的祷告该有一点改变，不能完全像你

私人祷告的那个样子，但是，也不要过

于你私人的祷告。你私人的祷告说的

话是如何，你在聚会中的祷告说的话

也要差不多。千万不要你私人的祷告

是一个样子，而你在聚会中的祷告是

另外一个样子。实在说来，私人的祷告

很少有假的，但是在聚会中的祷告，有

不少是假的。你到聚会中去祷告的时

候，如果一直在那里说你在私人的祷

告所不说的话，那就变作虚假的祷告。 

 

以能够成就事情来说，聚会中的祷 

告总是强于私人的祷告。神所能听

的私人的祷告总赶不上神听在教会

中的祷告。但是今天私人祷告的答

应反而比聚会祷告的答应多，就是

因为聚会的祷告有许多假的在里

面，有许多虚空的话在里面。其实聚

会祷告的答应能够比私人祷告的答

应多；不只多，并且大，不知道大了

多少倍。如果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

大家简单的、专一的、真实的、同心

合意的在神面前求，必要得着更多

的答应。 

 

肆 运用恩赐的聚会 

 

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恩赐不一样。

有的地方，神给他们有先知讲道的

恩赐，神也给他们有启示的话，神也

给他们有教师的教训。有的时候，或

者也把方言和翻方言加进去。有的

地方，神光给他们教师的教训，而没

有神奇的恩赐。有的地方，有神奇的

恩赐，也有话语的教训。我们不能规

定神在教会中怎样作。不过，聚会的

原则总是这样：神乐意祂的儿女在

聚会中运用他们所有的恩赐。我们

不能运用我们所没有的恩赐，我们

只能运用我们所有的恩赐。所以，每

一个地方运用恩赐的聚会，不能勉

强，不能效法，只能按着本地弟兄所

有的恩赐而运用。这就是林前十四

章所说的那种聚会。在这种运用恩

赐的聚会中，还是要遵守圣经的教

训，姊妹不宜开口，（34，）弟兄要

受约束。（32 ～ 33。）如果有先知

的讲道，最多只好两三个人。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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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发问题，彼此寻求造就，彼此在

神面前得着光。在这一种的聚会中，如

果没有人翻方言，就不应当说方言。方

言乃是为个人在神面前的造就。说方

言又加上翻方言，就等于先知讲道。如

果只有说方言而没有翻方言，就没有

心思上的果效，就不能造就教会。所以

保罗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

口。’（28。）他不禁止说方言，但他

禁止在聚会中光说方言。总之，在这种

聚会中，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

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我们在神面前要特别注意，在这一

种的聚会中，一切有恩赐会作话语执

事的弟兄，应该学习不被动。许多时

候，有恩赐能作话语执事的弟兄，在运

用恩赐的聚会中，常常站在旁观的地

位上、被动的地位上，一直让别的弟兄

起来说话，那是不应该的。运用恩赐的

聚会中，不是谁都可以说话的，乃是谁

有恩赐，谁就可以说。我们反对只许一

个人说话，我们也反对容许任何人说

话。只许一个人说话是错的，容许任何

人说话也是错的。必须是有恩赐的人

说话，才能供应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

人都能供应的。是有话的人才可以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可惜往往有

恩赐、有职事的弟兄在聚会中抱了一

个不正确的态度，以为这一个聚会是

让给每一个弟兄开口的，他们自己就

退在后面。其实，这一个聚会乃是给每

一个有恩赐、有职事的弟兄起来开口

的。作口的不开口，却盼望手开口，盼

望脚开口，盼望耳朵开口，这样，我们 

怎么能盼望这一个聚会聚得好呢？

所以，在这一个聚会中，所有有恩赐

的弟兄都应当负责，要在神面前寻

求有什么话要说，有话就可以说。 

 

初信的弟兄来到这一个聚会里，的

确有相当的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恩赐。说到话语职事，他

们又根本谈不到。刚刚信主，好像什

么都谈不到。这样，他们有什么方法

接上去呢？盼望比较年长的弟兄带

领年轻的弟兄的时候，不要禁闭他

们的口，要给他们有机会说话，要对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恩

赐，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给你话语

的职事，所以请你在起头学说话的

时候，简单一点的说。’要给他们有

机会，但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机会。

不给他们机会，就把恩赐封住了；

给他们太多的机会，就把聚会拖坏

了。可以让他们开口，叫他们短短

的、简单的说。如果是有恩赐的，要

告诉他 ：‘你 下一次 说得 长 一

点；’有的人，要对他说，‘你的话

太长，下一次要短一点。’有恩赐的

要鼓励他往前进；少恩赐的，要稍

微给他一点限制。这样能够叫聚会

有力量，也不封闭弟兄的口。初信的

弟兄要学习谦卑，受鼓励开口的时

候就开口，受提醒少开口的时候就

少开口，要听从年长弟兄的带领。 

 

教会中的负责弟兄，不只要造就相

当有学习的人，也要找出新的恩赐。

怎样把恩赐找出来呢？就是在运用

恩赐的聚会中。在运用恩赐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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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睁着眼睛看，到底主在那一个人

身上有工作。要在那里找出来，这一个

人到底是什么种的情形。该鼓励的鼓

励他，该限制的限制他。这样能叫初信

的弟兄在运用恩赐的聚会中，自己能

得着帮助，也帮助了别人。这样就能把

聚会往正直的路上带。 

 

伍 听道的聚会 

 

第五种的聚会，虽然比不上其他的

聚会，但也是神所用的，为要叫我们得

着话语的供应。如果有使徒从我们中

间经过，或者有使徒住在我们中间，有

教师住在我们中间，有先知住在我们

中间，有话语的执事的时候，我们就有

听道的聚会。我们不是说这个聚会不

要紧，我们是说这个聚会最简单。在许

多种的聚会中，听道的聚会是最简单

的聚会。但是也像别的聚会一样，许多

地方要学。你去聚会的时候，不要去得

太迟，叫别人老等你。要顺服招待的

人，安排你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不要

一直挑选座位。或者你有生理上的原

因，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你可以先对

招徒的人说明，让他给你拣一个座位。

圣经要带去，诗歌也要带去。 

 

在属灵方面：参加这一个聚会，第

一，心必须打开。抱着成见的人不必听

道，因为没有用。如果心是关闭的，在

神面前就不能蒙恩典。这是每一个听

道的人要注意的。讲道的人讲得好不

好，一半要讲的人负责，还有一半要听

的人负责。如果一个讲道的人碰着一

个关起来的心，碰着一个存心不接受 

 

的态度，就没有法子讲道。 

 

不只心应当开起来，灵也应当开起

来。在这一个聚会中，灵开起来是十

分紧要的。真的话语的执事讲道的

时候，灵是开起来的。他如果摸着聚

会里面也有开起来的灵，他的灵出

来就更有力量。如果聚会的灵没有

开起来，或者是无所谓的灵，或者是

封闭的灵，那么他的灵就要像方舟

上的鸽子一样，飞了出去又回来。所

以，需要聚会的灵能够开起来，需要

执事的灵能出来。如果聚会的灵多

开起来，那么先知的灵也能够多出

来。听道的人的灵如果不出来，先知

的灵也不出来。我们要学习作柔软

的人，把灵开起来！要让圣灵出

来！不要冷冷的、硬硬的充满着成

见。要作帮助聚会的人，不要作拦阻

聚会的灵的人。你的灵要帮助讲道

的人的灵出来。你的灵不要拦阻讲

道的人的灵出来。如果弟兄姊妹对

于这个功课有学习，聚会就能够越

过越强。 

 

这乃是圣经中所给我们看见的各

种聚会的榜样。这五种不同的聚会，

我们要好好的一种一种的学习。我

们不要放松。求神怜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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