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国殇节特会信息纲要
总题：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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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约三30，加四19，弗三16～17，四13、15、23，腓三7～12
约3:30
加4:19
弗3:16
弗3:17
弗4:13

祂必扩增，我必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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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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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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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经亏损万事，
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
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
得我的。

弗4:15
弗4:23
腓3:7
腓3:8
腓3:9
腓3:10
腓3:11
腓3:12

壹 属灵的长进就是基督的成分在信徒里面的增加——约三30，加四19，弗四13，
腓三7～12：
约3:30
加4:19
弗4:13
腓3:7
腓3:8
腓3:9
腓3:10
腓3:11
腓3:12

一

祂必扩增，我必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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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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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经亏损
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
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
所以取得我的。

信徒属灵进步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饥饿——路一53：
路1:53

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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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属灵的长进，都在乎我们的饥饿；我们在主面前要有长远的进步，就必须有持
续的饥饿——太五6。
太5: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2 神的原则就是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路一53。
路1:53

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叫富足的空着回去。

3 重生是白白的，但属灵上要进步就必须出代价；信徒要有进步，就必须出代价——
启三18。
启3:18

二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
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我们要看见，属灵的生命是基督自己，属灵的生活也是基督自己，属灵的长进还是基
督自己——西三4，腓一21上。
西3:4
腓1:21上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三

真实的属灵乃是基督自己，属灵的长进乃是基督的加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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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三
17：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1 有些信徒外面表现变好了，但里面基督没有加多；这不是属灵的长进，乃是宗教的
长进。
2 很少基督徒能分辨信徒身上的改变，到底是道德的改变，还是由于基督加多而有的
改变。
五

属灵的长进乃是把占有了神的地位的东西一件一件除掉了——太六33，五8：
太6:33
太5:8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1 属灵的长进，从积极一面来说，是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增了；从消极一面来
说，是基督以外的一切东西从我们里面除去了——腓三7～8。
腓3:7
腓3:8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
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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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五8，六33。
太5:8
太6:33

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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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四13，加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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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国殇节特会-基督的扩增，为着召会的建造 纲要含经文 44

加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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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在信徒里面的扩增——约三30：
约3:30

一

祂必扩增，我必衰减。

真实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加多——十四6。
约14:6

二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基督自己不需要生长，因为祂是完美又完全的：
1 基督自己是完全成熟的，但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可能仍然非常小；我们需要赢得更多
的基督——弗四15。
弗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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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时，我们就在祂里面长大——西二19。
西2:1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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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三30。
约3:3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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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必扩增，我必衰减。

因着生命是基督，所以生命的长大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加增——十一25，十四6，约
壹五11～12，弗三17：
约11:25
约14:6
约壹5:11
约壹5:12
弗3:17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1 基督已进到我们灵里作生命，现今我们需要敞开自己，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展，充
满、浸透并浸润我们。
2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的加增和扩展——加四19。
加4:19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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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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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一17，三17：
弗1:17
弗3: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
识祂；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1 宗教的工作是改良自己，而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向祂敞开自己，使祂得以在我们里面
扩增——17节。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2 今天信徒所缺少的，就是基督这生命在他们里面的扩增。
六

生命的长大乃是基督作到我们里面，并成形在我们里面——加四19：
加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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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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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长大——弗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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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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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里面之
人）的每一部分，直到完全据有我们的心——三16～17。
弗3:16
弗3:17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3 我们若渴望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而在生命里长大，就需要完满地经历基督——
腓三7～12。
腓3:7
腓3:8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
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
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
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

腓3:9
腓3:10
腓3:11
腓3:12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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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四23，罗十二2，林
前六17，腓二12，林后十6：
弗4:23
罗12:2
林前6:17
腓2:12
林后10:6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
悦、并纯全的旨意。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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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从的时候，要责罚一切的不顺从。

1 我们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弗四23：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a 重生的灵乃是更新的灵；这更新的灵必须得加强，好侵占、征服并占有我们魂的
每一部分——约三6，弗三16。
约3:6
弗3:1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
里，

b 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并且这二灵调和在一起，形成心思的
灵——提后四22，林前六17。
提后4:22
林前6:17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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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那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的赐生命之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这调和的灵就成
为我们心思的灵；乃是借着这调和的灵，我们的心思得着更新——弗四23。
弗4: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d 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里面并内在的；这更新将我们的逻辑、哲学、
想法、观念和心态翻转过来——罗十二2。
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
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2 我们的意志必须被降服，好与神和谐——腓二12～13：
腓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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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

腓2:13

a 我们全人既是随我们的意志而行动，意志就是我们全人最有势力的部分，代表我
们全人——约七17。
约7:17

人若立志实行祂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从自己说
的。

b 颈项代表人在神面前意志的降服；主看我们意志的降服，是顶美丽的事——歌四
4。
歌4:4

你的颈项好象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
挡牌。

c 我们的意志要与神联合，祂就必须征服我们意志的活动和我们意志的生命——1
节：
歌4:1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丽的！你是美丽的！你的眼在帕子内好象鸽子；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安卧在基列山旁。

㈠ 服从是在活动方面，和谐是在生命、性质、倾向方面——1、4节。
歌4:1
歌4:4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丽的！你是美丽的！你的眼在帕子内好象鸽
子；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安卧在基列山旁。
你的颈项好象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
的挡牌。

㈡ 服从的意志是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但和谐的意志是与神一致并同心的——约
四34，太二六39。
约4:34
太26:39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祂就稍往前走，面伏于地，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
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d 完全与神和谐的意志，乃是把心完全放在神旨意里面的；唯独意志与神和谐的
人，才能认识神的心——约七17，弗一9。
约7:17
弗1:9

人若立志实行祂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从自己说
的。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
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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