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們來到第五大點。
伍 我們若除去帕子並蒙光照，就會看見今天在主的恢復裡，我們需要一同起來，為著一個新人，接受
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弗三 17 上，四 24、11〜13：
我們為著一個新人，現在我們回到這個循環。一開頭我們說到，我們需要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
我們的人位。現在最後，我們需要一同起來，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當我們這樣作的時
候，這個是聯於我們如何牧養聖徒，成全聖徒，照顧聖徒。當我們在一個地方牧養聖徒的時候，我們的
內容，我們的著重是神命定之路。這是好的，這是對的。但是，我們照顧聖徒，他們最基本的需要，乃
是要受訓練，受幫助，接受基督作人位。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人位。那麼，這就是神命定之路。
一 有恩賜的人——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都該以這個為他們的目標——11 節，三
17 上。
你若是個有恩賜的人成全聖徒，你要作什麼呢？你要成全他們接受基督作他們的人位。他們需要個
人、親身地聯於祂，在他們的生活裡面，有這樣的一種馨香。他們與主的聯結要擴大，直到他們是穩定
的，成熟的，成為一個新人的構成分子。
二 我們需要成全各地的聖徒，叫他們都達到一個境地，為著一個新人，接受基督作他們的人位——四
11〜13。
三 如果主恢復中的眾聖徒都接受基督作人位，我們眾人自然而然就成為一個新人——三 17 上，四 24。
末了，弟兄們，至終，第四中點：
四 “聖經裡面說到召會，說到一個境地，說召會乃是一個新人。在這個新人裡頭，……除了人位，就
沒有別的。這是高到不能再高，嚴密到不能再嚴密，親密到了不能再親密的地步。大家是一個新人，在
這個新人裡只有一個人位，這個人位就是主耶穌。”（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冊，一個身體，一位
靈，一個新人，四三一頁）
弟兄們，我們若要成就神永遠的經綸，要產生一個新人，我們首要該注意的就是我們個人地、親密
地聯於主，使祂成為我們個人的宇宙，祂有自由在我們心裡安家，直到我們完全地聯於祂。當我們這樣
作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成為一個新人的構成分子。在“為著召會生活接受基督作人位”這本書裡，李弟
兄說，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乃是最短的路徑。這是把主帶回來最短的路徑，最有效的路，把主帶回來，
也是最甜美路，把主帶回來。所以弟兄們，但願我們接受主作我們的人位，為著這一個新人，為著成就
神永遠的定旨。
我們跟身旁的禱告。

第五篇 照著神的運行勞苦，將每一個信徒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好為著一個新人的功
用與完成
我們來到第五篇信息，講到“照著神的運行勞苦，將每一個信徒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好為著一個
新人的功用與完成。”在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裡，使徒保羅向我們陳明這美妙、奇妙的異象，說到一個
新人的異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創造的新人，是在弗一 15
裡。並且在向我們陳明的這些書信裡也講到，特別是他所經歷這一個新人，特別在以基督為人位這件事
上。我們在上一篇信息也看見了。事實上，這就是經歷一個新人的中心。我們認識基督、經歷基督為我
們的不只是生命，也是人位。不止如此，在他的書信裡，他也向我們陳明一個特別的服事，實行，就是
他為了產生一個新人而有的。從歌羅西一章末了兩節，他提到他如何勞苦，是照著神的運行，在他裡面
的運行而勞苦，竭力奮鬥，把每一位信徒，把個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那就是保羅的實行，為著完成
並產生一個新人的實際。一個新人已經產生，被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創造，在保羅心的深處，他知道這個
新人要長大。所以在保羅所有的勞苦、作工裡，他都有一個看見，如何加速、促進這新人的長大。無論
他傳福音，牧養聖徒、信徒，教導聖徒，他的負擔，甚至他用這個辭“勞苦奮鬥”，都是要將個人在基
督裡成熟地獻上。所以我要說，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在主的心中，也深深地具體化在這篇信息的綱
要裡。
我們要看見這一個新人的產生，不只是在經歷上我們需要以基督作人位，並且在我們的服事上，我
們的實行裡，必須有這個觀點。如何勞苦，在人身上勞苦，幫助人成為在基督裡成熟的人。我們在會場
裡所有的人，不是長老就是負責弟兄，是在召會生活各個不同的方面負責。但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在召會服事時，都有這種感覺，有這種認知，就是聖徒受我們的服事，召會在我們的照料下，會成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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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裡成熟的。我們不只關心聖徒，我有多少人得救？召會多少人成長？聚會好不好？聖徒是不是積極
盡功用？我們是不是不太注意長大，還有聖徒的成熟？當然，我們可以核對人的長大，但是我們自己是
不是有基督在我們裡面長大？長大，生命的長大，生命的成熟。首先，要在我們裡面發生；然後，之後
我們在人身上的勞苦，也需要以此作為核對。否則，我們顧到所有外在的事，傳福音，帶許多人得救，
來聚會，安排所有的服事，外在這一切都很好，很合適；然而在神眼中，祂看我們，祂看我們的裡面。
祂要的是什麼？祂是不是只要一個很好的、很合適的安排，還是要一個完全的在身體裡的長大，就是召
會，新人？什麼是祂的召會？今天的情形和度量，這新人今天的身量如何？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我們
在這裡的人可以說，但是聖靈知道。祂知道我們的召會，你的召會，眾召會的情形。祂會說，那個身量、
身材在哪裡？是有一個召會。沒錯，聖徒也在那裡。但身材如何，度量如何？還記得一九九四年李弟兄
在交通到“異象的高峰與基督身體的實際”的時候，他的禱告就說到，他為全地眾召會禱告，全地上千
處的召會禱告。如主在這裡核對他的服事。是的，這裡有許多地方召會，但是基督身體的實際在哪裡？
外在來說，有很多安排。外在來說，有這一切設立好的事和安排好的事。但是實際，召會的實際在哪裡？
在不久以前我們才提過基督身體的實際這件事，那個實際其實就是一個新人。基督身體的實際就是一個
新人。所以今天我們所在意的這件事，就是這件緊要的元素，身體的長大，身體的成熟。所以對我們自
己來說，我們要有這樣的觀點。我希望今天早上借著這篇信息，主要把一個迫切和渴望放在我們裡面。
主，你在我裡面長大，在我們眾人裡面長大，在召會裡長大。你必須在我們裡面增長，否則我們能談異
象，我們能談安排，談服事，要產生一個新人，幫所有各國家的弟兄姊妹帶在一起，但是你所有的還是
一個五歲小男孩。眾語言、眾民族、眾方言來在一起，都只是一個五歲的小孩，不是個長成的人。所以
這篇信息其實負擔很重。我希望主將我們的心裡面放一個東西，使我們能這樣地看召會。使我們在服事
的時候，不是只把事作好，只把一些東西作出來，我們需要核對：“主，聖徒們、眾召會是不是被帶往
前成為長成並長大的、成熟的人。”這是我們的眼光，這應該是我們的認知。
我的確懷疑在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的工人當中，是不是有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零點一，百分之零點
零一，有這樣的眼光。更不要說在那之外的連我們中間，包括我自己，我在主面前也核對自己。在我服
事召會時，我接觸聖徒，有沒有這樣的眼光？我盡職供應主話，我的眼光是什麼？只是沉迷一篇信息，
解開神的話讓人知道，或是有一種感覺：我們在這裡是要分賜基督，使身體長大。我們所作的一切必須
受此管制。這的確是一件嚴肅的事。雖然昨天晚上我也說過，我們是在一個黃金時期，最好的時候，主
已經把一切都清理，並且為我們預備好來到這個時代，並且向我們說這樣的話。但這並不是說，我們都
達到了。的確有一條康莊大道，我們可以走在其中，我們可以長大，我們都能有最渴望的心情看見這裡
在今天主的恢復中有一個迫切的需要，就是要你在我裡面長大，使我長大成熟，不留在象小孩子一樣，
使我們能成為長成的人。讓我們跟隨綱要，這是非常扎實的綱要，裡面有許多豐富，並且緊要的點。
壹 為著一個新人，我們都需要達到“長成的人，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弗四 13：
弗二 15
給我們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基督創造一個新人。這一個新人已經存在。一個新人就在這裡存在。但我
們必須說，自從基督在一個十字架上創造新人兩千年後，那個新人的身材，還象個嬰孩。你不同意麼？
已過兩千年，自從新人創造以後，這新人幾乎沒有很多長大。我相信這是主心中悲傷的事。當然對祂千
年如一日。但是，祂等待要看見，在祂創造一個新人之後，誰在意這個新人的長大呢？在祂的眾兒女中，
誰關心這事？保羅將這啟示給我們，在以弗所書啟示給我們之後，這一個新人已經存在，已經創造了。
然後到了第三章，他向我們供應說，他傳講這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他把這個當作福音傳給信徒，使他
們得以加強。因著大能，借著神的靈，使他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使基督借著信，安家在他們心裡。
借著信安家在他們心裡，使他們在愛裡生根立基，使他們滿有力量，得著加強，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
為那闊、長、高、深。你認識基督那超越那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在此，看見
新人在十字架上被創造以後，保羅在他的職事裡，他在供應的是基督的豐富，要供應給身體，並且他的
禱告是要叫聖徒得加強到裡面的人裡，讓基督能在他們的心中安家，使聖徒們能一同，滿有力量，一同
領略何為那闊、長、高、深。那就是宇宙的量度，這就是那宇宙不可追測，是基督，祂就是闊，祂就是
長，祂就是高，祂就是深。這宇宙般大的基督，就是那正在我們裡面安家的一位。他為此禱告，他也為
我們禱告，在這件事上為我們禱告，要基督在我們裡面長大，達到，有神在我們裡面加增，使我們能長
大，達到成熟，長大達到長成的人。所以在三章以後，在第四章就來到這件事。在十三節，直到我們都
達到長成的人。我相信在保羅心中，他滿了負擔，自從新人被創造以後，如何要幫助這一個孩子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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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長成的人就是成熟的人；為此，在生命裡的成熟乃是需要的——13 節。
長成的人，這是在四 13 所啟示的。這也回到那一個新人，在十架上所創造的，就是在二 15 所講的
那一個新人。這長成的人，就是一個新人所成為的。長成的人就是成熟的人。在生命裡的成熟乃是需要
的。希伯來書說到我們需要被帶到成熟。我們不能一直留在初階，就是基督福音的初階；我們需要往前，
達到生命的成熟。
二 基督的豐滿就是基督的身體，這身體有一個具有度量的身材——一 23：
１ 基督的豐滿就是基督的彰顯；作為基督的豐滿，這身體就是基督的彰顯——四 13，一 23。
所以以弗所書一章末了，保羅告訴我們，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我
不知道，已過李弟兄叫一些強壯的弟兄上臺展現什麼叫作美國的豐富？他用 Dick Taylor 弟兄，這些魁
梧的弟兄來展示。一個人得著了這些豐富就產生一種豐滿的樣子。所以豐滿是彰顯你所享受的一切豐富。
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是基督的豐滿。召會享受並得著基督一切的豐富，消化基督一切的豐富後，這些
豐富就成為豐滿，甚至能用滿溢來描述這個豐滿。所以召會是基督的豐滿，其實就是基督的滿溢。人來
到召會中，他們需要感覺到有些東西在這裡洋溢、湧流，不是一個剛剛好應付我們需要的情形，而是能
滿溢出來。這就是豐滿的意義，是一種彰顯，基督的豐滿。身體有一個身材，這是彰顯。
２ 基督的豐滿——身體——有一個身材，這個身材有一個度量；因此，四章十三節說到基督豐滿之身
材的度量。
基督的豐滿——身體——有一個身材，這個身材有一個度量。就象一個人，一個人我六十英尺高，
有一定的身材的體重，所以有一個身材在你們面前。這個身材就有一個度量，我不是生來就這麼高，不
可能在母腹裡就這麼高，那時也許只有十八吋、二十吋。我出生的時候是超過九磅，是有一點重，但我
並不是生來就有這種身材。所以經年累月，這個度量是一直增加。有些父母在家裡，喜歡追蹤孩子的長
大，所以他們在牆上畫線。你現在是這樣，畫一條線。然後你現在長大了，然後叫孩子站在牆邊，現在
你看看你是不是在長大，來看看這個身材，這個度量正在長。保羅在這裡就是有這種領會，新人有一個
身材，這個身材有一個度量。度量事實上在這裡隱含就是生長的過程。度量隨時間增長，隨著孩子的發
育而長大。所以一個新人，今天一個新人的度量是什麼？你怎麼想？也許有的時候你應該停下來想一想，
召會今天身材如何？這裡有德里召會，有金奈召會。在美國有眾召會，在不同國家有眾召會。有些召會
很大，人很多。我不相信這個度量是完全照著人數。你說我們有一千個聖徒，或者我們有三千位聖徒。
基督教也可以說我們有上萬人的巨型召會。但是一個一萬人的召會組織就有一個大的度量麼？我們都知
道不是。你到那些地方去看，也許有上萬人聚集，但是就象一個俱樂部，就象一場演出，完全不是一個
有神的地方，就是一場娛樂。所以外在來說，人數很多，一個很大的演出，但是在神的眼中，也許那還
只是一個小嬰孩而已。今天我們若看見這一個新人要出現，我們就需要想：什麼是這個新人的身材和度
量？否則，我們可能忙著作許多外在的事：傳福音，教導聖徒，牧養新人。我能夠瞭解這些都是我們該
作的事，但這取決於你如何作？你作這一切事情是不是有一個眼光，要把這一個人帶到在基督裡長成的
人？保羅有這樣的觀點。當他傳福音，當他牧養眾召會，他有這個負擔，不只是注意人數，他不只是有
注意秩序，能夠事事安排好，他要看所有的人，受他照顧的人能夠被帶到成熟，成為在基督裡長成的人。
否則就沒有長成的人了，只有小孩子，一個小孩子。
３ 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乃是達到基督身體完滿的長成和建造；這就是達到身體建造的完滿完
成——16 節。
換句話說，請聽，我們有負擔看見召會的建造。事實上召會的建造，就是新人完全的長成。新人要
被帶到長成的地步，帶到成熟，生命成熟的地步，就有建造的召會。基督身體的建造等於長成的人，等
於完全長成。召會長多少取決於召會建造有多少，就決定召會建造有多少。根據弗四 16
，身體長大是在這個自己裡建造起來。這個長大就是建造。我們有多少的長大就決定我們有多少建造。
三 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是實行上的一——信仰上並對基督之完全認識上的一——所需要
的——13 節。
一個新人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產生了，這是獨一的新人。基督沒有產生許多新人，沒有，祂只創造一
個新人。這一是新人的條件。沒有成千的新人。神的渴望是得著一個新人。所以儘管有成千上萬的人，
但是只有一個新人。有許多的肢體，只有一個新人。達到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就必須有實行上的一，
要達到實行上的一。這就是為什麼在弗四 13
，保羅說到達到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這裡的信仰，弟兄們，不是指我們相信一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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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行動。這裡的信仰是指我們所相信的物件，我們所信的是什麼？特別是關乎基督的身位，基督的工
作，這些構成我們的信，我們的信仰。而不幸的，今天神的兒女當中，許多人都受打岔，到教訓，到道
理裡面，那些不是信仰，那些不是該構成我們，並且使我們得救的。就如你如何給人施浸？熱水還是冷
水？在海裡還是在浴缸裡？這些是道理、教訓。今天基督徒，還是在玩這些教訓，在這些事上爭論、爭
執。但是這些是道理，因此，他們也分裂了。
保羅說，我們需要達到信仰上的一。有一天要到，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帶到這個點上。放棄所有不
同的道理，所有不同的意見，回到這信仰上。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救恩，這才是信仰。這就是我
們今天要爭戰的信仰，我們要為此爭辯的信仰，我們要為此而死的信仰，這是信仰，這是神經輪的內容。
我們需要達到這信仰，信仰的一，並且達到對神兒子完全認識上的一。這認識不是一個道理上的知識，
而是在經歷上的知識。這一是關乎兩個元素。我們所信的那就是信仰，關於神子祂所作的一切，也是關
乎這一位包羅萬有、美妙的神子在我們的經歷中我們所享受的那一位。你想想看你來到這個世上，又想
到基督徒今天的情形，在全世界，不論在東方或西方，神的兒女都受了打岔，進到不同的道理當中，不
同的想法、意見，人的想法和意見裡，這些宗教的意見裡。他們不把自己專注在信仰上，那才能夠保守
他們，並把他們帶回到這個信仰裡。當我們眾人蒙保守被帶到這個信仰上，所有的聖徒都能夠成為一，
就沒有浸信會，沒有長老會，沒有靈恩派，沒有五旬節派，只有對基督神兒子的信，這都是基督身體上
的肢體，這就是一。我們都享受，我們都認識，這位神的兒子完滿的認識。有什麼好爭的，有什麼好分
的？所以保羅說，我們需要達到這樣的一，這是一個實行上的一，這就保守我們，就是一個新人的條件，
新人必須是一，不能有任何的分裂，不能有任何的間隙，在這一裡面。只要沒有一，新人就不能出現，
新人就不能產生。
四 我們要從實際上的一（3〜6）
，達到實行上的一，就需要往前，直到我們達到十三節所說的三件事——
一、長成的人並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第四中點說，我們要從實際上的一（這是弗四 3~6
所記載的）
，而達到實行上的一（這是在十三節裡所記載的）
，就需要往前，直到我們達到十三節所說的
三件事：一、長成的人並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在第三節保羅說，我們需要竭力保守那靈的一。是，
這一是實際的一，是那靈自己。所有信徒都共同有的，都有那靈在我們裡面作我們的一。這是我們的產
業，這一是在實際裡的一。我們該作的就是保守，去保守它。然而今天我們雖然在實際上有一，在靈裡
有實際的一，就是那靈的一。在十三節卻說，我們還需要達到，意思就是還沒有達到信仰上的一，那一
就是實行上的一。那一有兩個元素，是信仰上的，是對神兒子完全認識上的；並且我們也要達到，就是
第二，達到長成的人；並且還要達到第三，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弟兄們，事實上這三件事不是
三件分開的事。這三件事是對等的。你有信仰的一，你就有神兒子完全認識上的一，也是有達到長成的
人，達到長成的人也就是達到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它們是對等的，是同等的。但是這三方面，一面說
到我們要達到這三方面，我們就需要被消減，我們需要被帶回到，我們需要離開所有打岔的因素，回到
信仰，回到對神兒子完全的認識，這會保守我們有真正的，並實際上的有一。並且我們有這一，我告訴
你們就會有長成的人。
今天的基督徒，還在玩這些教訓的玩具，還在玩這些道理的玩具，意見的玩具，人的意見的玩具，
因為他們還象嬰孩。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在同一章告訴我們，使我們不再象小孩子，不象嬰孩那樣，被教
訓之風所搖盪。在人的欺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為。我們需要蒙拯救，脫離玩弄這些
玩具。是一個杯還是許多杯？要使力的將人受浸，還是要往前倒還是要往後倒？不值得討論這些事，與
我們的信仰無觀。神的子女若能被帶到信仰裡，享受神兒子完全，我們就有實行的一。這個一，實際上
的一，實行上的一，就會帶進一個結果，就是長成的人，就不在是嬰孩，自然就被帶到成熟的地步；就
有一個身材，有一個度量，就是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有一種彰顯，有基督的豐滿，就是指基督的顯出。
在第三章，保羅禱告，要我們被加強到裡面的人裡，有基督借著信，安家在我們心裡，使我們能有
力量與眾聖徒一同領略這追測不盡的量度。這些的量度，都要成為豐滿身材的度量。我們要讓這無法測
度的基督，祂無可測度的闊、長、高、深，充滿我們的心。祂正在我們裡面安家，然後我們就與眾聖徒
一同領略，一同長大，成為長成的人，達到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
貳 我們要達到長成的人以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在一切事上長到基督裡面——15〜16、24 節：
這是一個特別，保羅特別的發表。他說我們能長到祂——元首基督——裡面，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
基督裡面。我們這些尋求的信徒，我們都想長大，我相信。我們得救開始，我們就渴望在主裡長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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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常常說，主，我們要在你裡面長大，我要在基督長大。但是保羅不是在這裡這樣說。保羅不是說，
我們在基督裡長大，而是說我們長到基督裡面，在一切事上長到祂裡面。你要在基督裡面長大，要更多
禱告，要更愛主，要更多地傳揚福音，在聚會中更多盡功用。你想要長，從前我尋求主，我讀聖經，整
天讀經，與聖徒們禱告。我不是否認，你達到了某一種程度的長大，屬靈長大。但真的不是保羅所說的，
保羅說到的長，是長到基督裡面，長到基督裡面，在一切事上長到祂裡面。不只是你屬靈的追求，不僅
是在這一切的事上，你都參與了，而是在一切事上，在尋常的事上，在一般的事上，大事小事上。保羅
說，你需要長，長到祂，基督裡面。這個到祂裡面，這含示一個生機的聯結。我們不只是尋求一種屬靈
的長大，使我們，是，我們要長到這人位裡面，長到與祂聯結，與祂成為一。不只是你長大了，也不是
說你長大，是基督長大，是基督在你裡面長大。我們必須長到祂裡面，與祂聯結。不僅在屬靈的事上，
而是在一切事上。這個發表非常特別。
一 我們若不要再作小孩子（14）
，就需要長到基督裡面；這就是在一切事上得著基督加增到我們裡面，
直到我們達到長成的人。
在基督裡面，在一切事上長到祂裡面，就是要讓祂在我們裡面增長。在一切事上，讓祂在我們裡面
長大，不只是來聚會、盡功用、禱告、服事，乃是在一切事上。就象什麼？你的吃，你的穿著，你的言
談，你的對話，你如何用你的手機，你與人的關係，在這一切事上，基督必須在你裡面增長。你必須在
這一切事上長到祂裡面。你如何整理你的床鋪，當你起床之後，你如何著裝，你如何與人相處，這許多
細小的事，你就該讓基督進來，讓基督分賜並在你裡面增加，這就是保羅的意思。
二 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就叫身體的身量增加；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就叫一個新人長大——三
17 上，四 24：
你接受供應，你接受滋養，就幫助你這個身量增加，身材就增長。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就叫一
個新人長大。在此一個新人必須長，成為長成的人，能站立，能決定事情，能與神站在一起。神需要在
地上得著這樣的人。要得著這樣的人，長成的人，需要的不只是得著一種屬靈的供應和滋養而已，那會
幫助身量的增長；但要成全這個人，這個新人達到長成，需要以基督為人位，祂來決定事情。
１ 我們若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定規以祂作我們的生命——約壹五 11〜12。
２ 我們若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定規能長大成熟。
事實上，在神眼中，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人位是一樣的，是不是呢？約壹五 12
說，“人有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你有基督的人位，當然你有祂的生命。但
我們有可能有生命，卻不以祂為人位。在我們的經歷上有可能。就著神來說，生命、人位是同樣的；但
在我們的經歷裡，我們常接受生命這部分，但是我們不取用人位這部分。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在晨興時，
你非常享受主，你得著餵養，你得著供應，你享受生命的供應，然後突然間，你的妻子叫你來吃早飯。
你實在是一直在享受主，你一直得著生命的供應，她叫你五分鐘了，你才出現。她就對你說，“早餐都
涼了，你剛才都沒有聽我講話麼？”就在那一刻，你的反應，“你不知道我很忙麼？我在研讀，我在晨
興。”你在享受基督作你生命的供應，在你研讀的時候。然後在妻子面前，你沒有接受基督作人位。你
的反應，你的回答，就在那時候，就在那三十秒之間，你一邊接受了基督作生命，但是你沒有以祂作人
位。你的反應，你為自己辯解，你還跟她爭論，你還要講回去。是誰在說那些話？是你。如果我們真的
以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當然會以祂作我們的生命。
三 我們都需要在一切事，就是每一件事，無論大事、小事上，長到基督裡面——弗四 15：
１ 我們在好些事上還沒有長到基督裡面；在這些事上，我們不在基督裡面，乃在基督之外。
弟兄們，你同意麼？還有好多事，我們沒有讓基督來摸，沒有讓基督在我們裡面長。我們來聚會，
我們申言、禱告，非常積極地盡功用。那你回家，在你個人私下的生活中，說到吃東西，你特別喜歡吃
某些食物，某種點心，最喜歡霜淇淋。哇，你沉迷在這些事上。我們對於吃或不吃沒有什麼規條。但是
當你來遇到這些事情時候，你最愛的這些事上，你是不是跟主核對一下？我該不該吃這個呢？我的妻子
常常告訴我，你吃霜淇淋之前先呼求主名五聲。我也很同意，有時候也作了幾次。你們都知道，也許你
呼求主名幾次之後，以主作你的人位。祂會告訴你，你該吃什麼，你該穿什麼，什麼不可以吃，什麼該
去，祂會給你感覺。但許多時候我們在聚會中，我們的感覺常常都是憑自己。我們覺得該作什麼就作什
麼。這意思就是，在某一些生活中的領域裡面，我們的穿著，如何照料家裡的事，人的關係。李弟兄說，
基督在我們裡面長大最困難的一個點，實際上就是在我們的說話上。你說太多了。有的時候，你談話太
鬆散，不受約束，講太多。至少在我們的說話，在我們的傳講裡，基督沒有長到那個領域範圍裡。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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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聚會裡很好，申言的很好，講的很好，然後你跟人講話，跟妻子、跟孩子、跟同工們說話，非常粗野，
只會發表自己。至少在那樣的說話裡，基督沒有在裡面長。所以親愛弟兄們，我們需要許多的光來看見，
不是只是說我要在基督裡長大，我要更愛主，我要更奉獻，我要更絕對而已。是，很好。但你是不是讓
基督在你裡面長，在許多尋常、具體的事上長呢？
２ 當我們都在一切事上長到基督裡面，我們大家在基督裡就是一了；這就是宇宙的一個新人——24
節。
弟兄們，我們都有對長大自己的觀念。我曾經遇到許多很屬靈、真實的弟兄。他們很絕對，他們將
自己給主，他們在主面前，但是很抱歉，他們的長大，他們在基督裡的長，不是長到基督裡，不是在一
切事上長到基督裡。他們的長，他們那種長，成為一種難處，在身體裡的難處。他們太屬靈，別人配不
上他們。他們太屬靈，以至於沒有人能與他們相配、相比。所以沒有人夠資格與這種人同工，因為他們
太屬靈。結果，他們的屬靈，這種所謂的屬靈的長大造成不和，沒有一，造成他們很難在身體的生活裡。
我相信你們許多人知道我在說什麼，你們也曾經看過。保羅特別是說到的一種長大，不是屬靈，不是更
多奉獻，更多認識主。他說，你要在一切事上長到基督裡。祂是元首，祂是一切事的元首，是頭。你要
長進去的那一位不只是救主，不只是你的主，祂更是身體的頭。所以我們來看下一個點。
四 以弗所四章十五節說到我們長到元首裡面；這裡的“元首”，指明我們在生命裡借著基督的擴增而
有的長大，該是身體肢體在元首之下的長大。
我們不該在意基督徒所推動的那一種個人的成長，就是尋求更多地出代價，更多地奉獻自己，更多
有一種個人的屬靈成長。保羅在這裡說的長大，是長到這位基督裡面，祂是身體的元首。我們的長，要
使我們配在身體裡。我的手，我的手是身體的一部分。我的手不能說要長、長、長。它太小了，我要長，
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直到有六英尺那麼長。手臂有六英尺，長到那麼長，這這樣的長美麗麼，還
是很醜陋？這與身體不相配了。我們的長其實在身體裡是有度量的，對麼？我們的手臂只能長到這麼長。
它不象樹，樹一直長，一直長，越長越高、越長越高，一直長。乃是在身體裡，我的手臂，我的耳朵，
我的肢體，四肢，不會無限長，它是在整個身體的限制度量裡。保羅在這裡的發表，在這裡的說法很特
別。我們所要的這種長，是長到基督裡面，在一切事上長到基督裡，在每一天日常的事上長到祂裡面。
我們越長，就越該配在身體裡。所有的聖徒，都該有一個真實的一。所有的肢體在一切事上長到祂裡面，
自然而然就該有一。沒有人太過，沒有人不足，非常平衡。我們都讓基督摸我們，在一切事上來摸我們，
在許多日常的事上摸我們。我們如何彼此接觸，我們如何彼此對談，如何處理每件事。我相信許多弟兄
們都認識李弟兄，他們都看到這樣的一個人。的確，他是一個相當屬靈的人，認識神，認識得深。然而，
他很平衡，在他每一天的事物上，他如何放置他的衣服，如何與人相處，如何有他的節奏。這都是基督
分賜到祂裡面所產生的肢體。在許多日常的事上，他能在任何場合裡與人相配，這樣的人也能到任何地
方。能相配，不會製造問題，不會得罪人，不會踩到別人的腳。哦，弟兄們哪，我們需要在一切事上長
到祂裡面，長到元首裡面。
五 在生命裡長大乃是以神的增長而長大；這意思是真正的長大乃是神的擴增，神的加多——西二 19：
這是真正的長大。不是那麼多你的長大，而是神在你裡面的長大。
１ 神是永遠、完全、完整的；所以神自己不需要長大。
神不需要長，但是身體要長。
２ 身體需要以神在我們裡面的增長、擴增而長大：
ａ 神需要在我們裡面增長；那就是說，我們都需要神在我們裡面增長、擴增。
神在我們裡面長那度量就增加，那身材就增長了。
ｂ 在屬靈上長大的路，乃是讓神加到我們裡面：
㈠ 三一神分賜到我們裡面，使我們以神的增長而長大——林後十三 14，弗三 16〜17 上。
㈡ 我們重生時，神進入我們裡面；如今祂借著將祂自己更多加給我們，就在我們裡面擴增。
㈢ 這就是借著讓神加到我們裡面，以神的增長、擴增而長大。
親愛弟兄們，我們有沒有讓神在我們裡面天天增長呢？我們是不是有對神的認識上增長呢？在我們
在召會裡的事奉、技巧上，經過許多年之後，你更有技巧，你在召會裡更顯明。你知道，甚至知道如何
傳福音讓許多人得救，在你福音的工作上有果效。但是這並不是意思是說，神已經在你裡面增長。你傳
福音，你裡面有一個感覺，感覺到神在你裡面加到你裡面？還是你不知道，你什麼都知道該怎麼作，該
怎麼說呢？哦，親愛弟兄們，我們需要神在我們裡面增長。只有借著神在我們裡面增長，才有那使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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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長成之人真正的長大。
ｃ 我們從基督所吸收到裡面來的，乃是基督作為土壤之豐富的元素；我們所吸收的，就成了神在我們
裡面的擴增——西二 6〜7。
我們都在基督裡，作為一個植物深深地在祂裡面，這是歌羅西書告訴我們的。我們天天都在這裡，
我們需要吸收所有神的成分到我們裡面，讓神在我們裡面增長。
ｄ 我們需要被基督浸潤和浸透，並有基督作到我們裡面；這樣，在實際並實行上，基督就成為一個新
人的每一肢體，每一部分——三 10〜11。
西三 11
說到，在新人裡沒有這個沒有那個，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這意思就是一切一切。沒有種族的工
作，意思就是沒有種族的工作，沒有一種外面的彰顯。保羅是真正這樣認為的，就是基督要成為我們的
一切。一切必須是祂，祂必須是我們，祂必須是一切，也必須在我們裡面。
今天，我曾經作過這樣的比方，在這個電腦的時代，撒但這邪惡的系統，這邪惡的設計，就是要讓
他的世界，一切，他成為這世界上的一切。所以每一個人都有手機。每一天，你眼睛一張開，你就拿著
手機，什麼新聞在哪裡，電子郵件如何？有誰在找你？打開燈，燈光就亮，每一個人都被搞電腦化了。
你可以用電腦去啟動你的車子，一切都互聯在一起。你甚至可以查網路，讓你知道要如何到一個地方。
不知不覺的，這些網路就成為人的一切。但是，是神要作我們的一切。不是要問穀歌，或者電腦，什麼
是最便宜？什麼是最快？應該是問主：“主，我該不該買這個？我該不該查電腦？我該不該？”我們該
問問我們裡面的主。基督必須是我們的一切。無論如何，我該講這麼多就可以了。
六 以弗所四章說到借著生命的長大成全新人：
１ 在二章十五節，我們看見新人生機的創造；在四章十三至十六節，我們看見新人功用的成全。
在弗四 13
，那裡說到，保羅，他的申言，他這裡提到說，有許多有恩賜的人，使徒、傳福音者、牧人和教師，是
要成全聖徒，這是為了成全新人的盡功用。
２ 那在生機上完全的新人，需要借著生命的長大得成全，好能正確地盡功用——13、15、24 節：
ａ 新人越多借著接受正確地餵養而長大，就越正常地盡功用。
ｂ 十五節的長到基督裡，等於二十四節的穿上新人。
我們需要更多的看見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等於我們長到基督裡。
３ 為使團體的新人長大，我們需要經歷釘死、復活、升天又降下的基督，使包羅萬有的基督作到我們
裡面，成為我們的一切；然後，在生機上完全的新人，就要在功用上成為完全——三 16〜17 上，四 13、
24。
在十字架上所創造的新人，只是一個小嬰孩、小孩子，在生機上來講是這樣。他在功用上，是嬰孩，
雖然在創造上是完全的。這兩歲的小孩能作什麼？他的四肢，他的思想都在裡面了，但是他還不能作任
何事。他需要長大，他需要被成全。新人需要得餵養，新人需要得成全，才能盡功用。
七 在一切事上長到基督裡面是為著一個宇宙新人實際的出現——24 節。
好，我要再往前到第三大點。
三 為著一個新人實際的出現，我們需要勞苦，竭力奮鬥，將眾聖徒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西一 28
〜29：
這就是這篇信息的篇題所告訴我們的。
一 保羅的職事乃是將基督分賜到人裡面，使他們借著在基督裡完全長大成熟，得以完全並完整。
保羅的職事使一個分賜的職事，他不只是教導人，或者向人講道，他所作的，他所傳講的，他所教
導的都是分賜基督，把基督分賜到人裡面。
二 我們向罪人傳福音，並與聖徒交通，其目標乃是將基督供應到他們裡面，使他們在基督裡成熟，並
在祂裡面完全長大而被獻上；這是為著新人的長大——28 節。
弟兄們，我們可以傳福音，我們可以教導聖徒，牧養聖徒，然而這不一定是分賜基督。我們也能看
見其中的差異。我問主，主給我看見，如何要分賜基督，我該說什麼？我該有什麼樣的動作，行動才能
分賜基督。如何作，不能只是說分賜基督，分賜基督，供應基督。我該怎麼作？我該說什麼話？要夠資
格供應基督，我該作什麼？我從主得著一點亮光，主給我看見，首先，你必須滿了基督，你若沒有基督，
就別要提供應基督。你必須滿了基督。你滿了基督，基督就從你流出。你接觸聖徒，傳福音，牧養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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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你在那裡解決了問題，給人正確的路解決問題，給人一種認知。你的傳福音裡面有一種基督的
感覺，能把基督分賜分受到不信的人裡面，或者有需要的聖徒裡面。裡面有一種感覺，不是把教訓傳達
出去。你要分賜，你所有、你所享受、你所經歷的基督到人裡面。這不只是你學了，或者照著步驟，第
一、第二、第三，你就能夠會了。你必須滿了基督，你必須被基督充滿。你即使是在平常的拜訪和接觸
中，你就會有基督分賜到人裡面。這不在於你說多少，而在於你是什麼。我們都必須作一個器皿，滿了
基督，充滿基督，使我們能夠將基督供應給人。
三 將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是非常艱苦的工作；這工作唯有借著勞苦，照著神的運行竭力奮鬥，才
能成就——29 節。
這是非常艱苦的工作，李弟兄說的的確如此。傳福音，帶人得救還不是那麼難，甚至釋放信息還不
是那麼難，但勞苦把人帶到在基督裡長成，這需要花得代價太大，需要竭力奮鬥。這就是保羅所說，他
需要牽涉到許多在神面前為信徒的禱告與竭力奮鬥。
四 保羅竭力奮鬥，要將別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他所作的是一個勞苦的榜樣，要成全聖徒，使基督
的身體得建造——弗四 11〜16：
１ 主在祂的恢復裡，渴望恢復基督身體所有肢體的成全——11〜16 節。
２ 保羅對於成全聖徒的思想乃是，神的心意是要使每一個信徒都能作有恩賜之人所作的事——11 節。
３ 主要恢復成全聖徒這件事，使基督身體的每一部分能依其度量而盡功用，作職事的工作，建造基督
生機的身體——12、16 節。
在職事信息摘錄裡，有一章說到，李弟兄提到六個點，說到我們如何將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我
在這裡不講，如何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如何把基督作我們的分供應到的人裡面，把祂追測不盡的豐富
供應給人，把神的奧秘供應給人，這一切都關乎我們如何把基督供應給人，把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
不只保羅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勞苦的人，他竭力奮鬥，要將人在基督裡成熟地獻上，使一個新人能被
興起。李弟兄他自己也對我們是這樣的榜樣。他不只是有恩賜的人，釋放美妙的信息，有很高的啟示；
他也是極其勞苦的人。幾年前，同工們跟我們分享，說到李弟兄的勞苦。他在中國，他帶領在一九四三
年煙臺的大復興。我在聽的時候非常感動，常常我們聽到煙臺大復興的情形，那真是讓人無法想像，神
在那裡作何等的事。但我們想，那就是突然發生，奇妙的情形就這樣發生了。那是個歷史，但是李弟兄
有一段勞苦的歷史。他花了三年的時間。一九三九年他遇到倪弟兄之後，他從倪弟兄得著了關於基督身
體的信息。他回到煙臺，他就實行倪弟兄所說的，那樣的記載告訴我們，從早上十點三十到晚上十一點
三十，他都在會所裡，每一天十三個小時。剛開始他與一些服事者禱告，然後他們就在想所有的聖徒都
要，那些特別是退後的，不冷不熱的，或者那些不盡功用的人，或者有一些積極的但沒什麼功用的，還
有一些好的人，他們就一個一個地去走訪所有的聖徒。與他們有交通，設法與他們交通，要如何勞苦，
使這個死沉的能夠活過來，那些沒有用的能夠有用。他們就勞苦，他們禱告，他們想想誰該去訪問，要
訪問誰。每一天晚上，李弟兄都邀請二十五個人到會所，他那時住在會所裡。他要人作飯，每天晚上他
就在那裡接觸聖徒，與他們交通，把基督的豐富供應給他們。作了三年，作遍了所有的整個召會。那就
是勞苦。你一天花十三個小時麼？我會累倒。我可能一個下午要休息。但是李弟兄就這樣勞苦，竭力奮
鬥三年之久。最後一九四三年，有一天早上，在主日早上，大家來在一起，聖徒們來，從那一天開始，
他們一連聚了一百天。沒有停止，每天聚，一百天，三個月之多。我沒有時間講，那一百天裡發生許多
事，沒有流程，但是那靈在那裡帶領。一百天之後，那靈帶領他們移民，一百位從煙臺移到華北，七十
位到內蒙古，然後三十位到西北，一百位聖徒出去了。四個月之後，一九四三年四月，那甚至使日本軍
隊、日本政府非常的震驚。這群人作了什麼，他們這麼有衝擊力。
親愛弟兄們，那不是一件神奇的世界，那是一個一些人在那裡勞苦，竭力奮鬥將人成熟獻上的結果。
不只是把更多的人帶進來，他們勞苦讓聖徒，每一個人都能夠活，每一個人都能盡功用能服事。無論如
何主有行動。我們都聽過，七十個到內蒙古之後，四月，那一年末了，超過四十處召會興起，就借著這
一群人，你相信麼？一個新人若能得成全，若都長成，主能作何等的事，主能在全地作何等的事。我快
快地結束。
肆 一個新人在我們靈裡借著重生而創造出來時，就器官而論是完整的；但因著新人在功用上還不完全，
就需要長大和更新——西二 19，三 10，弗四 11〜16、23〜24：
一 新人的長大帶進新人的功用。
二 新人只要缺乏長大和更新，就缺少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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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個新人需要長大並發展；結果，一個新人就會在功用上得以完全。
新人要盡功用。功用必須借著新人施行出來。新人沒有辦法完全盡功用，因為缺少長大。
伍 新耶路撒冷將是這一個宇宙新人最終的完成——啟二一 2、10：
一 神的目標乃是要得著這一個宇宙新人，至終這新人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二 我們在新耶路撒冷裡，就會享受這一個宇宙新人的生活。
三 今天我們思念在上面的事，並讓我們靈裡的新人有自由的通路，得以擴展到我們全人裡面，我們就
能預嘗一個新人的完成——西三 1〜2，弗四 23〜24。
阿們。好，與身旁的人有一點禱告，我們就分享。

第六篇 為著一個新人的實際與實行所需要的禱告
弟兄們，這是一篇很難釋放的信息，因為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題目，也就是說到禱告。禱告是那麼簡
單，就是一個小孩也會禱告。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他們能夠發出禱告，而那些禱告也可能得著答應。
但是另外一面，禱告也許是最奧秘、神秘的活動，特別是我們基督徒的活動，禱告是最奧秘的。今天下
午因著時間的限制，事實上，我們也經常很多次重複地說到禱告這件事。但是我很感謝主，弟兄們編寫
這篇綱要，包含了特別的一段，說到禱告。當我們在說，這一個新人的時候。這個篇題是“為著一個新
人的實際與實行所需要的禱告”。簡單的說，為著這一個新人有真正的實際，需要禱告。當然這裡所說
的不是任何一種的禱告，乃是某一種的禱告。為著的這一個新人的實行能夠作出來，在主的恢復裡能夠
作出這樣的一個實行，這種的禱告是需要的。正如我們講過的許多信息，我們都請求弟兄們，要與主合
作，也與釋放信息的弟兄合作。要放下，或者我們任何的想法和觀念，甚至我們的已過的經歷，都要放
下或擺在一邊，使我們也許能夠領受一些新的東西，特別的東西。我要說是領受從主領受更深的、更前
進的東西。
我有很深的感覺，今天地上要讓一個新人出現，有一種的禱告是必須形成的，必須有這樣一種在主
恢復的眾召會當中，出現這樣一種禱告的情形。我們不能只是作一點事，就產生一個新人。今天早晨我
們得著很實際的幫助，說作到接受基督作人位，也說到我們需要長大，需要為著別人的長大，在召會生
活中為著別人的長大竭力奮鬥。但是我要說今天下午，今天的這第三篇信息，我們來到一件非常中心的
事。我要根據這篇綱要，用三個辭來總結這篇信息，一個辭都包括三件事，請你們注意。如果你抓住了
這些，你就得到整篇綱要。這些辭不一定在綱要本身出現，是我裡面想到的。第一是質實。什麼叫作質
實呢？意思就是說，我們如何把禱告這件事，這麼深的、這麼奧秘的事，質實出來呢？這是神與人，人
與神之間的這件事如何實化呢？這一種的來往、流通，在神和人之間是那樣的高，那樣的深，但又是那
樣的真實。我們如何質實這樣的一種的實行或操練呢？或者禱告的應用。所以這裡我有三個點，那第二
個辭是條件或者光景。說到我們要達到某一種良好的情形，我們要禱告，直到我們進到那樣的情形裡。
但是我今天下午要反過來說，事實上，我們需要有某些的情形，某些的條件達到了，我們才能夠有正確
的、真正的禱告。如果我們沒有某一種的狀況和情形，我們的禱告也許是虛妄的，或者是無效的，無法
達到目標，或者無法達到神的目標。所以我們也要來看這三個條件或三種情形。第三個辭我要用的是返
照，返照。換句話說，這三件事，召會信徒必須回應、回應。我們在禱告祈求的裡面有三方面需要與屬
天的、天上的基督相呼應，祂在那裡盡祂天上的職事。這個時候，甚至可以說已過這二千年，祂一直在
盡這天上的職事，所以質實、條件和返照。
我首先要給你們對一件事有深刻的印象，這也是連於我昨天講的第二篇信息，說到新人的實際就是
神人生活的實際。那個實際，正如我們說基督身體的實際，那一個實際不是在空中，不是理論的，抽象
的。那個實際事實上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是在我們個人的生活和團體的生活裡擔負著這樣的一個
實際。當我們信徒以某種方式，團體地生活在一起，那一個生活就會帶著某一種的實際，會把一種的實
際擔負出來，使其成為可見的，可摸著的，仇敵也能看見，世人也能作見證。同樣的，關於一個新人的
實際，也是一樣。那個實際乃是一種生活，我要稱之為新人的生活。所以當我們說到召會，我們造了這
個辭“召會生活”。因著召會首先是基督的身體；第二，是神屬天的國，在實際上，神屬天的國；第三，
是神的居所或神的家人。所以我們可以說，今天的召會生活就是身體生活，身體生活就是召會生活的實
行，我們也可以稱之作國度生活。這是羅馬十四章，神的國不在於吃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
的喜樂等等。這給我們很清楚地看見召會生活就是國度生活。第三，我們說召會生活乃是真正的家庭生
活，就是神的家庭，我們都是神家裡的人。但是這個週末，我要可能引進一個新的辭到主的恢復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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