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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一、2 月 3 日周五晚 Rider 大学校园聚会来了 6 位
Rider 大学的福音朋友，请继续为 Rider 校园的福音
开展祷告，特别为校园服事者（常弟兄一家，董志
忠弟兄一家，小丽姊妹，葛俞弟兄等）代祷，愿主
在 Rider 校园得着繁殖扩增。
二、2 月 4 日周六教会服事弟兄们早上来到会所一同
祷告交通，结束后一同前去看望赵薇姊妹，请为姊
妹手术后的身体恢复祷告。
三、2 月 4 日周六 Anna 姊妹打开在 Robinsville 的
新家，邀请有小孩子们的妈妈和家庭前去爱宴和交
通，午餐后大家一同带领孩子们唱儿童诗歌，享受
甜美的召会生活。
召会追求进度
一、晨兴圣言：第四篇 基督的扩增是为着召会的
扩增与开展，乃是借着同心合意，连同祷告、那灵、
话与家
二、现场听抄：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683
三、纲要经文：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675
四、新约读经：使徒行传 16 至 20 章
五、旧约读经：以西结书 25 至 32 章
六、背诵圣经：歌罗西书三章 12-18 节

所以這個同心合意，是為著基督的擴增，召會的擴增與開展
的鑰匙，以及開啟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所以要新約
的一切的祝福再一次被釋放出來，要主能夠有一個強而有力
的擴增與開展，就象使徒行傳早期所作的一樣。我們主在等
待著我們的同心合意。

二 我們要有同心合意，就需要顧到同一件事；在主恢復裡
的同一件事，唯一的事，乃是神永遠的經綸，以基督為中心
和普及——西三 10～11:
我們要有同心合意，就需要顧到同一件事。這是何等地幫助
我們。我們要看見並且顧到同心合意。我們需要顧到同一件
事。在主恢復裡的同一件事，唯一的事，乃是神永遠的經綸，
以基督為中心和普及。
貳 使徒行傳給我們看見，神命定為著執行神的行動以成就
祂新約經綸的路，完全是憑著三個主要的實質——禱告、那
靈與話：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人。
徒 4:31 祈求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
放膽講說神的話。
徒 6:4 但我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並盡話語的職事。
徒 6:7 神的話擴長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的數目大為繁增，
也有大群的祭司順從了這信仰。

所以，你非常寶貝這個點麼？這完全是憑著三個主要的實質。
完全就是借著禱告、那靈與話，沒有別的小點，所以，在這
2016 国殇节特会第四篇
裡有這三件事，我們需要在禱告中勞苦；我們在對付那靈的
基督的擴增，為着召會的擴增與開展， 乃是藉着同心合意，
事上，要殷勤；並且在主的話上是要勞苦。
連同禱告、那靈、話與家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次特會的總題，基督的擴增，為著召會
一 禱告、那靈與話，是主恢復中能力的三個實質——一 8、
的建造。我們看見在使徒行傳的繼續裡基督的擴增；我們看
14，四 31，六 4、7，十二 24，十九 20。
見約翰福音所描繪基督的擴增；並且看見基督的擴增是為著
所以在這些引用的經節裡面，乃是作為見證人，他們在同心
召會的擴增，這乃是借著按照擴增的律供應生命給人；我們
合意裡禱告。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他們同心合意，堅定持
要來到第四篇，來看見基督的擴增，為著召會的擴增與開展，
續；被那靈充滿，四章三十一節；六章四節，堅定持續的禱
乃是借著同心合意，連同禱告、那靈、話與家。
告，盡話語的職事；六章七節，神的話擴長起來，並且門徒
的數目大為增長；
壹 我們要有基督的擴增，而使召會得以擴增並開展，就必
須同心合意；
二 我們該禱告，使我們有那靈作能力來傳播主話——六 7，
十二 24，十九 20，提前二 1～4、8，弗六 17～18，參提前
五 17～18：
所以，這些經節給我們看見，借著禱告，我們就能夠有那靈，
在經綸上為著擴展主的話。
1 我們必須使自己被聖言所浸潤、構成甚至泡透；我
們若有負擔傳福音，就必須進入主的話，成為認識主話的
一 同心合意是開啟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應用一就
人——西三 16。
是保守一，而保守一就是實行同心合意——徒一 14，二 46，
歌羅西書三章十六節，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裡面。
四 24，五 12，十五 25，腓一 27，弗一 3，羅十五 29。
在這裡這個“住”的詞，就是指明主需要安家，需要累積在
我們裡面，也需要有基督這個擴增的這些累積在我們的裡面

徒 2: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在殿裏，並且挨家
挨戶擘餅，存著歡躍單純的心用飯，
西 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
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
切，又在一切之內。

這就使主能夠傳輸到我們裡面。
2 我們應當求主把我們全人帶進光中，受祂對付，成為有
能力，在素質上和經綸上，裡外滿有那靈的人——弗五 18，
徒二 38，五 32 下，四 8、31，十三 9、52。
很簡單的，我們在這裡看這裡的經節。我們看見那靈乃是一
個恩賜。那靈是所賜給我們的恩賜。所以我們能夠因著摸著
那靈和那靈的內住，就象之前一篇資訊所講的，我們就能夠
被帶到光中，我們就能夠接受潔淨，而成為這樣的一種人—
—那就是主能夠內住和外在充滿我們，並且使我們能夠為祂
講話，以得著基督擴增的人。
三 使徒行傳給我們看見，使徒們從來沒有不禱告而發起任
何工作；——一 14，二 1～4、16～17 上，四 24～31，十 9
～16，十二 4～14，十三 1～4，十六 23～26，二二 17～21：
所以關於禱告，在這個綱要裡，說到使徒行傳給我們看見，
使徒們從來沒有不禱告而發起任何工作。每當他們想要作一
件事，他們乃是借著禱告停下自己，給神一條路進到他們裡
面充滿他們，並浸透他們全人，使他們一切的活動都是行動
之神的活動。
有的人要問說，為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禱告呢？特別主已
經所有都知道了，我們的需要祂都知道了，祂也知道這個結
果會是什麼，那為什麼還要禱告呢？我們有三個原因需要禱
告。第一，我們是一無所是的，我們也是一無所能的。在神
以外，什麼都不能作，所以我們需要禱告。第二個禱告的原
因，就是雖然我們一無所是，但是神沒有我們就一無所作。
祂沒有我們和我們的禱告，祂就一無所作。第三個我們需要
禱告的原因，就是借著禱告，祂與我們相調，為著基督的擴
增，也為著召會的擴增。所以，我們需要是那些是禱告的人。
叁 在家裡聚會，乃是基督徒聚集的作法，符合神新約的經
綸：
徒 5:42 他們每日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
耶穌是基督為福音。
林前 16:19 亞西亞的眾召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
並在他們家中的召會，在主裏多多的問你們安。
林前 14: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
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啓示，或有方言，或有
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一 這與猶太人在會堂裡聚集的作法不同：
挨家挨戶，就是從一家到另外一家，每一個家，一家挨著一
家，一家接著一家，包括所有的家。換句話說，眾聖徒都有
能夠有分於基督在他家裡的擴增。這就是操練在家裡小的活
力排。所以。
二 這成了眾召會中持續且普遍的實行——參羅十六 5，林
前十六 19，西四 15，門 2。
這些經節，我們看見亞居拉、百基拉。在這裡，亞腓亞和亞
基布他們都在腓利門的家中聚會。所以在這裡，我們看見是
專一、專特和主要的講到聚會是在家裡。
三 召會擴增與開展的基礎乃是在家中建立小排、活力排聚
會：

召會擴增與開展的基礎和憑藉，乃是在家中建立小排，建立
小的活力的排。所以，在這裡百分之八十的召會生活，就是
在家。
1 家中的小排能留住人。
唯有在家中，才能夠有屬靈的生活，能夠留住人。所以，家
是成為良港，家成為一個幼稚園，也成為小學。年長的聖徒，
這些灰心冷淡、退後的，能夠被恢復，乃是家中。大專的學
生能夠被接觸，也能夠被接納在家中。年輕人能夠對召會有
召會感，也是在家中。這些兒童，兒童排，能夠聚集在一起，
父母能夠被聚集在一起。家，家，家，能夠為著基督的擴增，
為著召會的擴增留住人。
2 小排是家庭培養性質，召會集中聚會和職事聚會是學校
教育性質；召會要走得好，我們就必須有小排聚會，為著家
庭培養；也必須有集中聚會，以教導真理——參林前十四
26，徒十九 9 與注 2，二十 7～9，二八 30～31:
當我們在這裡說集中聚會的時候，這是與大聚會不一樣的。
我們講大聚會這種一人講眾人聽，就是在那個召會聚會裡對
大部分人，在這裡一般來說，是一個人主要在那裡盡功用。
這就是所謂的大聚會。但在集中聚會的時候，全召會聚集在
一起，為著召會某一種特別的需要，在這裡有供應的節能夠
釋放一些負擔，也在這裡為著教導聖徒。這兩者之間是有不
同。我們需要召會的集中聚會，我們也需要在家中聚會。而
與之有區別的，我們不應該有一種取代人的大聚會。
3 小排在“守”一面的功用是托住、挽回弟兄姊妹。
所以我們的家，是成為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情形，象伯大尼一
樣，拉撒路這些死人能夠被覆起。然後，我們知道乃是借著
個人邀請人到我們的家裡面，那些冷淡、退後、灰心的聖徒，
有特別需要的聖徒，就能夠來，能夠在這裡接受，熱切地歡
迎他們到家裡面，他就能夠被恢復，聽到他們說話。
4 小排在“攻”一面的功用是傳福音。
我們弟兄說，若是沒有這樣“攻”一面的功用，我們的後門
比前門大，所以人就跑出去了。所以小排在“攻”一面的功
用是傳福音。
所以乃是在家裡面，我們能夠顧到我們的耶路撒冷，我們能
夠摸到我們的家人，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同事，我們的同學。
我們能列出我們所接觸的人，來列出，而且一起在配搭裡出
去接觸人，把他們帶到家中。所以福音也能夠持續不斷地得
著傳揚，這是借著我們家裡每一個聖徒。每隔一周這個家裡
就要傳福音。這就使我們的喜樂滿足。我們弟兄說到要在家
裡的聚會，特別是在這傳福音的這件事上，就讓那靈能夠說
話。象一個分賜、溫柔的鴿子一樣，在這裡分賜生命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