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为着召会的扩展， 
并且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但的诡计 
(国际长老负责弟兄训练)2018/12/17-12/23 

Ⅰ．神圣生命的涌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

直涌流到今天，乃是唯一的水流，为着神的目标，就是建造
召会作祂团体的彰显： 
Ａ．当我们让主在我们全人居首位，使祂作我们起初的爱，
祂对我们就成了神圣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并从我们里
面流出，作为起初所行的；起初所行的乃是由主作我们起初
的爱所推动、从祂流出并彰显祂的工作。 
Ｂ．只有由起初的爱所推动的工作才是金、银和宝石。 

Ⅱ．召会基本的原则是永远的、宇宙的，所以，召会必须在
地上不断地扩展；召会的长大和召会的建造就是基于这个
扩展：                                         【月】 
Ａ．召会的扩展，乃是借着主生命的长大以及主生命的流出，
就是生命的涌流而有的。 
Ｂ．当召会一扩展时，错误的观念——无论是地域的、种族
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就都冲破了；借着扩展，所有的封
闭就被除去。 
Ｃ．行传八章给我们看见，召会扩展的第一步乃是到撒玛利
亚，第二步是到埃提阿伯，到非洲；这表明我们必须将福音
传给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因为召会是宇宙的，
召会需要扩展。                                 【火】 
Ｄ．行传九章给我们看见神拣选扫罗（后称保罗），这与人
的观念相反；我们人狭窄、错误的观念需要借着召会的扩展
来冲破、来打碎；我们必须相信，一个人在一小时前反对召
会，一小时后却能传福音。 
Ｅ．行传十章指明，主在地上的福音行动，是在祂天上宝座
行政的管理之下，并且福音需要扩展到居人之地的四方，聚
拢各类不洁净（有罪）的人，借着基督救赎的血洁净他们，
并借着更新人的圣灵洗净他们。 
Ｆ．行传十三章启示，安提阿的召会中事奉主的五位申言者
和教师，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各有不同的背景、教
育和身分；这指明召会是由各种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组成
的，与他们的背景无关，也指明神将属灵的恩赐和功用赐给
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是根据他们天然的身分： 
①借着基督身体上这五位忠信并寻求主的肢体，主采取一
大步骤，分别巴拿巴和扫罗，为着祂将国度的福音开展到外
邦世界的工作和行动。 
②这完全是借着基督身体上那些忠信并寻求主的肢体，在
地上与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凭着那灵、在那灵里并同着那
灵的行动。 
Ｇ．在使徒保罗第一次扩展福音的行程中，他到了居比路，
然后到小亚细亚，设立了好几个地方召会。 
Ｈ．当保罗和巴拿巴分手后，他就第二次出外尽职，到了欧
洲（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哩亚、雅典、哥林多，之后经
过以弗所，回到安提阿）。 
Ｉ．保罗第三次的行程是从安提阿到加拉太、弗吕家、以弗
所、马其顿和希腊，再到耶路撒冷。 
Ｊ．保罗第四次的行程是从该撒利亚到罗马。        【水】 

Ⅲ．我们必须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但打岔召会扩展和建
造的诡计，并保守自己在时代的流中，为着建造祂的身体： 
Ａ．我们必须蒙拯救，脱离外面死的规条、人的意见、己同
其老旧的观念；我们中间什么人受主怜悯，什么人就在这些
事上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有多少，召会建造也有多少。 
Ｂ．我们必须从彼得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我们宗教传
统和老旧背景的帕子，使我们能看见神永远经纶的异象并
活在这异象之下，以持守福音的真理。 
Ｃ．我们必须从巴拿巴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人的意见
和天然的关系——同工中因着人事关系而起的争执是可怕
的；当切记！ 
Ｄ．我们必须从亚波罗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缺少神新

约经纶完整启示的职事，免得不与时代的职事完全是一。 
Ｅ．我们必须从行传十六章六至十二节保罗的事上学习功课；
这些经文指明，作工的人到一个地方一“作”下来，就有“坐”
下来，甚至“座”下来，而不肯动的难处；老旧的关系、老
旧的感情、老旧的味道和老旧的观念，使我们不能跟随内住
之灵内里的引导： 
①圣灵禁止保罗和他的同工，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圣灵的禁
止分别我们、圣别我们，而耶稣的灵或者许可我们，或者不
许我们。 
②圣灵说，“不”，为要圣别我们，耶稣的灵说，“去”，
为要在耶稣的人性里差遣我们出去，在十字架下完成神的旨
意。                                            【木】 
Ｆ．我们必须从保罗身上学习功课，实行身体的生活，把那
灵借着基督身体一些肢体所说的话，当作从元首来的，接受
并顺从。 
Ｇ．我们必须从雅各的错误，以及在耶路撒冷召会里那蹂躏
召会的搀杂，学习功课： 
①耶利米说到那能写在我们心上的生命之律，保罗说到我们
灵中生命之灵的律，但雅各宝贵并高举字句的律法。 
②保罗说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凭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模成
基督的死；乃是这样的生活产生基督身体的生活，终极完成
于新耶路撒冷。 
③在神圣启示的光中，基督的十字架乃是雅各最大的缺欠；
自我的修养不能完成神的经纶，否认己才能。 
④雅各夸口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有多少万的犹太信徒都为律
法热心；但保罗热心赢得基督、给人看出在基督里、认识基
督、取得基督、追求基督、只高举基督，为要最完满地享受
基督。 
Ｈ．我们必须从保罗身上学习功课，蒙拯救脱离犹太教作法
与神新约经纶的混杂；这混杂不仅是错误的，在神眼中也是
可憎的。 
Ｉ．我们必须从保罗上诉于该撒的事上学习功课，他利用他
罗马公民的身分，救自己脱离逼迫他的人，使他能完成尽职
的路程： 
①保罗乐意为主牺牲性命，但他仍然竭力要活得长久，使他
尽可能完成主的职事。 
②神在祂的主宰权柄里拯救保罗，为要将他从一切的险境和
陷害里分别出来，送到安静的牢狱；这使他无论在该撒利亚
或在罗马城，得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将他从主所得神那新
约经纶的奥秘启示，借着他末后所写的几封书信，详尽地释
放给历代的召会。 
③历代的召会所受惠获益于这几封书信的，需要整个的永世
来估量其价值。 

Ⅳ．我们众人都该跟随使徒保罗的榜样，为着那独一的身体，
作同一宇宙的工作： 
Ａ．主恢复的工作乃是为着建造众地方召会，以建造基督宇
宙的身。 
Ｂ．今天的工人分四种： 
①头一种是应付神今日时代职事需要的同工；这班人是同心
合意，经神对付过的少数人。 
②第二种是后进的同工，他们愿意顺服年长同工的引导、支
配，并愿意谦卑跟随学习。 
③第三种是不肯服从前面先进的同工，又不属于公会，却又喜欢
与我们交通的人。 
④第四种是在公会中的传道人、自由布道家等。 
Ｃ．我们今天需要的，乃是头一种与第二种的同工；关于第
三和第四种同工，我们只能让他们拣选他们自己的道路；有
些人，神没有预备安排他们与我们走一样的路，我们对他们
不敢有怎样的表示。 
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乃是作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分工作；
至于别人的工作如何，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在此并不破坏别
人的工作。                              【金】【土】 



Crucial Point①：一个神圣的水流， 
在积极的一面是产生金、银、宝石， 
在消极一面是冲破人种的封闭观念 

OL1“积极面”:当我们让主在我们全人居首位，使祂
作我们起初的爱，祂对我们就成了神圣的水流，在我
们里面涌流，并从我们里面流出，作为起初所行的；
起初所行的乃是由主作我们起初的爱所推动、从祂流
出并彰显祂的工作た。只有由起初的爱所推动的工作
才是金、银和宝石。 
约 4:14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
入永远的生命。 
OL2“消极面”:当召会一扩展时，错误的观念——
无论是地域的、种族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就
都冲破了；借着扩展，所有的封闭就被除去。 
西 3: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
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
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圣灵这水流的涌流，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这
与我们肉身血液的循环相似。血液一直从身体一
部分流到另一部分，然后再流回来。圣灵的水流就
是这样，作为身体的交通，在这地上在圣徒中间涌
流。 

从水流的流通产生金、珍珠和宝石。请看创世
记二章的图画，这些珍贵的材料是为着建造神的
居所。水流所到之处，就产生为着建造召会的材料。
请看旧约里神的居所—帐幕。在大祭司的肩上和
胸牌上有宝石镶在金子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召
会是用金、银、宝石所建造的。这些材料是出于圣
灵水流的涌流。启示录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全城
是由金、珍珠和宝石建造而成的。这一切材料是如
何产生出来的？乃是从神圣生命水流的涌流而来
的。哪里有神圣生命的水流，哪里就会产生一些材
料，一些宝贵的材料，为着建造召会。你我绝不能
产生为着召会建造的材料；唯有神圣生命的流，圣
灵的水流，能作这事。这流经过历世历代，今天仍
在涌流；这流所到之处，就产生金、珍珠和宝石，
来为着神的建造。 

召会的扩展，能冲破许多障碍，消除许多弊病。
然而，有许多召会兴起的地方，却是心肠狭窄的，
比方耶路撒冷就是如此。在那里，有许多旧约的遗
传、教训，使他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他们
故步自封，藐视任何人，并且不和任何人来往。…
…当召会一扩展时，这些错误的观念，就都被冲破
了；无论是地域的、种族的或彼此歧视的观念，召
会一扩展，这一切就冲破了，就都没有了。 

借着扩展，所有的封闭就被除去。新约给我们
看见，耶路撒冷的召会兴起不久，神就将一块大石
头丢在他们中间。那实在是块大石头，好似大“炸
弹”一样，把他们都击打分散了，逼得他们离开耶
路撒冷。这是神的手，因为召会不是犹太的，不是
耶路撒冷的；召会乃是宇宙的。 

应用：青职/硕士篇 
喝解你干渴的生命水就是为了使生命水在你里

面成为源泉，涌流出来。你必须为六种新人（福音
朋友、刚得救的人、变软弱的人，久不聚会的人、基
督教团体里有寻求的信徒、搬家过来的人、家人）
祷告，使生命水流向他们，你不能让生命水的涌流
停止。你需要坚定持续传福音、让生命水持续涌流。 

在这流中，积极的一面是带有为了建造召会
的金、银、宝石，消极的一面是除去所有封闭。日
本人有岛国的本性，在无意识中有强的排他倾向。
这与日本是岛国的地理原因和江户时代闭关锁国
了二百年以上的历史有关。日本人凭借自己的努
力是不能改变这个排他的本性。可是，神圣的水流
能冲破排他的本性和差别对待的错误观念。 

在事业或研究上，如果停留在地域或者种族
的领域，你必定会失败。不能达到全球化水平的人
无法被珍赏。无论是工作上的成功，还是研究上的
成功，你必须从地域和封闭的本性里出来。例如，
在科学研究上，科学或自然的期刊是世界上最优
秀的论文杂志，刊登在上面的论文在全世界被高
度评价。另外，如果不全球化开展事业的话，绝对
不能持续成长。 

这样来看，留在召会生活的水流中，和弟兄姊妹
们一起传福音，供应他人生命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使
你受成全、工作成功、成为成功的研究者所必须的战
略依据吧。 
弟兄的见证：我以前作为副总裁（VP），在美系全球
化大型企业工作。工作的时候，多次被美国的董事长
和年长的 VP等问道，“日本分公司（500强）中，为
什么只有你没有日本人封闭的本性呢？”那时，我这
样回答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在教会中长大，因为
教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自然就培养了多样性
（多样性的包容力）”，或者说，“我的妻子是台湾
人，我每天都吃中华料理。”感谢主，主在神圣的水
流中，慢慢地除去了我封闭的本性，逐渐用金、银、
宝石变化了我。因此，我能和美国本部的社员好好交
流，成功地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投资。  

祷告：“哦，主耶稣，我每天都享受主，每周都为了
福音和牧养出去并供应生命。希望我能坚定持续地
实行涌流生命的召会生活！只有在这生命的流中，
我那封闭的本性才能被除去。希望我能得成全成为
对神和对人有帮助的人。感谢赞美主。阿门！” 

诗歌 614 召会 ― 建造 (英 846) 
1.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切求，恩主，灵能交流！ 
甚愿一反已往，  推倒铁壁铜墙， 
灵能交流通畅，  灵能交流！ 

2.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恳求，恩主，灵能交流！ 
不再自满自负，  不再作茧自缚， 
灵能交流无阻，  灵能交流！ 

3. 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 
我今祈求，恩主，灵能交流！ 
不再不凡自命，  不再自觉聪明， 
灵能交流不停，  灵能交流！  



Crucial Point②：为了建立婚姻生活，建造召会， 
价值观需要被更新 

OL1:我们必须受主怜悯，蒙拯救脱离撒但打岔召会

扩展和建造的诡计，并保守自己在时代的流中，为

着建造祂的身体。 

我们必须蒙拯救，脱离外面死的规条、人的意见、

己同其老旧的观念；我们中间什么人受主怜悯，什

么人就在这些事上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有多少，召

会建造也有多少。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

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

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21 我不废弃神的恩。 

召会扩展首先遇到的难处，是犹太教的限制和

捆绑。当时犹太地信主的犹太人，仍保有犹太教的

遗传；他们用犹太教的眼光和主义看待召会。…犹

太人自以为他们的律法、规条和礼仪，都是出乎神

的，是敬虔的，所以自认最能遵守神的话。撒但就

利用这点，限制了召会；这个限制非常厉害。 

从召会两千年的历史，我们看见，每一次召会

的扩展，都是因着召会得着了一个能力；而这个能

力在一班认识神的人身上，冲破了那些宗教的仪

式、规条、和死的字句。 

一面我们固然该遵守圣经，照着真理的教训，

在圣经的光中生活行事。…另一面，我们要问，这

些圣经的知识、真理的亮光，是死的还是活的？如

果那些不过是死的字句，就会完全限制、拦阻召会。 

应用：婚姻生活篇 

丈夫和妻子是基督与召会的预表。你在日本

文化的观念里来实行婚姻生活的话，就会失去神

的祝福。 

例如，照着日本人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容忍

因着个性不同而造成的不忠行为或离婚。但照着

神圣的启示，个性不同或任何其他的理由都不能

成为接受不忠行为的理由。对于这件事，不能接受

任何借口或理由。丈夫和妻子是基督与召会的预

表，绝不能容忍不忠行为。你作为基督徒，必须明

白，无论有什么理由神都不能接受不忠行为。在这

样的理解下，必须要把婚姻生活建立起来。 

你需要更进一步，从你所有的旧观念中蒙拯

救。为了建立幸福的婚姻生活，你应该要了解配偶

的优点并欣赏这一点。此外，关于配偶的缺点，你

必须明白你也有缺点，不要责怪配偶的缺点。基本

上，婚姻生活的建造，不应该是用减分方式，而应

该是加分方式。无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你都有责

任积极的建立自己的婚姻生活。 

带着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丈夫）被问从你的

妻子得了什么益处或帮助，你能马上回答吗？如

果你不能马上回答，说明你对于妻子因着有自己

的旧观念，而没有得到神完全的祝福。已婚的丈夫

需要从男尊女卑或其他自己对于婚姻的规条中蒙

拯救。借着心思的更新，从旧的价值观释放出来，

需要有与基督和召会的价值观相配的婚姻生活。 

創世記 2：18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

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 

弗 5：28 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

己的身体；爱自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了。 

另外，如果问你（妻子）在哪个点上帮助丈夫，

你怎么回答？根据圣经，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所

以请带着这样的观点建立婚姻生活。 

箴言 12：4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贻羞的妇

人，如同丈夫骨中的朽烂。 

14：1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31：10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

珠宝。11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12 

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 

31：26 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慈爱的法则。

27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28 她的儿女起来称

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29 行事有才德

的女子很多，惟独你超过众人。 

30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

的妇女，必得称赞。 

以弗所书 5 章 22 节到 6 章 9 节说到伦常关系

中所需要的生活。第一个是丈夫和妻子，其次是孩

子和父母，接着是说到奴仆和主人。这说明建立婚

姻生活是你养育儿女等家庭生活、在职生活、研究

生活的基础。你的婚姻生活蒙祝福，你的家庭生活、

在职生活、研究生活等所有的生活都会被祝福。这

是为着使你最终成为整个以弗所书的主题，一个建

造召会的人。 

你要祷读上面提到的关于婚姻生活的经节，默

想这事并祷告。另外，要向主承认从自己旧观念而

来的价值观，并对付。这样在你心思中关于婚姻的

价值观就会被更新。 

诗歌539 里面生命的各方面̀ ―新心与心灵(英743) 

1. 神造我们作祂器皿，乃为彰显祂丰盛； 

要我爱祂，为我造心；要我接受，且造灵。 

2. 我们应该用心爱神，也该用灵接受神； 

要得神作我们生命，非此无法能入门。 

3. 撒但败坏我们的心，也弄死了我们灵； 

使我不能与神接触，反倒靠赖己生命。 

4. 因此，主在祂救恩里，更新我的心与灵； 

恢复了我爱的心情，并我接受的本能。 

5. 乃是借着更新的心，我们爱神，渴慕神； 

且是借着更新的灵，我们拜神，接受神。 

6. 对神，我们的心应当 诚实、清洁又单纯； 

并且我们的灵该是 贫穷、寻求且温顺。 

7. 神阿，保守我心爱你，常是新鲜、无陈迹； 

并使我灵刚强、活泼，永以新样接触你。  



第一系列 高品福音(新人/中高生篇) 

第一题 人生的奥秘 

罗马书 9:23 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
的器皿上，彰显祂荣耀的丰富； 

罗马书 10:9 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祂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神的计划 

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与人发生极大的关
系，这个计划圣经称作神的经纶。 

神的经纶就是神对人全盘的计划；它解释人的
来源、终局与生存意义。如何能认识神的计划？ 

人被造是为盛装神 

您被造不是为盛装食物在肚腹里，也不是为
盛装学问在头脑里，乃是为盛装神在您的灵里。 

罪进入人里面，叫人堕落 

罪叫人的灵死亡，叫人的心思背叛，叫人的
身体犯罪。虽然人自古想尽一切方法，要脱离犯
罪，但人不能救自己。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 

祂作为神的羔羊而死，除去世人的罪；作为
铜蛇而死，毁坏古蛇－撒但；作为一粒麦子而
死，释放神圣的生命。 

神的分赐为使人重生 

神‘成了’肉体，降生为人，称为耶稣。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主‘成
了’那灵，从死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末后
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灵既是‘赐生命
的灵’，就带着生命，把神分赐到相信祂的人里
面。 

现在你该作什么？ 

一 心归向神－悔改 

悔改乃是‘心思转变’。“你们要悔改，因
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马太 4：17） 

 

二 相信－接受 

相信就是接受。“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
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约翰 1：12） 

三 承认－求告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
人中复活，就必得救。”（罗马 10：9） 

四 受浸－见证 

受浸是在人面前作见证。所有相信的人都应
该受浸，好叫他们不但在神面前得救，也能在人
面前得救。借着受浸，神把我们从撒但的国度，
迁到神的国度里。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
国。”（约翰 3：5） 

现在请你祷告： 

“主耶稣阿！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求你
进到我的灵里，除去我的罪，充满我，叫我得有神
的生命。我现在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生命。我把自
己奉献给你。奉主的名求，阿们！” 

诗歌附４ 福音—人生的奥秘 

1. 人是神造的容器，有灵有魂又有体。 

神要作人的內容，从人显出祂光荣。 

2. 人原有神的形像，身分地位何高尚； 

还须有神的生命，得以分享祂性情。 

3. 基督乃是神显出，为人受死，將人赎； 

復活成为生命灵，进入人灵作生命。 

4. 人的生存无基督，一切尽都感虚无： 

失缺人生的意义，无指无望，无目的。 

5. 接受基督作生命，人就灵里得重生； 

时时凭祂而生活，虚空人生变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