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30-2.5          帶進神的國（2）國度的操練爲著召會的建造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6

Ⅰ．在馬太十六

章，啓示召會建

造的路，以及這

建造的仇敵： 

Ａ．基督，活神的兒子，要在祂自己這磐石上，並以彼得這樣經過變化的人爲石頭，建造召會。 

馬太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兒子。17 耶穌回答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血肉之人啟示了你，乃是我在諸天之上的

父啟示了你。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Ｂ．陰間的門，就是撒但黑暗的權勢或能力，攻擊召會，要攔阻主建造召會。 

Ｃ．主要建造召會，就必須經過死

並進入復活： 

１．召會是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產生的。 

２．建造召會的路，乃是藉著釘死和復活。 

３．惟有藉著釘死而在復活的範圍裏，召會才存在並得著建造。 

Ｄ．彼得憑好心責

勸主，想要阻止主

去耶路撒冷釘十

字架： 

１．想要攔阻主建造召會的不是彼得，乃是從陰間的一個門，就是從彼得的己這個門出來的撒但。 

馬太16:23 祂卻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面去罷！你是絆跌我的，因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２．己、心思和魂生命，乃是撒但藉以出來，攻擊並破壞召會主要的門。 

馬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 

2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 

2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有甚麼益處？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魂生命？ 

 

 

 

 

 

 

 

 

Ⅱ．召會的建

造，在於運用三

把鑰匙關上陰

間的門： 

 

 

 

 

 

 

 

 

 

 

 

 

 

 

 

 

 

Ａ．我們需要學

習運用否認己

這把鑰匙： 

 

 

 

 

 

 

 

 

１．肉體乃是被罪這撒但的性情所敗壞之受造的身體；己是受造的魂加上屬撒但的心思，也就是撒但的心思。 

２．當撒但的心思、

思想注射到人的魂

裏，人的魂就成了

己，就是撒但的具體

表現： 

ａ．夏娃把善惡知識樹的果子喫進她身體裏以前，撒但的思想、心思就已經注射到她的魂裏。 

ｂ．夏娃的心思被撒但的思想所毒化之後，她的情感被挑動；接著，她運用意志作了決定，要喫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 

ｃ．到這時候，她魂的每一部分—心思、情感和意志—都被毒化了。 

ｄ．己是魂生命的具體表現，魂生命又藉著心思發表出來；因此，己、魂生命和心思乃是三而一的。 

ｅ．這三者背後乃是撒但，他操縱己，爲要破壞召會。 

３．己就是那向神

宣告獨立的魂： 

ａ．主不看重我們所作的，乃看重我們倚靠祂。 

ｂ．基督身體的仇敵就是

己；因著己是獨立的，所

以己是基督身體建造最大

的難處，最大的攔阻和反

對： 

（1）我們不僅要倚靠神，也要倚靠身體，倚靠弟兄姊妹。 

出17:11 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12 但摩西的手發沉，

他們就搬一塊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個

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13 約書亞用刀擊敗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2）主和身體乃是一；因此，我們若倚靠身體，也就倚靠主，我們若向身體獨立，我們向

著主就自然而然是獨立的。 

（3）當我們倚靠時，己就消失，我們就沒有己，而有主的同在，並且滿了平安。 

（4）只有當己藉著十字架完全被對付，我們才能摸著基督身體的實際，而認識身體。 

 

４．以下是己的一些

表顯： 

 

ａ．野心、驕傲與自高。馬太20:27 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奴僕。腓立比書2:3 凡事都不私圖好爭，也不貪圖虛

榮，只要心思卑微，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ｂ．自義、自是，以及暴露、批評和定罪別人。 

ｃ．內顧自己與輕看自己。 



 

 

 

 

 

 

 

 

 

 

 

 

 

 

 

 

Ⅱ．召會的建

造，在於運用三

把鑰匙關上陰

間的門： 

 

 

 

 

 

Ａ．我們需要學

習運用否認己

這把鑰匙： 

 

 

 

 

 

４．以下是己的一些

表顯： 

 

 

ｄ．當我們在己裏，就會被召會、帶領的人或聖徒得罪。 

ｅ．失望與灰心。 

ｆ．自愛、保留自己、自私自利以及自憐。 

ｇ．發怨言與起爭論。 

ｈ．基於天然口味和偏愛的天然感情（友誼）。 

ｉ．固執己見與持異議。 

ｊ．當我們在己裏，我們就是個人主義的與獨立的。 

５．我們若運用否認己的鑰匙來鎖住己，我們

就不可能被得罪；不被得罪的人有福了： 

ａ．假如我們會被得罪，就證明我們滿了己。 

ｂ．如果我將我的己鎖住，就無論你對我作甚麼，或者怎樣對待我，我都不會被得罪。 

６．我們需要學習，在各種情況中運用否認己

的鑰匙來鎖住己： 

ａ．不管情況是順境或逆境，不管弟兄們是愛你或恨你，你都必須鎖住己。 

ｂ．假如己被鎖住，召會就會得著建造。 

Ｂ．我們需要學

習運用背起十

字架這把鑰匙： 

１．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接受神的旨意；十

字架就是神的旨意： 

馬太26:39 祂就稍往前走，面伏於地，禱告說，

我父阿，若是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ａ．主耶穌不是像犯人一樣，被逼去釘十字架；祂乃是心甘情願的，因爲祂的十字架是神

的旨意。 

ｂ．主耶穌願意釘十字架，使祂的生命能藉著死釋放出來，好產生並建造召會。 

ｃ．十字架對主來說是極痛苦的，但祂不在乎這種受苦，乃在乎完成神的定旨。 

２．『就當…背起他的十字架』；這意思是，我

們不是被迫背十字架，乃是甘願背起十字架： 

ａ．我們的丈夫、妻子和兒女是神的旨意，因此是我們的十字架。 

ｂ．獨一的召會是神的旨意，在召會中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也是神的旨意；因此，背十字架就是背負

召會，並背負所有的聖徒，使我們有真正的一。 

３．我們不僅需要背起我們的十字架，也要背

著我們的十字架，也就是留在十字架上，天天

把我們的舊人留在十字架的了結裏： 

ａ．我們藉著主的釘十字架已接受神聖的生命；現今我們要在這生命裏得著建造，就需要

甘願並快樂的背起十字架。 

ｂ．我們不該顧到我們的口味、感受或感覺；相反的，我們只該顧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有真正的一。 

Ｃ．我們需要學

習運用喪失魂

生命這把鑰匙： 

１．救魂生命，就

是讓魂得著享受，

而取悅己；喪失魂

生命，就是使魂失

去享受： 

ａ．神乃是將人創造成一個需要享受的魂。 

ｂ．接受神到人的靈裏並藉著魂彰顯神，應該是人的喜樂和娛樂。 

ｃ．主耶穌在今世喪失魂的享受，使祂在來世可以得著祂的魂生命；我們也必須如此行。 

ｄ．我們若在今世救我們的魂生命，就要在來世喪失魂生命，但我們若在今世喪失我們的魂生命，就要在來世得著魂

生命。 

ｅ．我們需要愛主耶穌，恨惡並否認我們的魂生命，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２．我們若願意爲主、爲召會並爲眾聖徒的緣故，喪失我們現今一切魂的享受，別人就要得我們的餧養，並藉著我們得建造；這不是受

苦，乃是喜樂。 

３．我們現今若肯爲主的緣故喪失魂生命，就必拯救魂生命，在主回來時，就要拯救或得著我們的魂生命。 

希伯來書10:39 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遭毀壞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著魂的人。 

４．在國度顯現時得著國度賞賜，得以分享王的喜樂並治理地，乃在於我們在今世是救我們的魂生命或是喪失我們的魂生命。 

５．主顯現時，有些信徒要進去享受主的快樂，有些要哀哭切齒的受苦；進去享受主的快樂，就是我們魂的得救。 



經歷：①馬太十六章十八節題到門，十九節題到鑰匙。仇敵有門，但
我們有鑰匙。…仇敵的門雖然比鑰匙大得多，但是門仍然在鑰匙的控
制之下，正如一棟建築物的門是由鑰匙開關來控制的。…二十一至二
十六節不僅顯示了門，也啓示了鑰匙。 
第一把鑰匙是否認己。己是敞開的門，但否認己是關這道門的鑰匙。第二把
鑰匙是背起十字架。這意思是說，十字架是關閉己、魂和心思的一把鑰匙。
第三把鑰匙是喪失魂生命。因此，這裏的三把鑰匙是否認己、背起十字架和
喪失魂生命。我們每天都需要使用這些鑰匙。…己、魂和心思也是三道緊要
而主觀的門。假如這些主觀的門鎖起來，那麼執政的或掌權的就不能進來
了。 
婚姻生活篇：為了要建立婚姻生活，丈夫要愛自己的妻子、妻子要服從
自己的丈夫。丈夫愛妻子，就像每天給植物澆水，每天連同愛情澆灌肯
定與讚美給妻子。丈夫澆水的話，妻子的許多難處就沒有了。並且，妻
子應該要扶持自己的丈夫。但是，若是沒有實行這些事，己、魂和心思
這三重撒但的門就若隱若現，引起彼此的誤解、不滿及不適。感謝主，
得救的你有管治仇敵的門。這個鑰匙就是:ⅰ) 否認己、ⅱ) 背起十字
架、ⅲ) 喪失魂生命。建立婚姻生活,就要每天使用這三把鑰匙，將己、
魂和心思置於正確的管制下。若是藉著信心與恩典忠實地實行的話，你
就得以建立婚姻生活，發現得以從配偶得到莫大的幫助。哈利路亞！ 
②因著己是獨立的，所以己是基督身體建造最大的難處。我們不僅要倚
靠神，也要倚靠身體，倚靠弟兄姊妹。每當我們向弟兄姊妹獨立，我們
就在己裏，在獨立的魂裏。今天對我們而言，向身體獨立就等於向神獨
立。這不是道理上的事，乃是經歷上的事。你若核對你的經歷，就會發
現當你向弟兄姊妹獨立時，你覺得你向神也是獨立的。…有否主的同在，
乃在於你是否倚靠身體，是否與身體有正確的關係。你若與身體的關係
正確，你在每一個地方都會有主的同在。但是你若與身體沒有正確的關
係，就不管你在那裏，都不會有主的同在。 
學校生活（中高生）篇：學校生活要蒙福，你要帶著主的同在去學校。
經驗上來說，主的同在是在於你是否有身體的生活、倚靠身體。哪個
人都無法抵抗撒但，但是身體可以勝過撒但。你一定要過身體的生活。
因此，你要ⅰ) 一周七次每早與弟兄姊妹一同禱讀主話，為學校生活
禱告。ⅱ) 為了你自己每周有15～30分家聚會。ⅲ) 週六參加青少年
聚會，一同享受主。ⅳ) 聖別主日上午，參加青少年的主日聚會。你

若是實行這樣身體的生活，你就自然富有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會保守
你遠離各種誘惑或難以忍受的試煉。例如，保守你遠離因撒但唆使墮
落的同學而來的陰險霸凌、為了要保守遠離墮落的罪的誘惑，你需要
主的同在。許多人在這樣的情況中很容易遇到難以忍受的試煉而變得
非常軟弱，陷入試誘而墮落。但是感謝主同在的保守。在身體的生活
中，要享受主的同在、信靠主、過著蒙祝福的學校生活。阿們！ 
③我們可以談論許多建造的事，但是當有些事情發生摸著了我們，己
就敞開了門。因著我們向陰間是敞開的，就有一些東西從陰間—撒
但—出來。我們何等需要運用否認己的鑰匙來鎖住己！避免被人絆跌
的路，就在於藉著否認己來關鎖己。那些不被絆跌的人，有福了。…
如果我將我的己鎖住，就無論你對我作甚麼，或者怎樣對待我，我都
不會被絆跌。失望證明你在己裏面。…若是己被鎖住，我們就會有建
造。假如你使用否認己的鑰匙，其他的人或許會被絆跌，但你卻不會
被絆跌。反之，你會被建造，因爲你裏面的己已經被鎖住。我們都要
使用這把否認己的得勝鑰匙來鎖住己、魂和心思。否則，召會的建造
就會受阻礙。 
在職篇：在職生活中重要的階段、換工作時，你需要主正確的引導。
但是在這樣重要的時候，己很容易出來。己的門，實際上是陰間的門，
撒但會從那裏出來。然後，撒但用你的己，引道你到錯誤的方向。你
實際上要使用「否認己」這關閉陰間的門的鑰匙。呼求主名、得到恩
典，否認向神獨立而驕傲的己。這樣撒但就出不來，主的恩典就引導
你到義的道路。 
為了要實行這件事，你在職場遭遇各樣試煉前，每早必須要禱讀主話、
得復興。不可以認為早上因身體疲累，就一天不禱讀 15 分而用來睡
覺比較好，不可以翹掉每早晨的復興。你怎麼能說那天的一不小心，
試煉來了但己的門不會開呢？為了要過屬靈聖別的生活，帖前5章這
樣說： 
15 你們要當心，誰都不可以惡報惡，卻要在彼此相待，或對待眾人
上，常常竭力追求良善。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
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19 不要銷滅那靈，
20 不要藐視申言者的話， 
在職生活成功的祕訣，就是操練自己的靈、不住禱告、保持喜樂、凡事謝
恩，用否認己這鑰匙來關閉陰間的門。



 

５１６  
試練の中での慰め ― 主に信頼する 
 
１ 主に信らいするは 何とあまいこと， 

やくそくのうえに われ安そくする。 
 
(復) イェス，イェス，信頼する， その都度たしか; 
イェス，イェス，とうといイェス， 主は生けるかみ。 

 
２ イェスにしん頼して， とうとい血を信じる; 

いやし，きよめる血， 単純にしんじる。 
 
３ イェスにしん頼する， つみ，自己を解く; 

歓喜，安そく，いのち， めぐみを受ける。 
 
４ イェスにしん頼する， 何たるよろこび！ 

われは主とともに えい遠にいたる。 

# 516 
试炼中的安慰─信靠主 
 
一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祂话语作把握， 

安息在祂应许上面，只知主曾如此说。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试祂多少次； 
耶稣、耶稣，我的至宝，祂是活神不误事。 

 
二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祂宝血能洗净； 

信心简单，血有效验，疾病医治，罪洗清。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试祂多少次； 
耶稣、耶稣，我的至宝，祂是活神不误事。 

 
三  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救我远离罪与己； 

从祂接受无限恩典：生命、喜乐和安息。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试祂多少次； 
耶稣、耶稣，我的至宝，祂是活神不误事。 

 
四  何等喜乐，我能信你，至宝耶稣，我救主！ 

信你与我是在一起，一直一起到永古。 
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曾试祂多少次； 
耶稣、耶稣，我的至宝，祂是活神不误事。 

#568 
Experience of Christ - Trusting Him 

 

1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ake Him at His word;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know, Thus saith the Lord. 
 

(C)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o'er and o'er,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2 O how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rust His cleansing blood; 

Just in simple faith to plunge me, 
'Neath the healing, cleansing flood. 

 

3  Yes, 'tis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from sin and self to cease; 

Just from Jesus simply taking 

Life, and rest, and joy, and peace. 
 

4  I'm so glad I learned to trust Thee, 

Precious Jesus, Savior, Friend; 
And I know that Thou art with me, 

Wilt be with me to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