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国際長老訓練 
#3:丧失魂生命，有分于得胜者的被提， 

并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魂的救恩12/21-27 
OL Summary: 
Ⅰ. 我们若要救自己的魂生命，必丧失魂生命；但
我们若为主的缘故丧失自己的魂生命，必救了魂生
命: 
A. 主耶稣在路加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教导们徒，
要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并借着否认自己的魂生命来
跟从祂/救魂生命，就是让魂得着享受，不让魂受苦；
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痛苦/丧失魂生
命乃是丧失魂的享受；救魂生命就是保守魂在享受
中/否认己，是弃绝魂的欲望、爱好和选择/我们若
为主的缘故，在今世让我们的魂失去享受，就会叫
我们的魂在国度时代里得着享受；我们要与主同享
治理全地的快乐｡ 
B. 主在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至三十五节教导我们，在
跟从祂的事上要绝对，并要恨恶一切打岔、拦阻并
阻挠我们忠信跟从祂的事，甚至恨恶我们自己的魂
生命/信徒是地上的盐；他们的味道，在于他们对属
地事物的舍弃/信徒不愿舍弃今生一切的事物，就会
失去味道—他们在神国里的功用/信徒若是失去味
道，就是失去功用，用在田里就不合式，田表征召
会是神的耕地，带进要来的国度；堆在粪里也不合
式，粪堆表征火坑，宇宙中的污秽之地；他们已经
得救，免去了永远的沉沦，但他们不适合于要来的
国度，他们要从千年国的荣耀里被扔出去，撇在一
旁受管教｡』 
Ⅱ. 我们若丧失魂生命，就可以有分于得胜者的被
提: 
A. 我们要有分于得胜者的被提，使我们得以享受主
的巴路西亚（同在，来临），并逃避大灾难，就必
须胜过今天世人生活的麻醉影响/洪水以前的挪亚
世代，和所多玛遭毁灭以前的罗得世代，被邪恶的
生活所麻醉，其光景描绘出主的巴路西亚和大灾难
以前，世人生活的危险光景/我们作为主耶稣的跟
从者，需要在今世借着丧失魂生命，胜过世界放荡
生活的麻醉影响｡ 
B. 保全魂生命，与留恋属地、物质的东西有关/我
们留恋属地的东西，是因我们顾到今世魂的享受/
罗得的妻子变成一根盐柱，是因她留恋所多玛，回
头观望；这指明她贪爱并宝贝神即将审判并彻底毁
灭的邪恶世界/她虽被救出所多玛，却没有到达罗
得所到的安全地方/她没有灭亡，也没有完全得救；
她就像失了味的盐，被撇在蒙羞之地；这对贪爱世
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为着魂的享受而留恋
属地的东西，会使我们丧失魂，就是我们的魂会在
要来的国度时代失去享受｡ 
C. 路加十七章三十一至三十六节说到我们对被提
之呼召的反应/这些经文描述魂生命所行的，不是
有罪的事，乃是属地的事；主在这里的嘱咐与信徒
在实际生活上的得胜有关/活着的信徒是否有分于
得胜者的被提，在于他们对主呼召他们去的反应；
被提要隐秘且突然地发生/这呼召在我们身上不会
产生最后一分钟神奇的改变，而漠视我们先前在主
面前的生活/在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真正

所宝贝的；这宝贝若是主自己，我们就不会回头观
望/我们需要十字架作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灵
里与主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事物完全分开/某些人被
提，是因为他们胜过今世放纵自己之生活的麻醉影
响，使他们可以被提进入主巴路西亚的享受里｡ 
D. 主耶稣在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警告
我们要小心，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我们“得胜，
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得胜，能”，即有力量和能力；这种逃避大灾难
的力量和能力，来自儆醒和祈求/“这一切要发生的
事”，指一切大灾难的事/“站立在人子面前”，与
启示录十四章一节的“站”相符，指明在大灾难前，
被提的得胜者要在天上的锡安山，站立在救主面
前。』 
Ⅲ. 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
就会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 
A. 当我们活在神的行政之下，就会在诸般的试炼中
忧愁，并经历信心的试验/六节的试炼乃是苦难，以
试验我们信徒之生活的品质/这些苦难是神用来试
验并试炼我们的信心，要看我们在受苦的事上，是否
跟随基督。 
B.彼前一章九节之魂的救恩，意为我们的魂要在主
显现、回来时得救，脱离苦难得以完满地享受主/主
显现时，有些信徒要进去享受主的快乐，有些要哀哭
切齿地受苦/在主耶稣显现、回来时，我们的魂要得
救，并且我们会够资格有分于在来世对主的享受｡ 
C. 我们若要得着魂的救恩作我们信心的结果，就不
可成为那“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得
着魂的人”｡ 

  



CP1:主给你看见“两个最终的选择”： 
否认自己的魂生命跟从主， 

或，救自己的魂生命跟从自己 
OL1:主耶稣在路加 9:23～25 教导们徒，要背起
他们的十字架，并借着否认自己的魂生命来跟从
祂。 
路加 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否认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24 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
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 
25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赔上自己，有
什么益处？」。 
OL2:主在路加 14:26～35教导我们，在跟从祂的
事上要绝对，并要恨恶一切打岔、拦阻并阻挠我
们忠信跟从祂的事，甚至恨恶我们自己的魂生命。
14:26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
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
就不能作我的们徒。 
34 盐本是好的，但若是连盐也失了味，可用什么
叫它再咸？ 
35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式，只好扔
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由你选择。假如你宁愿今日有享受，你有自
由这么作。只是如果你在今世拯救魂，你在主耶
稣回来时必定会丧失魂。祂会告诉你，因着你已
经享受你的魂如此多，现在是你丧失魂的时候。
你要选择哪一个—今天丧失你的魂而明天得着
它，或者今天得着魂而明天丧失它？ 

假定住在弟兄之家的弟兄们已经看见关于基
督和召会建造的异象，他们认识主为了祂的经纶
渴望恢复召会生活。然而，…由于〔某种〕令人
失望的光景，有些弟兄们就考虑要搬出弟兄之家。
但是他们若搬出，就是拯救他们的魂，使自己安
逸。一个弟兄可能真的从那家搬到另一家，几周
以后，他就知道光景还是一样。后来他就隐匿搬
家的原因，以要寻找较好的召会生活作借口，迁
到另一个地方的召会。…当他到了新地方并搬进
那里的弟兄之家，他发现光景竟然比他离开的那
地还要糟。这时，由于对召会生活失望，他可能
决定完全离开召会。倘若他这样作，他就是拯救
他的魂到极点了。借此我们看见取悦己就是拯救
魂。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人们，你们已经信入主耶稣的名，

与主联合，得救了。因此，你不必担心会在火湖
中灭亡。现在你的问题是如何过召会生活，使你
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或是失败的基督徒。这决定了
在召会时代之后的千年国里，❶1000年、与主一
同享受和统治或是❷1000年、在黑暗中接受严厉
的训练。请理解，你没有没有其他选择。不要成
为愚拙的，自己想做出第三选择，不可以浪费时
间。耶稣是主，我不是你也不是主。主是给你看
见“两个最终的选择”。 

接下来，和你一起來看最终的两个选择。得
胜者的定義不是在聚会的人。 当然，没有來聚会
的人一定不会是得胜者。因为神经纶的目标是建
造召会、基督的身体，所以个人主義的的基督徒
是不能成为得胜者的。为了要成为得胜者，请实
行以下两件事。❶实行召会生活，享受基督作生
命。❷將魂生命的享受钉在十字架上，以基督作
人位。为了达到❷，必須要先实行❶。 

你要找到神，必須要來到基督这里。因为神
是住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沒有神。基督是神的
奥秘。而且，召会是基督的奥秘，基督是在召会、
基督的身体中。简而言之，请你在召会生活中，
与圣徒一同享受基督作生命。正常的召会生活，
包括与主个人的交通。请你与主有个人的談話。
例如，当你软弱时，你可以诚实地说：“主，我
不是那么地爱你” 。這样说的话，主就会說“我
以永远的爱爱你” 。与主交谈，主就会將祂自己
分赐到你里面。那时，你可以借着主的爱再次来
爱主，然后说：“主耶稣，我爱你”。 

然后，你将自己的魂钉在十字架上，失去享
受，成为得胜者。这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想法、
感觉，而是以基督作人位來決定所有的事。这是
在主的恢复中，主要求得胜者的见证。 
弟兄的见证：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我向和我
同社团的所有人传了福音，但有一位同学比较难
搞，我偷偷地想：“不希望他得救”。有一天，
我听到他说：“所有的同学都成了基督徒，所以
我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但我绝对不会相信。我立
即悔改并祷告：“我承认自己决定错误的罪。一
定要救他”。当我拜访他时，是白天，但他突然
说要洗澡。我觉得为着福音的缘故，需要顾惜，
就否认自己魂里“不喜欢”的感觉，跟着他去宿
舍里的一个大的公共浴池里，帮他洗了背。他非
常高兴。之后，过了一阵子，他也得救了。社团
里6位同届的同学都得救了。 
祷告: “哦，主耶稣。主给我看见'最终的两个选
择'。为着成为得胜者，我首先要在召会生活中，
享受主作生命，接着需要将魂生命的享受钉在十
字架上，以基督作人位。诚实地向主敞开，接受
从主而来的分赐，否认自己的感觉，跟从主。阿
们！” 
  



CP2:让你成为得胜者，在大灾难前被提到天
上，得以站立在主面前 

OL1:路加十七章三十一至三十六节说到我们对
被提之呼召的反应：这些经文描述魂生命所行的，
不是有罪的事，乃是属地的事；主在这里的嘱咐
与信徒在实际生活上的得胜有关。被提要隐秘且
突然地发生。这呼召在我们身上不会产生最后一
分钟神奇的改变，而漠视我们先前在主面前的生
活。その瞬間私たちは、在那一刻，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心真正所宝贝的；这宝贝若是主自己，我
们就不会回头观望。我们需要十字架作工在我们
身上，使我们在灵里与主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事物
完全分开。某些人被提，是因为他们胜过今世放
纵自己之生活的麻醉影响，使他们可以被提进入
主巴路西亚的享受里｡ 
路17:32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 
33 凡想要保全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丧失
魂生命的，必使魂生命得以存活。 
34 我告诉你们，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35 两个女人在一处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36 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OL2:主耶稣在路加21:34～36节警告我们要小心，
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我们“得胜，能逃避这
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得
胜，能”，即有力量和能力｡ 
21:34 你们要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
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
到你们。 
36 但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
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路十七35的“推磨”，和太二四40的“在田
里”，都表明为生活而工作。信徒虽不该沉迷于
今生的需求，却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任何放弃正
当谋生职业的想法，都是撒但诡计的另一极端。。 

  我们会不会在大灾难以前被提，与宝座上的
基督相遇，这不在于祂，乃在于我们儆醒，并专
一的祷告。 

  我们应当得胜，能逃避，蒙保守免去大灾
难。…这就是被提，在天上的锡安山上，站立在
人子面前。然后祂就要开始祂的巴路西亚，与我
们同在。当祂离开宝座回到地上来，我们就要与
祂同在。那真是令人兴奋！ 

 
 
 
 
 
 
 
 
 
 
 
 
 

应用:在职者・研究所篇 
  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就在主的来临(巴路西

亚)之后马上，三年半的大灾难开始了。然后在大
灾难结束时，主将会公开的回来，建立千年国。
大灾难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大的灾难，包括超自
然灾难。主必使得胜的人脱离大灾难，提到天上。 
马太 24:21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样的灾难，
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将
来也绝不会发生。 
29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
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保守魂生命与留在地上和物质的事物中有

关。我们之所以留在地上的事情之中，是因为我
们顾着我们在现今时代对自己魂的享受。罗得的
妻子成了盐柱，是因为她留下来回头看所多玛。
她爱、尊崇神所审判、想要彻底毁灭的邪恶的世
界。 

身为在职者的你应该战胜时代麻醉的力量，
包括爱钱财，在你的推磨或田里的实际工作生活
中的每一段时间里都应是这样的。你应关注的是， 
路 21:36 就是这样说“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
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得胜，能”
是指你拥有成为得胜者的力量和能力。逃避大灾
难的力量和能力，是从儆醒祈求而来的。 
  请你要凭信，宣告如下，“I am able to be 

an overcomer in Christ through prayer. 我
在基督里，借着祷告，成为得胜者”。不是神要
求你做不到的。在你里面内住的基督有能力。你
的需要是借着读圣经的话，信入主的话，并照着
主话祷告，使内住的基督长大。在实际的职场或
研究室的环境中，请不断地呼求主的名，实行简
短的祷告，操练实行与主是一灵。 
祷告 1：“哦主，阿们，阿利路亚！主，阿们，阿
利路亚！在主里我凡事都能做。我有能力成为得
胜者。阿们！” 
  你凭着信，越作这样成为得胜者的祷告，你

就越能从文化中出来，以基督为人位，成为得胜
者。。 
林后 4:13 并且照经上所记：“我信，所以我说
话；”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
也就说话。 
FN“信仰の霊”:信心的灵，就是圣灵与人灵的调
和。我们...运用这样的灵，信，不得不说话(不
得不祷告)。怀疑，是在我们的心思里。 
祷告 2：“哦主耶稣，在职场或研究室里勤奋工
作的时候，不断地呼求主的名，实行简短的祷告。
愿能战胜被爱钱财或生活的烦扰所压垮，使我麻
醉的事情。愿能运用信心祷告，从文化中走出来，
使基督成为人位，成为得胜者。阿们！”  

https://heavenlyfood.cn/conf/MR.php?id=2020&sub=5&message=3
https://heavenlyfood.cn/conf/MR.php?id=2020&sub=5&message=3


CP3:取用基督的赎罪之血，享受作生命的主， 
否认己，让基督作人位 

OL1: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
尊贵，就会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
彼前 1:7 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
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可以在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
贵的。 
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
看见，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
光的喜乐。 
9 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 
OL2:主显现时，有些信徒要进去享受主的快乐，
有些要哀哭切齿地受苦。 
OL3:我们若要得着魂的救恩作我们信心的结果，
就不可成为那“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
心以致得着魂的人”｡ 
来 10:35 所以不可丢弃你们的胆量；这胆量是会
得大赏赐的。 
39 我们却不是退缩以致遭毁坏的人，乃是有信
心以致得着魂的人。 
    年轻人也许期望完成他们的教育，找分好的
工作，然后有非常愉快的婚姻生活。然而，他们
需要领悟，在这地上没有乐园。我们必须等候主
来，救我们脱离苦难的范围，进入安适的范围里。
那将是我们魂的完全救恩。我能见证，虽然我有
一位好妻子，虽然我为众圣徒和众召会所爱，但
我魂里不断地受许多的苦。没有人能帮助我逃避
这苦楚。所以，我在等候主耶稣显现。祂回来的
时候，我就要从这受苦的范围被救到享受的范围。
在那范围里我们要完全享受三一神，和祂一切所
是、所有、所成就、所达到并所得着的。 
    今世丧失魂，就是在属人的一面为主受苦。我
们今天若跟从主，就必定会为祂的缘故受苦。因
着你忠信正直地跟从耶稣基督，你的老师也许不
给你高分数，你在职业上也许得不着升迁。许多
这样的事，都与丧失我们的魂有关。……我们今
天丧失魂，乃是来世得着魂的条件。来世得着魂，
就是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并与祂一同作王。根据
马太二十五章的比喻，主对那些忠信的奴仆说，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来享受主的快乐，
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主一同作王。今世是叫我
们受苦的，来世才是给我们享受的。 

得着魂等于得完全，而得完全等于得荣耀。
得荣耀、达到完全、来世得着魂，都是指一件事，
就是得赏赐。 

 
 
 
 
 
 
 
 

应用:服事者篇  
    你的信心需要经过苦难的试炼（或被证明）。
It is proved）。例如，学生通过考试证明他的
学习成果，并进行评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
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
架，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
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
生命。”(路9:23〜24)你听了这句话后，说“阿
们”接受了这句话。但是，如果在实际情况下要
实行这件事时，在你里面会有矛盾。               
    例如，在有关服事的交通中，决定了某件事。
但在实际服事时忘记了交通时的决定，或者轻视
了决定，或者因为不愿执行而忽略了决定。这些
都是在自己魂生命里的服事，为了让魂高兴。像
这样的时候你需要向神的分赐敞开与主交通。 
祷告1:“主啊，我离开你，什么也不能做。就好
像葡萄树的枝子离开了树就什么也做不了一样。
主耶稣啊，愿我住在主里，持续接受从你而来的
新鲜的分赐。在实际的服事中，能够否认己，背
上自己的十字架，按照交通去实行身体的服事。” 
    如果像这样通过简短的祷告，向神的分赐敞
开，把自己的魂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你的信心就
会通过试炼被证明。那是为了当主来的时候，你
的魂被拯救，进入主的喜悦中。关于否认自己的
魂生命成为胜利者，以下三点很重要： 
❶取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血:信徒根
据信，以救赎为根据已经得救了。但是在生活中，
如果失败而犯罪的话，请立刻认罪取用神的儿子
耶稣的有果效的血。这样的话，就可以与主恢复
生命的交通。 
❷享受基督作生命:在召会生活和与主的个人交
通中，请每天吃喝享受主。 
❸以基督为人位:以基督作人位是表现在你的决
定里。有两条路在你的决定里，一条是遵从自己
的魂来决定，一条是否定自己的魂，以基督为人
位，活基督。你是否定自己的魂，还是否认己让
基督做人位。魂有人位的功能。魂的人位必须被
否定。但那个功能会被提高并更新。否认魂，就
是否认魂的“人位”，接受基督作“人位”。在
你的里面有两个人，无法做出决定。愿你在主的
分赐下，否认己，见证让基督作人位；这就是主
恢复的见证。绝对不能停留在上述❷的阶段。太
7:26 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实行的，好比一个愚拙
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 
祷告2:“愿在主的分赐下，否定己，以基督为人
位，能够担负起主恢复的见证。主的恢复是为了
产生胜利者，带进主的再来。哈利路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