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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這世代的終結、以及主的來臨 
第三篇 喪失魂生命，有分於得勝者的被提，並得着我們信心的結果─魂的救恩 

們若要救自己的魂生命，必喪失魂生命；但

我們若為主的緣故喪失自己的魂生命，必救

了魂生命。主耶穌在路加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

教導門徒，要背起他們的十字架，並藉着否認自己

的魂生命來跟從祂。救魂生命，就是讓魂得着享

受，不讓魂受苦；喪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

而受痛苦。否認己，是棄絕魂的慾望、愛好和選擇。

我們必須在今世否認自己的魂，就是我們的魂生

命，連同其一切享樂，使我們來世在對主的享受裏

可以得着魂（彼前一 9）。 

主在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至三十五節教導我

們，在跟從祂的事上要絕對，並要恨惡一切打岔、

攔阻並阻撓我們忠信跟從祂的事，甚至恨惡我們

自己的魂生命。信徒是地上的鹽；他們的味道，在

於他們對屬地事物的捨棄。信徒不願捨棄今生一

切的事物，就會失去味道。信徒若是失去味道，就

是失去在神國裏的功用，用在田裏就不合式，田表

徵召會是神的耕地，帶進要來的國度；堆在糞裏也

不合式，糞堆表徵火坑，宇宙中的污穢之地；他們

已經得救，免去了永遠的沉淪，但他們不適合於要

來的國度，他們要從千年國的榮耀裏被扔出去，撇

在一旁受管教。 

我們若喪失魂生命，就可以有分於得勝者的

被提。我們要有分於得勝者的被提，使我們得以享

受主的巴路西亞（同在，來臨），並逃避大災難，

就必須勝過今天世人生活的麻醉影響。洪水以前

的挪亞世代，和所多瑪遭毀滅以前的羅得世代，被

邪惡的生活所麻醉，其光景描繪出主的巴路西亞

和大災難以前，世人生活的危險光景。我們作為主

耶穌的跟從者，需要在今世藉着喪失魂生命，勝過

世界放蕩生活的麻醉影響。 

保全魂生命，與留戀屬地、物質的東西有關。

羅得的妻子變成一根鹽柱，是因她留戀所多瑪，回

頭觀望；這指明她貪愛並寶貝神卽將審判並徹底

毀滅的邪惡世界。她沒有滅亡，也沒有完全得救；

她就像失了味的鹽，被撇在蒙羞之地；這對貪愛世

界的信徒，是個嚴肅的警告。 

路加十七章三十一至三十六節説到我們對被

提之呼召的反應。這些經文描述魂生命所行的，不

是有罪的事，乃是屬地的事；主在這裏的囑咐與信

徒在實際生活上的得勝有關。活着的信徒是否有

分於得勝者的被提，在於他們對主呼召他們去的

反應；被提要隱祕且突然的發生。某些人被提，是

因為他們勝過今世放縱自己之生活的麻醉影響，

使他們可以被提進入主巴路西亞的享受裏。主耶

穌在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四至三十六節警告我們要

小心，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我們『得勝，能逃

避這一切要發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得

勝，能』，卽有力量和能力；這種逃避大災難的力

量和能力，來自儆醒和祈求。『逃避』指在大災難

以前被提。『這一切要發生的事』，指一切大災難的

事。『站立在人子面前』，與啓示錄十四章一節的

『站』相符，指明在大災難前，被提的得勝者要在

天上的錫安山，站立在救主面前。 

彼前一章七至九節説到，我們信心所受的試

驗顯為可得稱讚、榮耀和尊貴，就會得着我們信

心的結果，就是魂的救恩。當我們活在神的行政

之下，就會在諸般的試煉中憂愁，並經歷信心的

試驗。六節的試煉乃是苦難，以試驗我們信徒之

生活的品質。這些苦難是神用來試驗並試煉我們

的信心，要看我們在受苦的事上，是否跟隨基督。

七節所強調的不是信心，乃是藉着苦難在試煉之

下對信心的試驗。九節之魂的救恩，意為我們的

魂要在主耶穌顯現、回來時得救，脱離苦難得以

完滿的享受主。 

我們若要得着魂的救恩作我們信心的結果，

就不可成為那『退縮以致遭毀壞的人，乃是有信心

以致得着魂的人』（來十 39）。   （鄭憲宗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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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六會所福音相調蒙恩報導 

會所在弟兄們同心合意的交通下，十月二日

舉辦福音外出相調，抓住機會讓福音朋友認

識這位又眞又活的神。緊接而來的報名，人數由原

先豫計的三十位，迅速增長到六十位；令眾聖徒鼓

舞的是，其中十一位是福音朋友。弟兄們也經歷在

調和的靈中，相互配搭，全力服事；並按各人負擔，

投入各項事奉，肢體俱各盡功用。 

相調當天，我們藉歡唱詩歌展開活動，弟兄先

領唱詩歌『歡迎你』，除去聖徒和福音朋友的隔閡

與陌生；再點唱詩歌『歡迎你來到這美地』，讓朋

友們感受到與聖徒相聚的甜美。雖然我們原來是

一羣沒有關係的人，但卻能如此融洽、喜樂的一同

相聚，就見證了神的愛；全是因為主把大家和諧的

調在一起，且讓眾人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因為受邀的對象中，有年長、青職，也有完整

的家庭及兒童。於是為着福音的撒種，將所有的人

編排分組，把年長者安排在有年長聖徒的組別，青

職朋友安排在家打開作青職排的組別，家庭單位

就安排在兒女年齡相仿的家庭組別。帖撒羅尼迦

前書二章四

節：『但神怎

樣驗中了我

們，把福音

託付我們，

我們就照樣

講，不是要

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由於神把福音

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説供應人。 

相調過程中，年長姊妹們從生活的問候開始，

進而分享自己的經歷，幫助年長者消除對信主的

疑慮。家庭間的相調，則是從人性顧惜開始，以化

解彼此的不熟悉，並在融洽的互動中相約下一次

聚集。讚美主！我們不僅在主的憐憫裏並憑祂的

恩典配搭一起，也必須看見，福音的傳揚不能單靠

一次性的福音相調聚會。願神的生命更深分賜到

每位聖徒裏面，而使眾人成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

好把更多人帶進基督裏。 （六會所 鍾庭良弟兄） 
 

二○二○年全召會大專期初福音節期報導 

學期全召會大專期初福音節期，從九月七日

至二十七日為期三週；前兩週為各校開展，

第三週則為全召會大專聯合開展。此次大專福音

節期的聚會場次共有三十三場，福音朋友到場人

數一百二十四人。至於週週出訪人位一百三十八

人，週週配搭牧養人數一百零八人，被牧養人數一

百八十五人。最後受浸人數共三十八人。 

早在大專期初特會與延伸訓練中，藉着福

音方面的成全，學生們福音的靈已先如火挑旺

起來，甚至在延伸訓練時就經歷結果子的喜樂。

因此，這次各校在傳福音行動中皆有突破。有些

校園大專聖徒在

社團經營方面，比

已往更往前，藉着

各類宣傳、以及主

題式的聖經講座，

吸引許多學生參

與社團並聽見福

音。有的校園經歷

天天實行守望禱

告、題名爭戰代

禱，並與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的配搭，主的祝福就臨到了！ 

就着在福音傳揚上較有突破的校園有三所：

萬能、健行及南亞，他們一共結了十個果子。有兩

個蒙恩的特點： 

第一、一切工作由禱告來推動。從暑假就開始

召聚聖徒們，不斷有線上守望禱告，一同為這幾所

校園爭戰。 

第二、經歷身體的配搭。從大專延伸訓練起，

就有各校大專生，配搭在這幾所科大校園衝鋒陷

本 

本 

學生受浸得救 

分區詩歌展覽 

校園社團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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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陣，接觸學生，得着大量名單。之後，再藉着學員

及聖徒的回訪並邀至會所陪談，他們就一個一個

得救。實在見證了當眾人同心合意配搭一起，主就

要大大祝福！ 

讚美主，是祂的憐憫和慈愛吸引每一位學生，

使他們歡樂主動的走出去，作主新約福音的祭司。

願主繼續加強眾人，在要來的日子中不僅有福音

的靈，更有牧養的託付，將這些新人牧養在召會

中，與主在天上的職事配合！ 

（九會所 盧姵如姊妹） 

 

聖徒婚姻及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們成家時向主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 

  姊妹：二○○四年我回斗六代課教書時，透

過一位內壢的師母服事，介紹我認識弟兄。當時

沒有設想太多，就答應了。弟兄那時還在服役，

而我則為了準備教師甄試，必須在週末去補修

第二專長學分。我們就在很少見面的情形下，用

電話彼此代禱，互相勉勵，開始世人所説的遠距

離戀愛。 

  交通後沒多久，師母關心的問我，有沒有認定

的感覺。當下沒有特別的感覺，只是簡單的問主：

這是你所豫備的弟兄麼？如果不是，就請你讓他

離開，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我的天然喜好，總是想和外向的人交往。而弟

兄乍看之下不愛説話，也不常去戶外遊玩；曾一度

懷疑，主眞的要我和他在一起麼？主沒有給任何

回應，也沒有讓弟兄離開，每天晚上電話都準時響

起，就只好一直繼續下去！然而在準備考教甄的

過程中，弟兄一直關心我的狀況，默默為我禱告；

我就默默告訴主，如果是他，就讓我考上，這樣纔

能讓我們繼續交通。 

  因為考教甄的錄取率很低，我經歷了主調度

萬有的大能。從向來沒有公民缺額，到有一個缺；

直到考試前一天，又變成兩個缺。而我就考了第二

名，成為公立國中的正式教師。感謝主，是主的豫

備，讓我們都是正式老師（弟兄是公費分發的老

師），可以繼續穩定交往了；而弟兄也同意，就一

同堅定跟隨主的帶領！ 

  一年多後我們結婚，在主的帶領下，我順利

的調動到桃園教書，夫妻不再分隔兩地。結婚後

纔發現彼此有很多需要磨合與適應的地方；但只

要彼此認罪與交通後，都成為甜美的家庭見證。

我們彼此為家人代禱，也一同在召會生活服事，

為聖徒代求。我們穩固在召會生活中，身邊不僅

有雲彩圍繞，更享受主豐盛的生命，相信這就是

我最好的歸宿了！ 

  弟兄：從婚後的兩人生活，到了後來孩子出

生，眞正進入家庭生活。我們更新奉獻自己，同時

把孩子奉獻給主，如同亞伯拉罕把以撒獻在祭壇

上。神也鑒察我們的心，使我們更轉向主。 

  有了孩子，

家庭生活需要

更儆醒，一舉一

動都要成為他

們的榜樣。我們

全家一起參加

神人家庭生活

訓練，操練成為信仰之家，以基督來傳家。並且

把孩子從出生就帶到召會中，分別為聖。孩子就

浸潤在召會生活裏，基督也能一點一點的注入、

構成到他們裏面。 

  因着我們家都忠信過召會生活，使我未得救

的姊姊很受吸引。姊姊有個女兒，為着女兒的教

養，她很認同我們的召會生活，就在主的帶領下，

受浸成為神的兒女。從此不只我們一個家，更有姊

姊的家加入，一同過身體的生活。我的父母雖未得

救，但很認同召會生活，不僅參加福音聚會，每年

也都會參加召會的相調與年終感恩；這正是見證

基督是我家之主。 

  自成家以來，就有心願打開家，成為福音、牧

養的出口。所以從孩子出生，就打開家作兒童排，

直到如今。孩子對此有負擔，不僅邀約同學，也能

彀服事自己的兒童排。除了兒童，我們更服事元智

的大專，成為屬靈父母；不時邀約屬靈兒女到家中

牧養，使他們被成全，且有心願參加全時間訓練。

我們還對青職有負擔，邀約年輕人到家裏用餐，在

人性的顧惜與神性餧養中，敞開交通，讓每一位心

得堅固，更穩定的安家召會。 

  我們家願意緊緊跟隨使徒的教訓與交通，獻

上自己，建造主生機身體；打開家，得青年，牧

養人，同成全，帶進榮耀召會，讓主能早歸回。 

（五會所 江衍聲弟兄、江張智評姊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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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找到人生的意義 

在一個普通家庭長大，爸媽開店忙於生意，

雖無須為物質生活憂慮，裏面卻常感缺如。

國中階段就在尋找人生的意義，感覺人生不滿足，

似乎毫無意義。若是成績好，會認為好像就是這樣

了，也沒有甚麼動力再往前。 

   那時班上有許多基督徒老師，我的導師也是基

督徒，她曾説我們這個班是她禱告半年得來的。心

裏想着，或許是老師禱告半年，以致我們班有些希

奇的特點，例如有很多任教老師都是基督徒，包含

國文老師、數學老師、地球科學老師等。甚至那時

的地理老師，如今也成了基督徒，我們還一同在八

德聚會。除此之外，班上同學的成績均佳，普徧表

現中上。後來我信主得救了，回想已過往事，覺得

跟老師的禱告很有關係。 

  當年曾有一次，國文老師邀請全班參加教會

的一個聖誕節聚會，我去了之後，發覺這些人不一

樣。他們在臺上演話劇，下臺後則與我們一同用

餐，心裏眞是喜

樂舒暢，甚至感

覺他們身上有

光；那是我第一

次聽見福音。因

着那次經歷，我

告訴自己，要和這班人在一起，於是就開始固定參

加他們的青少年團契。 

  等到二○○三年大一時，新生訓練的頭三天，

學長們來宿舍叩門傳福音；由於曾經參加過基督

徒的聚會，我向福音是敞開的 。主使我遇見召會

的弟兄，他們帶我讀人生的奧祕，裏面滿了神解開

的話，使我蒙光照。後來再受邀參加一場福音聚

會，當下就簡單的相信受浸得救了，成為一個基督

徒，從此之後過着喜樂的召會生活。讚美主！在召

會生活中，我找到人生的意義，也享受主耶穌作我

的眞滿足！     （十六會所 謝文鋒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二冊─腓立比書中所啓示對基督的經歷應付眾召會

當前的需要（第一至二章） 

信息主題 

第一章『腓立比一章的福

音與對基督的經歷』。第二章

『將生命的話表明出來』。 

信息要點 

一、腓立比一章主要是説

到福音，以及藉着活基督而顯

大基督。在五節，保羅説到在

推廣福音上所有的交通。這樣的有分，包括在財物

上供給使徒，結果使福音得以推廣。一章七節説到

辯護和證實福音。辯護是在消極方面用眞理來改

正被曲解的福音；證實是在積極方面強調福音眞

正的内容，就是關於基督是神的奥祕，以及召會是

基督的奧祕。十二節説到福音的進展、這進展是指

先鋒在軍隊前面開路，使軍隊得以推進。 

二、因着有來自天然心思的異議，腓立比人當

中的一並不完整。因為他們沒有在魂裏是一。私懷

野心與貪圖虛榮並行。發怨言、起爭論乃是由於不

順從神；順從神就消殺一切的怨言和爭論。這引起

腓立比聖徒當中的分裂。難處不在他們的靈裏，乃

在他們的心思裏，就是在魂裏，尤其在心思裏不是

一，沒有思念相同的事。 

實行要點 

一、我們必須鼓勵所有聖徒説話。我們需要整

天在家裏並在街上説話。沒有甚麼像説話那樣釋

放我們的靈。我們若一週不説話，我們的靈就會死

沉。許多人見證，説話使他們活過來。這包括在我

們的工作場所或學校裏説話。説話挑旺我們的靈。 

二、聖徒忙於説話，難處就消失。倘若一地召

會所有的聖徒都説話，就沒有人會發表異議、製造

麻煩或批評別人。舌頭絕不停工。我們若不積極使

用我們的舌頭，它就會消極的盡功用。有難處的

人，就是沒有積極説話的人。 

三、每個召會都需要被説話的人充滿。召會中

若只有幾個人説話，那是失敗、挫敗。我們必須找

出路來，使我們所在地的每一位聖徒都能説話。 

（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 

我 

一、 請為十一月份各會所青職福音聚會代禱。 

二、 請繼續為馬祖、龜山、中壢後站的開展代禱。 

三、 請為購建桃園市召會大會所奉獻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