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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五篇 因素五：眞正的同心合意 

召會生活裏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是同

心合意。召會裏眞正的同心合意，乃是實行

基督身體的一，就是那靈的一。從以弗所四章四至

六節我們可以看見，我們一的實行，乃是基於召會

一的屬性：一位靈、一位主、一位神、一個身體、

一信、一浸、一個盼望。在召會裏實行眞正的同心

合意，就是應用一。一的實行在於同心合意；當一

得以實行時，這一就成為同心合意。在約翰福音裏

主強調一；但在使徒行傳裏所強調的是同心合意。

將福音書與使徒行傳分開的界石，乃是那一百二十

人中間的同心合意；他們已經在基督的身體裏成為

一，在那一裏，他們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告。

使徒們和信徒們乃是同心合意的實行召會生活。 

同心合意乃是一的心臟，核仁，核心。一就像

我們的身體，同心合意就像身體裏的心臟。我們屬

靈的病乃像身體裏面心臟的病；我們中間的病就

是，我們不彀同心合意；所以，我們只維持着一種

『心』裏有病的一。 

同心合意是指在我們內裏的所是，我們的心思

和意志裏的和諧。在行傳一章十四節，希臘字

homothumadon，何莫突瑪頓，用來指同心合意；這

字由 homo，何莫，『相同』，和 thumos，突莫斯，

『心思、意志、目的（魂、心）』組成，指整個人內

裏感覺的和諧。我們應該有一樣的心思和意志，在

魂裏和心裏有一樣的目的；意卽我們整個人都包括

在內。在馬太十八章十九節，希臘字 sumphoneo，

舒封尼歐，用來表徵同心合意；這字的意思是『和

諧的，一致的』，指樂器或人發聲所產生和諧的聲

調。當我們同心合意時，我們對神就成了一首樂曲；

我們成了一篇詩章，不僅是文字的，更是有聲音，

有音調，有曲調的。 

維持同心合意的因素乃是使徒的教訓。使徒

行傳告訴我們，信徒中間有同心合意，並且所有同

心合意的人都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裏。使徒們

在各處，在各召會中，教導眾聖徒同樣的事。新約

中沒有這個思想：一個教訓適合一處召會，卻不適

合其他處召會；反而，新約啓示所有的召會在領受

教訓的事上是一樣的。我們也必須在全地各國的

各召會中，教導同樣的事。 

當我們實行同心合意時，必須學習在一個靈

裏，同有一個魂。我們需要轉向我們的靈，然後同

有一個靈而進到我們的魂裏，使我們能同心合意。

若要有眞正同心合意的因素，就需要『在一樣的心

思和一樣的意見裏，彼此和諧』。在地方召會的生

活中，使我們無法實現同心合意的難處，乃是我們

的意見。在主的工作裏、在召會生活中、以及在屬

靈的生命上，最大的破壞因素就是我們的意見。意

見乃是黑暗的表記（約十一 9～10）；每當我們發

表和主旨意相反的意見時，就表示我們是在黑暗

裏行。主行事從不根據任何人的意見；祂行事總是

照着祂自己的旨意，不依照我們的意見（包括照着

我們的意見而有的禱告）而被推動。 

同心合意乃是在我們全人裏面是一，結果我

們在外面的説話上也是一（羅十五 5～6）。有同一

的心思和同一的口，意思是我們只有一個頭─基

督，因為只有頭有心思和口；我們應該以基督的心

思來思想，並以頭的口來説話。當我們同心合意

時，都説一樣的話；我們都用同一的口説話。要有

同心合意並同一的口，惟一的路乃是讓基督在我

們的心裏和口裏有地位作一切，使神能得榮耀（弗

三 17 上，21）。 

同心合意是開啓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

匙。我們要寶貝神的祝福，並領悟在召會生活中，

一切都在於神的祝福。我們都願意看見眾召會得

着神所命定的福（詩一三三 3）。實行召會生活，

需要認識使召會蒙受『基督之福的豐滿』的路：神

的福只能臨到同心合意的光景上，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神只會祝福同心合意（徒二 46）。我們要領受

神的祝福，就必須實行一，而實行一的路乃是憑着

同心合意。                   （郭祥舟弟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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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三會所溫州公園兒童排蒙恩報導 

伯來書十二章二節：『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

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本會所與

十一會所弟兄們，固定每週一來在一起有交通；從

去年後半年到今年，同心合意為着增排、增區禱告

尋求。聖徒們每週六皆於固定時段外出傳福音，一

開始是定點馬路福音，後來到公園周邊唱詩歌傳

福音；一邊作一邊研討並禱告。 

四月份，因着在八德重劃區的開展，幾位弟兄

們前去配搭，順便觀摩公園兒童排的實行。之後將

負擔帶回來交通，大家覺得作兒童排接觸家長，可

進一步回訪，甚至到家中講故事，是一條可以實行

的路，於是開始着

手規劃。因為已過

曾在溫州公園唱詩

歌，並在周邊發汽

球接觸人；那裏的

居民無論孩子、家

長，少有拒絕的情

形，也願意與我們

有些交談。經考量

每位聖徒曾去該公

園傳福音的情形，

弟兄們決定四月二

十四日，就在溫州

公園開始第一次的

公園兒童排。 

感謝主，第一次在溫州公園兒童排，聖徒們帶

着自己的孩子、孫子參加，還有聖徒邀請曾來過社

區兒童排的家長和孩子一起參加，加上聖徒們在

公園直接接觸的孩子，共有三十多位兒童參與。從

詩歌、故事、直到闖關，眾人都歡樂的與主同在。

闖關完畢，孩子帶着他們的家長來領禮物時，每位

家長也願意留下聯絡的方式，讓我們能彀再後續

接觸關心。 

有了這次的鼓勵，隔週六也就是五月一日，我

們繼續實行。雖然當天有北區青職聖徒相調，但仍

有許多弟兄姊妹來一起配搭，感謝主。甚至有聖徒

從苗栗的青職相調趕回來配搭，眾人同心合意，齊

心同魂為福音的信仰努力。當天來了二十多位孩

子同樂，喜樂之餘，也留下十多位孩子及家長的名

單和聯絡方式。 

迄今已實行三週，弟兄們並在禱告裏和諧一

致，要堅定持續的作下去。腓立比書三章十三節：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感謝主作我

們的信心，有祂的引導，帶領眾人往增區的目標一

步一步前進。我們都願意在主量給我們的這塊疆

界上，為着福音向神忠信；願主祝福十三會所，也

祝福其他會所的弟兄姊妹，在身體裏大家都一同

蒙恩。              （十三會所 鍾慶男弟兄） 

 

三會所五週福音開展報導 

月底，全時間訓練青年班學員分為十九隊到

全臺各地開展五週，其中一隊六位學員，來

到桃園三會所開展。二月中時，三會所弟兄們就為

這行動禱告交通，規劃楊梅埔心生活圈的開展；從

第一週楊梅後站社區、前站生活圈，經楊明里、裕

成里、裕新里，一路向埔心方向推進。每天下午、

晚上各一個時段，一個半小時的禱告及出訪。五週

下來，本會所聖徒出訪共有八百六十三人次；各會

所聖徒也同心合意的配搭，南區總計一千三百二

十二人次出訪。 

出訪前眾人高昂的唱詩、禱告、被那靈充滿，

接着編組出訪；接觸人時，簡單傳講一分鐘人生的

奧祕，請人留下名單，並後續回訪。雖有些聖徒是

第一次傳福音，或是很害怕傳福音，但因着在身體

裏一同配搭，都覺得輕省又容易。 

此次叩訪近一萬多戶，約楊梅總戶數的六分

之一，其中有些是不在家者，應門戶數共二千七百

多戶。叩門加上馬路福音，共傳講一千五百位，而

有二百五十多位呼求主。另外，每週三、日在社區

希 

三 

公園兒童排中講説故事 

聖徒喜樂配搭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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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公園裏，學員和聖徒一同配搭詩歌帶動唱、品格故

事，接觸到一些大樓裏的住戶，都非常願意繼續參

加後續的活動。還有幾個家陸續被邀到會所裏，有

進一步的接觸。藉着熟門、社區叩門、馬路福音，

共得了三百四十四個敞開名單。 

這五週的開展期間，常有數天沒有人得救，學

員因着靈裏迫切，有多次的禁食禱告，就經歷每次

禁食禱告後的突破。在禱告中並與聖徒配搭，共得

着二十七位果子。甚至有幾位已很久沒結果子的

聖徒，也因身體裏的福音行動，而在帶人得救上有

了突破，都非常喜樂。後續的回訪和家聚會，也願

意一同去牧養。 

需要代禱事項：為着新得救的二十七位聖徒，

能像纔生的嬰孩一樣，切慕純淨的話奶，在生命上

長大，成為常存的果子。也為着後續家聚會的牧

養，能堅定持續代禱。更為着敞開的名單，能有進

一步的接觸，至終願意接受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

進入召會生活！        （三會所 李開新弟兄）
 

三會所五週福音開展蒙恩見證 

們邀約了已過接觸三週的一個家，前來用

餐；正當傳講時，其中一位福音朋友告訴我

們，他來的時候，都被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圖畫深

深吸引。經他一説，我們裏面有深淵與深淵的響

應，這位朋友已開始有了主觀的經歷。他就在當晚

信而受浸，一個屬靈的嬰孩出生了，裏面感到無比

的滿足和喜樂。 

那時想到詩歌 355首説到，『起來！將這交易

算看：零碎換來整個─萬事、萬物、加上萬人，竟

都歸你得着』。主再用這首詩歌呼召我們，看見這

樣的生活有何等價值。我們在各地擺出的時間，在

人身上的花費，使我們得着基督。為此我們奉獻，

能彀繼續過這樣的生活，在各地照着神牧養，豫備

迎接主的回來！    （青年班學員 季誠望弟兄） 

------------------------------------------------------------------- 

己不是一個喜歡傳福音，甚至可能還是一個

害怕傳福音的人。在這次三會所楊梅埔心生

活圈的五週開展，因為負責弟兄不斷鼓勵和吹號，

每週主日向眾人傳輸負擔，就激勵弟兄姊妹分別

時間加入開展配搭。更藉着開展各生活圈的規劃

和安排，使原本對召會生活缺乏衝力和活力的我，

也有分福音的開展。 

個人蒙恩的點如下：第一、因着青年學員的

『來』，自己也成為可以走出『去』的人。第二、

每次編組操練傳福音，不僅學習與人配搭，並且學

習如何傳講福音或講説『人生的奧祕』。第三、每

次出訪前的禱告，使我學習凡事先到主面前有交

通，求潔淨，被那靈充滿，成為流通的管道。第四、

藉着出訪叩門傳福音，操練自己對人有感覺，學習

牧養人。              （三會所 王兆鵬弟兄） 

------------------------------------------------------------------- 

家是客家傳統信仰家庭，因着傳統，傳福音

常不大有信心。這次全時間訓練青年班學員

來到三會所，進行五週福音開展，我也有分第四、

五週在埔心的開展。楊梅埔心這裏以客家人為主

要族羣，客家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青年班學員帶着

我們挨家挨戶拿着單張叩門傳福音，雖然大部分

時間都遭人拒絕，不是那麼順利，但我們持續努力

不懈。主也回應我們，遇到不少敞開的人，就把握

機會分享主耶穌的救恩，將平安與喜樂帶給他們。 

藉着這次福音開展配搭，重新挑旺我福音的

靈，並經歷主眞是聽禱告的神。雖然每天下班後身

體疲累而匆忙趕去傳福音，但每次看到有人接受

福音，心中實在莫名的喜樂，並加強我且恢復對人

的盼望。 

主耶穌給我們的託付，就是要傳揚神國的福

音，只要願意去傳就一定有人得救。這次學員配搭

的五週福音開展，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要繼續堅

定實行福家排區，操練生養教建的生活，以達到新

的復興。              （三會所 彭瑞麟弟兄） 

------------------------------------------------------------------- 

離前次叩門傳福音，已是三十多年前了；那

時李弟兄回來帶領新路，我纔剛得救，就跟

着召會叩門傳福音。這次學員來五週開展，剛開始

我反應冷冷的；因着召會生活久了，容易安於現

狀，不冷不熱，就像彼得對耶穌説的，『主阿，我

們在這裏眞好』。年復一年，仍只有我們在這裏，

沒有繁殖擴增，這不是主所要的。 

藉着這五週開展，好像一條鯰魚刺激了同池

子的沙丁魚，把我們福音的靈再如火挑旺起來。我

們社區裏就有二位新受浸的，他們是纔生的嬰孩，

需要屬靈的話奶，更需要按時分糧給他們。也有些

是敞開的名單，還需要持續回訪。我若甘心作這

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管家的職分卻已經託付

我了；求主使我甘心接受這樣的託付。 

（三會所 連朝相弟兄） 

我 

自 

我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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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垂聽我禱告，引領我得救 

成長的日子以來，印象中幾乎是在被霸凌之

下長大的。小學二年級時，因着一次嚴重霸

凌，就萌生殺人後再自殺的念頭；等理智冷靜下

來，纔又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 

那時雖年幼，卻已認定，有一位眞神就是造物

主；這位眞神我認為是老天爺，而不是廟裏的偶像。

因着環境痛苦，那靈用説不出來的歎息為我代求，

使我發出人生第一次的禱告：『老天爺阿，若您是

眞神，求您成為像我一樣的人，拯救我使我脫離被

霸凌的環境好麼？』禱告完，甚麼事也沒發生。 

如此遭受霸凌的人生，直到國中，遇見了一位

教英文的基督徒老師。她常常為我們班上的同學，

向主有親密的禱告，令我好生羨慕。那靈又在裏

面，引導我第二次的禱告：『這位神眞是親切、便

利又實在；將來有一天，我好想認識看看！』之後

上大學離開家鄉，人生有了奇妙的翻轉。 

離鄉背井念大學，不免孤單；然而因着大二時

擔任宿舍的幹部，認識了一

位基督徒同學，常常聽他分

享喜樂的召會生活。在一次

晚上值班時，更聽見他分享

主耶穌的經過過程；説到祂

是一位神，為了拯救世人，道

成肉身成為一個人。這使我想起兒時的禱告，大為

驚歎！當他繼續述説主耶穌的人生，祂被藐視，被

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心想不正是與我一

樣的過程麼？甚至有過之而不及，當下眼眶泛紅。 

某次參加年底的大專福音聚會，學長們帶我

操練靈呼求主，全身有如通過電般相當感動，弟兄

們便鼓勵我可以受浸了！裏面聖靈再次感動，『你

小時候不是説有機會要認識我，早相信晚相信不

如現在就相信』。於是順從聖靈的聲音，立卽受浸

得救了！從此與眾聖徒過着喜樂的召會生活，滿

有神的同在，感謝主。（二十三會所 凃志昇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二年第一冊─信徒照着羅馬八章經歷三一神作那靈 

（第一至三章） 

信息主題 

那靈作經過過程之三一神

的終極完成，住在我們裏面，作

我們的生命和人位。察覺我們

與三一神互相內在的事實。聖

經、召會生活和我們日常生活

的緊要內容與神聖實際─三一

神作那靈活在我們靈裏。 

信息要點 

一、羅馬八章指明三一神經過了過程。三節含

示子基督的成為肉體、受苦、和釘十字架。十一節

説到祂的復活。不但如此，祂成了賜生命的靈。這

靈不但是神聖三一的第三者，也是第一者和第二

者，祂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終極完成。祂現今住

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和人位。 

二、『住』和『住在…裏面』原文與意思是『家』

的這字同字根，卽『安家或居住』，並含示安頓下

來，定居於永久的居所。互相內在的意思是同住在

彼此裏面。我們與三一神互相內在的事實不但啓

示在羅馬八章，也啓示在約翰十四和十五章。不但

説到三一神的互相內在，也説到三一神與每位信

徒互相內在。 

實行要點 

一、我們該照着與我們重生之靈調和的這靈

而行，並且不斷的被祂佔有，就是將我們的心思置

於調和的靈；自然而然就會靠着那靈治死身體的

行為，包括我們天然生命的習慣和天然的美德。 

二、當我們看見屬靈的事實，並且憑信接受，

我們就會經歷它。我們察覺這樣的互相內在，會在

我們所作的每件事上管制我們。 

三、對我們最要緊的事，乃是三一神在我們裏

面作我們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祂活在我們

裏面，期待我們也活在祂裏面。沒有這個，無論我

們作甚麼，都不過是宗教的作法。我們在聚會中呼

求、禱讀、歌唱並盡功用時，需要有神聖的實際。

比我們是否有正確實行更緊要的，乃是這些實行有

沒有三一神的實際為其內容。（三會所 李開新弟兄） 

自 

一、 請為養成生養習慣，並帶進移民開展代禱。 

二、 請繼續為馬祖、通霄、西湖的開展代禱。 

三、 請為購建桃園市召會大會所奉獻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