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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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因素六：為着我們生命的長大並事奉上的用處，對付我們天然的個性 

們天然的個性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所是，而我

們的性格是我們天然個性外在的表現；天然

的個性是我們裏面的所是，性格是我們外在的表

現。裏面的天然個性和外面的性格，乃是我們這人

的精粹、素質；己在裏面，就是我們天然的個性，

己顯於外，就是我們的性格。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

與召會生活中，最損害我們用處的，就是照我們天

然的個性而活；個性是我們在神聖生命的長大上

眞正的敵人，也是破壞我們在主手中用處的主要

因素。我們天然的個性就是我們的己；個性在我們

裏面，個性就是我們；實際的説，否認己就是否認

我們天然的個性；我們基督徒必須不斷操練我們

的靈而拒絕己，並憑另一個生命，就是生命樹所表

徵之釘死並復活的基督而活，藉此活基督。 

 我們在主的工作上不該受天然的個性限制；

反之，我們必須學習過反對自己，就是反對我們個

性的生活；凡是我們自己的，凡是出乎我們的，都

不能帶到對主的事奉中。甚麼樣的人能在主面前

給主用呢？第一，他必須是個愛主、要主的人。不

愛主，不要主的人根本談不到給主用。第二，他總

得有一點遇着主，總得有一點看見了主。他總得有

一個啓示，看見説，神永遠的旨意就是要把基督作

到人裏面來，並且要把基督彰顯在人身上。 

第三，他的自己，他這個人總歸碰着了一點十

字架。只有看見你自己不過是荊棘，不過是大痲

瘋，是天然的人，是屬肉體的，你纔寶貝十字架的

經歷。當人有了愛主的心之後，起碼你要看見兩個

啓示，一個是關乎基督的，一個是關乎自己的，也

就是關乎十字架的。如果主拆毀了我們外面的人

連同天然的個性，我們和人來往的時候，就不再是

以剛硬的己去碰人；反之，每一次遇見人的時候，

我們的靈就能出去；我們不可能突破我們天然個

性上的難處，但主能作到。 

倪弟兄看見我們天然的所是算不得甚麼；惟

有那靈在我們這人裏面所構成的纔算數。我們與

生俱來的所是，無論好壞，無論有沒有用，都是天

然的，都是攔阻聖靈將神聖的生命構成到我們這

人裏面。為這緣故，我們天然的力量、智慧、聰明、

個性、缺點、美德和天然的屬性，加上我們的性格

和習慣，都必須被拆毀，好使聖靈在我們裏面形成

新的個性、性格、習慣、美德和新的屬性。 

為了完成這重新構成的工作，神的聖靈在我

們裏面運行，用神聖的生命光照、感動、引導、並

浸透我們；祂也在我們的環境裏作工，安排我們處

境裏的每一細節和人事物，好拆毀我們天然的所

是。祂也許將某個人安排在我們家裏，為要拆毀我

們天然的快或慢。祂也許安排某些事，廢掉我們天

然的聰明或遲鈍。祂也許安排另一種處境，拆毀我

們天然的智慧或愚拙。祂用各種人事物拆毀我們

天然人的各方面，為要將我們模成基督的形像。 

神對付雅各乃是一幅完整的圖畫，表明聖靈

在新約信徒裏面管教和變化的工作，以對付他們

天然的個性，好叫基督成形在他們裏面，並在他們

裏面完全長大而達到成熟；這乃是神賜福與我們，

並使我們叫別人得福，使他們能彀得着神聖三一

之神聖分賜的供應。雅各的一生表明一個生來天

然的人必須經過破碎，纔能成為『以色列』，就是

神的王子；神藉着我們的環境所拆毀的，不過是我

們沒有價值的己，我們天然的個性；然而，神所建

造到我們裏面的，乃是祂自己這至寶、卓越、無限

量者。 

神命定雅各終生要過掙扎的生活；祂主宰安

排了雅各一生中的每一個環境、遭遇和人物，並使

這些都互相効力，叫雅各得益處，使祂可以將雅各

這抓奪者，抓腳跟的人，變化成以色列，神的王子。

雅各生命成熟最有力的表顯，乃是他祝福每一個

人；他抓奪的手變成祝福的手；祝福是藉着在生命

裏成熟而將作生命的神湧流給人。（蔡力強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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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四會所公園兒童福音開展蒙恩報導 

續去年的福音行動，召會年輕化乃是要得青

年人；從全會所各區輪流配搭馬路和叩門傳

福音，調整為各區依年青人常聚集之處接觸人。目

的不僅為得人，各區更拿起牧養的負擔，陪伴顧惜

新人，以致能彀留人，成為長存的果子。 

本會所新富區

在兒童這一環特別

蒙福，有四個兒童

排，卻不以此為滿

足而停滯不前。因

着其中很多成員是

弟兄姊妹的孩子，

作為固定班底；當

小孩升上青少年，

發現兒童人數有遞

減的趨勢，聖徒便

有感覺需要加強傳

揚福音，走出去開

展得新人。讓兒童

排能成為得人的魚場；不僅吸引家長，使他們體會

兒童性格的重要，進而認識召會是養成兒童正確

性格的好環境。 

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孩子們像白紙一樣，很

容易單純的接受主。有位參加兒童排不滿三個月

的國小生，在學校受到同學欺負時，操練藉着禱告

信託主的保護，相信同學不會再欺負她了，而在兒

童排為主作見證。然而，兒童排的聚集裏，不但得

兒童也得着家長。兒童是家長的手中寶，總是願意

給予最好的教育和培養；尤其重視才藝、學識，也

看重品格的養成。並且這些家長的年齡層，就是召

會迫切需要得着的青職族羣。由於家長們經常帶

兒童前往公園玩耍運動，結合兒童排的公園福音，

就成為接觸年輕家長的極佳管道。 

公園兒童福音需要週週、堅定持續的經營，首

先與家長們作朋友，以拉近關係為前提；接着需建

立聯繫管道，例如可邀約加入公園故事品格園的

Line 羣組，或可透過 Line 分享活動照片、如何教

養孩童等資訊，以及邀約有分於戶外相調活動。在

生活中多有聯結，使人打從心裏向我們敞開，漸漸

調入召會生活。 

關於公園兒童福音，若要堅定持續的經營，我

們的蒙恩是： 

第一、時間不能太長，活動、詩歌帶動唱、講

故事，須在四十分鐘內結束。 

第二、全區動起來，有次有序一同配搭。聖徒

們分成四組，每組四位弟兄姊妹，包含兒童活動、

詩歌、故事的服事人位，並安排配搭輪值表，讓各

組交通豫備課程。至於故事內容，是以兒童教材

（一）『當我是個小小嬰孩』來闡述性格的重要和

養成。其他弟兄姊妹可幫忙照顧兒童的秩序，並為

着福音的緣故，藉機接觸家長。因着小區約有一半

的聖徒前來配搭，而達到人人盡功用的目的，服事

起來就輕省許多。藉着這樣的福音相調，將我們帶

進基督身體一的實際裏。 

第三、行前藉着一同禱告，挑旺靈，為着主、

憑着主、同着主，而能同心合意的配搭，帶下主的

祝福。 

為着召會能繁增且年輕化，需要起來答應主

的呼召，速興起傳福音。藉由公園兒童福音，撒網

捕魚，得人如得魚。雖然疫情嚴峻，但得勝的主要

在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筵席。阿利路亞，讚美主！ 

（十四會所 黃菖裕弟兄） 

 

十六會所八德重劃區五週福音開展報導 

十六會所的區域中，有塊美地是位於八德的

重劃區。其中不僅有豫定新建的捷運站兩站

（G01、G02），更有許多新建的住宅大樓，加上公

園、商圈，吸引了非常多年輕的家定居在此。為此

我們申請了臺灣福音工作青年班，來與北區的十

三個會所一同開展。 

從三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二日的五週時間，共

六十二個時段；參加這次福音開展行動，有學員三

百七十一人次、十六會所六百八十四人次、其他十

三個會所七百零一人次，合計一千七百五十六參

加人次。結果共得

救三十一位新人，

實行三十四個家

聚會，帶領十五位

福音朋友與新浸

聖徒進入主日聚

會，以及成立一個

新的區。 

延 

在 

公園兒童福音行動 

學員配搭送會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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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在開展的五週期間，共舉辦了五場福音聚會。

學員與聖徒以分成小組方式，每天下午在路邊接

觸人傳福音，晚上則是挨家挨戶叩門傳福音。大家

都盡力將人帶回會所，並每天晚上存着歡躍單純

的心一起用飯，使我們在眾民面前有恩典；更在眾

人同心合意的禱告與傳講中，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和我們加在一起！ 

另外在這次開展中，我們也配搭開展公園福

音。除了原本現有的建德公園兒童排，還新增了豐

德公園兒童排。在公園福音中，接觸了許多兒童與

家長，發現這些人都是叩門時所無法接觸到的優

質福音朋友（年輕、關心孩子)，就更加強我們要

堅定持續的在公

園傳福音、接觸

人，以得着完整且

年輕的家。 

雖然五週開

展已經告一個段

落，但是藉着學員

們燃起的福音熱

火，卻在聖徒們心裏焚燒得更加旺盛；使更多人願

意週週堅定持續的出訪傳福音，也更普徧的走在

神所命定之路，挨家挨戶傳國度的福音，直到這世

代的終結！          （十六會所 張忠永弟兄）
 

十六會所八德重劃區五週福音開展蒙恩見證 

次的五週開展，我從學員身上學習到一件相

當重要的事，就是他們非常認眞的一個一個

談人。學員們得到名單後，就把名單貼在大壁報紙

上，按照他們的情形加以分類，然後研究該如何繼

續的回訪。 

偶爾在早晨，我和他們一同喫早餐，他們甚至

在用餐時仍然交通福音朋友的情形，讓我非常的

感動。有時想要插話進去談別的事，還找不到空

檔。願我們爾後得到的福音名單，不要輕易的就擺

在一邊，應該照着主的引導去研究每個人的情形，

以及如何給他們最合適的牧養，使他們得救，並使

他們成為常存的果子。（十六會所 謝成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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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晚上，我和八會所聖徒及訓練學員配搭傳

福音時，大家從巷頭到巷尾，一戶一戶的叩

門；因着那裏都沒有電鈴，所以眞的是『叩門』。

在叩訪的二十多戶人家中，有兩戶已信主，兩戶願

意留資料，一戶願意讓我們進去唱詩歌。 

回程途中，

想到學員們每

天尋找平安之

子，甚且將八德

這塊地一戶一

戶的踏過；心裏

想着，這是我們

的美地，我們更

應該要有負擔。

能走出去的，要盡力配搭；不能走出去的，要迫切

禱告。願主復興眾人，在神的行動中行動，將國度

的福音傳遍居人之地！（十六會所 張彭月珍姊妹） 

這次五週開展裏，我們藉着每天三次的守望

禱告，再將自己交出來，並轉向神的寶座，

就看見我們不能，然而神能。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

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 

不只在開展，就連在生活中，我非常寶貝這樣

的運行，因這運行至終是為着祂的身體。當神的大

能運行在我裏面，總是反我這個旣單獨又愛面子

的人，喜歡有自己私人時間的運用。由於那靈在裏

面催促，要與聖徒有交通，為着身體的建造；我經

歷到當我順服裏面的運行，眞是從每一位聖徒得

着幫助和鼓勵。可能一開始有些尷尬，不知道該説

些甚麼，然而每當弟兄姊妹分享自己得救的經歷、

愛主的過程、並最近的享受時，就將我從一種屬靈

的習慣，以及老舊裏救拔出來，甚至更新了對主的

渴慕。 

實在能見證，每一次與弟兄姊妹的交通都將

我救到身體裏，並重新激發我對主耶穌的愛！ 

（青年班學員 林宇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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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開展，我學習照着使徒保羅的榜樣牧

養人、為人花費，甚至完全花上自己（林後

十二 15）。使我看見牧養不只是外面的工作，更是

要將我作成一個樂意為人花費的人。 

其中，藉着外面的開展行動，當我願意為人花

費，主就在我裏面有更多的分賜與擴展。記得有一

次去看望新人時，路途非常遙遠，也不太熟悉；途

中一直不住的呼求主名，聯於主，因我所尋求的乃

是新人自己，主就在裏面加強心志，堅定我繼續過

牧養人的生活，來與主天上的職事合作。 

（青年班學員 吳佳倪姊妹） 

這 

某 

在 

在 

叩門並送會到家 

豐德公園兒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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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祂是平安和賜平安的神 

生在基督徒家庭，媽媽是第一位信主的；她

沒有上過學，信主後開始讀聖經，一個字一

個字的學，後來聖經上的字都認識了。她是一位世

人認為不是很聰明的人，有時被人欺負；但媽媽常

常跪下，為三個孩子禱告，生命的種子就種在我們

裏面，主耶穌也保守我們一路的成長。 

當我和姊姊都畢業，開始工作的那幾年，家中

較為清貧，鄰居們會比較誰家孩子掙錢多、買了甚

麼車，並取笑我們家信主都不會賺錢。後來他們卻

羨慕我們三個孩子，都非常孝順體貼父母。 

雖然從小就信主，卻覺得所信的是父母的神，

不認識主到底是怎樣的一位神；只是害怕時，知道

可以信靠祂。之後離家到外地讀書，眞是主觀經歷

父母的神成了我的神。感覺孤單之時，就唱詩歌：

『我有一位好朋友，我是非常寶貴；祂是愛我如此

溫柔，祂愛非常甜美；我不能活無祂之處，我愛祂

的提握；所以我們就同住，我主與我』。總能感受

到主是如此親近！ 

二○一四年媽媽心臟

和肺部積水，呼吸困難，經

搶救及時抽出血水脫險，

卻查不出原因。我帶她去

上海大醫院作各種檢查，

仍找不出病因；然而主保守媽媽的身體，沒有再出

現問題。第二年爸爸從樓上摔下昏迷，出事時我們

都在外地工作。當我趕回家的路上，一直呼求主耶

穌；外面的人很擔心，害怕見不到爸爸，可是裏面

深處卻有平安。後來醫生説，如果傷勢集中在身體

上任何一個部位將會致命，但很希奇的，傷勢平均

分佈在各處，所以數月之後爸爸恢復了。 

感謝主，祂是平安和賜平安的神。聖經中主耶

穌説，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在我裏面有平安（約十

六 33）。如今雖不能時時在父母身邊照顧他們，但

有主耶穌替我照顧，我就能放心。他們天天讀聖

經、禱告，參加召會的聚會，生活豐富而喜樂。謝

謝主的看顧！        （一會所 廖徐百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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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至六章） 

信息主題 

第四章為『中心點─憑那靈

而活』，第五章則是『羅馬八章裏

的啓示和經歷』，末了第六章來

看『警告留意那些似乎親近主的

恢復，實際上卻反對的人』。 

信息要點 

一、三一神的渴望和心意是要作那靈活在信

徒裏面，使他們憑祂而活並活祂。我們若每天從早

到晚實行呼叫：『阿爸，父』，就會憑那靈而活並活

那靈。我們照着靈而行，自然會思念那靈的事，心

思置於靈，並靠着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 

二、羅馬八章裏啓示那靈是經過過程之三一

神的完成、應用與臨及。當我們照着靈而行並思念

那靈的事，就得以享受內住之靈的豐富；更需要靠

着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並模成基督的形像。 

三、警告留意那些似乎親近主的恢復，實際上

卻反對的人。有些人也許説，在主恢復裏的人和其

他基督徒之間沒有不同，因為兩班人都信聖經是

神的話，相信基督，向不信者傳揚福音，並且幫助

信徒愛主。這是狡猾的論點。在主恢復裏眞實的職

事和傳統的基督教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在主恢復

裏的職事傳講並供應基督，有清楚的目的，就是要

產生召會並實際的建造基督的身體。 

實行要點 

一、我們不該讓任何事物（包括其他合乎聖經

的事）打岔我們，使我們不憑三一神而活並且活

祂。若和某位弟兄有難處，我們只需要呼叫：『阿

爸，父！阿爸，父！』在我們靈裏的那靈就會被牽

動，所需要的就會從我們裏面產生出來。這是正確

的基督徒生活。 

二、要活基督作那靈，我們需要照着靈而行，

並且裏面一直只被基督的事佔有。我們全人需要

倒空，使基督能住在我們裏面，並完全據有每一部

分。當我們靠着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就會過模成

神長子之形像的生活。這是羅馬八章的目標。 

（二十三會所 凃志昇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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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