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一篇 因素一：與主合作帶進新的復興，以終結這個世代 (達到新的復興)

第二篇 因素二：緊緊跟隨那藉着時代的職事所得時代完整的異象(活出並作出)

第三篇
因素三：召會是在三一神裏，眾地方召會作基督身體的彰顯，以及眾

聖徒在身體的感覺裏實行召會生活 (地位性質、立場、實行)

第四篇 因素四：基督的身體和地方召會中的權柄 (神、元首、代表)

第五篇 因素五：眞正的同心合意 (同靈、同魂、使徒的教訓、帶下祝福)

第六篇 因素六：爲着我們生命的長大並事奉上的用處，對付我們天然的個性

第七篇 因素七：相調爲着基督身體的實際

第八篇
因素八：在恢復的召會中過得勝的生活，以終極完成神聖的經綸並成

爲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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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六篇因素六：
爲着我們生命的長大並事奉上的用處，對付我們天然的個性

(The Factor of Dealing with Our Natural Disposition for Our Growth in Life

and Our Usefulness 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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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你不思
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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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16:25
因爲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爲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
著魂生命。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
奴僕，

加2:20

(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舊)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
所活的，祂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林後1:9 自己裏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林後3: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彀資格將甚麼估計作像是出於我們自己的；我們之所以彀
資格，乃是出於神；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
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2



爲着我們生命的長大並事奉上的用處，我們必須對付天然的個性：
天然的個性(disposition)是我們裏面的所是(與生俱來, in our makeup by birth)，性
格(character)是我們外在的表現(express)。

裏面的天然個性和外面的性格，乃是我們這人的精粹(extract)、素質(essence)；
如果拿走了，這人就一無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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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dam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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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敵人(the real enemy)，也是破壞(spoil)我
們在主手中用處的主要因素(the major factor)。

我們必須(學習)留意(must learn to take care)我們本性(makeup)中，天然個性中的
『瘤』(burl)；我們若對付(if we deal with)這個『瘤』，屬靈生命就會長得快，
在生命長大上沒有阻撓，對主也會更爲有用。

你對主有多少用處，或對召會造成多少難處，乃在於你天然的個性有多少被治
死；對付我們天然個性的路，乃是領悟(realize)並記住(remember)我們是釘了十
字架的人，並且整天留在這個領悟(realization)和實際(reality)裏—加2:20。

我們基督徒必須不斷操練我們的靈而拒絕己，並憑(live 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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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二9，腓一21上，啓二7，

彼前二24，提前四7～8。

※認識天然的個性與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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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個性 不斷操練與對付的路 對應之經節

思念 (人的事) 思念神的事 太16:23

己 否認、背十字架 太16:24

魂生命 喪失 太16:25

舊人 (舊我)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羅6:6、加20:20
4

人
→(人位所在，領會並享受關乎神的事)

魂 + 撒但 = 己 & 魂生命
思念(內在的) & 意見(顯於外)

我 (自稱) & 舊人(活出來)

個性(內在的己) & 性格(顯於外的己)

魂
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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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learn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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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一9，七6：

羅1:9 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告中，常常不住的
題到你們，(生活上)

羅7:6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事
，不在字句的舊樣裏。(事奉上)

※天然的個性攔阻我們實行真正的召會生活

5

※哥林多後書陳明使徒在五方面是為著召會活基督的榜樣：
(一) 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9，) 這包括一些相關的事，就如在世為人，
不靠屬肉體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12，)以及與信實之神那不變的基督是一 (18∼20)；

林後1:9自己裡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二) 聯於基督，為祂的靈所膏、所印，被祂俘擄、征服，並受祂帥領散佈祂的香氣；

(21∼22，二14∼16)；
(三) 彀資格以基督為屬靈的字母，用活神賜生命的靈寫活的信；（三3∼6；）
林後3: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

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林後3: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彀資格將甚麼估計作像是出於我們自己的；我們之所以彀資格

，乃是出於神；
林後3:6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
(四) 有新約榮光的照耀；（三7∼11；）
(五) 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
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三16∼18。）



型態歸類 行事特徵或特性 (Characteristics)

自信型 自以為順服神是容易的事，常說出便宜的話來，尚未出過代價。

完美主義型
若環境不齊備、條件不彀，他就不作；不認識神聖生命能適應一切環境
，這生命能忍受任何對待，可接受各樣環境，能在各種情形裡做工。因
此，失去各種機會，無法完成職事託付。

英雄型

作甚麼事都要作得令人印象深刻、一鳴驚人，作得完全而完整。天然個
性很強，不能與別人配搭合作；這樣的弟兄通常很能幹，但也很容易在
召會生活中引起難處；他們的個性甚至會帶着支配的態度、壓制的靈、
批評的說話、以及注重規條且不赦免的靈。

非英雄型 作甚麼事都不徹底、不完全。

鄉愿型

希望所有人都喜歡他們，不願意得罪任何人；這限制了他們在主工作中
的功用，因爲當主要藉着他們誠實坦率的向聖徒們說警戒或警告的話時，
他們不會(敢)開口。會對聖徒表現出天然情感(蜜)或天然的良善的『凡
火』，甚至到一個程度，使他們在照料召會、聖徒和工作時缺少正確的
鑑別力與合式的監督。

地位野心型 有作為背叛與異議的根源(從撒但來的)，墮落之人天然個性的主要元素

獨行俠型 不反別人，不鬧別人，也不攪擾甚麼人，個性不喜歡和人調。要麼就全
自己作，不然就是完全他人作，沒有任何身體配搭原則的觀念。

初生之犢型 個性是甚麼都敢作，無論把甚麼交給他，他都敢收；但事實上，他的能
力跟不上來，所以作不出果效，反而誤了事。

畏縮型
按所蒙恩典和恩賜，應可顯出一個職事纔對；實在能挑千斤重擔，但直
到如今只挑二十斤。這種人的天性像含羞草，總是往內縮，往後退；因
此，功用就只停在那裏。 6



王下四章八至十節說到書念的婦人接待以利沙的事，以利沙每從那裏經過，婦
人都請他喫飯；他沒有講過一篇道，沒有行過一件神蹟(事奉上)，但那個婦人
憑着他的喫飯(生活上)，就看出他是『聖別的神人』；這就是以利沙給人的印
象，所以我們也要問一問自己：『我們給人的印象是甚麼？』—參林後二15，

五20，弗六20。
王下4:9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裏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

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林後5:20 所以我們爲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要

與神和好。
弗6:20 (我爲這奧祕作了帶鎖鍊的大使)，使我在這奧祕上，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如果主拆毀了我們外面的人連同我們天然的個性，我們和人來往的時候，就不
再是以我們剛硬的己去碰人；反之，我們每一次遇見人的時候，我們的靈就能
出去；(憑)我們不可能突破我們天然個性上的難處，但主能作到—約七37～38，

路十八24～27，十九2。
林後4:16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約7:38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約7:38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路18:24耶穌見他甚是憂愁，就說，有錢財的人要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
路18:25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
路18:27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
路19:2看哪，有一個人名叫撒該，是個稅吏長，又很富足。
路19: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看哪，我把家業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

四倍。 7



四方面憑藉 說明與內容

複合之那靈裏
十字架殺死
的元素

(應用十字架
殺死的能力)

出埃及記三十23~24複合的膏油：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
二百五十舍客勒，香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著
聖所的舍客勒，又取橄欖油一欣；
(一)流質的沒藥是埋葬時所用的香料，表徵基督寶貴的死。
(二)香肉桂表徵基督之死的甜美與功效。
[ 註1—治死 ]即殺死，致死，指死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就是主耶穌
所遭受、所經過的。在我們的經歷中，這是為著耶穌、為著基督的身
體、並為著新約的職事，所臨到我們的苦難、逼迫或對付。這不是指
人類在舊造中所共受的苦難、難處，如疾病或災害；也不是指因著罪
過、錯誤或未盡責任所受的處罰、改正或管教。耶穌的治死，毀壞我
們天然的人、外面的人和肉體，使我們裡面的人有機會發展並更新。

那靈藉着(by)複合之靈裏十字架殺死的元素，藉着(by)那靈的管治
，藉着(by)作爲那靈之基督的光照，並藉着(by)召會生活、結果子
和餧養小羊，對付我們外面的人、我們的己、我們天然的個性：

※活在靈中—藉著那靈(十架殺死、管治、光照)並實行
召會生活、結果子和餧養小羊，治死並對付天然的個性

8

腓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足、或飢餓、或富餘、或缺乏，在各
事上，並在一切事上，我都學得祕訣。

林後4:7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林後4:10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那靈
的管治

1. 外面之人的破碎就是我們天然個性的破碎天然，使我們可以釋放我們的
靈；我們原有的所是，包括天然的樣子和口味，都與神配不來、與神合
不來—耶四八11。[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沒有從這

器皿倒在那器皿裏，也未曾被遷徙；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

2. 我們與生俱來的所是，無論好壞及有沒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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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這緣故，我們天然的力量、智
慧、聰明、個性、缺點、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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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和屬性。

3. 爲完成這重新構成的工作，聖靈在我們裏面運行，光照、感動、引導、
並浸透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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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拆毀我們天然的各方面，爲將我們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

4. 環境中所有的事都是我們的神量給我們的；祂定規一切臨到我們的事，
惟一目的，就是要打掉我們那突出點，剛硬的，難對付的。

5. 外面的人不破碎，裏面的人就不能出來；瓦器需要打破，寶貝纔能顯出
；（林後四7；）香膏若還在玉瓶裏，香氣就不能出來。（約十二3。）

6. 一個沒有被破碎的人，不能服從別人；惟有那些經歷基督作他們服從生
命的人，認識他們天然個性的背叛—腓二5～8。

7. 凡能誇口的人，都是沒有被破碎的人；會責怪別人的人，都是沒有被破
碎的人；自以為是甚麼的人，就是沒有被破碎的人；常與別人相爭的人
，都是沒有被破碎的人—三3，林前六7，加五25～26，六3。

8. 凡沒有受過壓，沒有受過委屈，沒有被貶低過，沒有受過人難爲的，在
神手中是生的、野的，都沒有用處；這就是事奉主之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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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那靈
的光照

1. 神聖之光的照耀所帶來的殺死，乃是基督徒經歷中最大的事；光照也就
是拯救，看見也就是脫離；每一個真正看見在榮耀中的主這異象的人，
都會在良心裏蒙光照，看見自己的不潔—賽六1～8。[那時我說，禍哉
，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脣不潔的人，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中…。]

2. 主多給我們光，就把我們暴露出來，叫我們謙卑；惟有這種光照纔會除
掉我們的驕傲，惟有這光會叫我們肉體的活動停止，纔會破碎我們外面
的殼子連同我們天然的個性；我們越看見神、認識神並愛神，就越厭惡
自己，就越否認自己—[伯42:6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3. 我們絕不要憑自己的努力、自己天然的個性學習涵養或容忍，乃要學習
伏在神的光中，接受祂的破碎，讓環境在我們身上拆毀、破碎我們這人。

召會生活
、結果子、
餧養小羊
(外在實行)

1. 召會生活、結果子、餧養小羊這三件事治死我們天然的個性。
2. 操練這三件事就使我們在主的手中有用處，並能照顧別人。(愛的回應)

3. 我們要對付天然的個性，就必須愛神，藉着接觸神而被作爲恩典的神所
注入，也必須愛人，藉着接觸他們而將神作爲恩典注入到他們裏面—約

二一15～17，弗三2，四29，彼前四10。(愛神接受供應愛人分賜供應)
約21:15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約21:16 …你愛我麼？…。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7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因爲耶穌

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
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餧養我的羊。

彼前4:10…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弗3:2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爲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the stewardship (RV) / the administration (DARBY) 行政管理 / the dispensation (KJV)分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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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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能得着神聖三一之神聖分賜的供
應—羅十二2，林後三18，來六1上，創十二1～3，結三四26，民六22～27：
雅各的一生表明一個生來天然的人必須經過破碎，纔能成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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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三12。[木、草、禾秸金、銀、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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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二五26，三二24～32。

雅各生命成熟(變化的最後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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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7，10，四八14～16(祝福約瑟二子)，四九1～28(祝福自己的眾子)。

創 48:14 但以色列伸出右手來，按在以法蓮的頭上（以法蓮乃是次子，）又剪搭過左手來，
按在瑪拿西的頭上（瑪拿西原是長子。）

※雅各成為以色列的圖畫 —抓奪的手成了祝福的手
創 25:26隨後以掃的弟弟也出來了，他的手抓住以掃的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

創 47:7 約瑟領他父親雅各進去，站在法老面前，雅各就給法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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