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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為著召會的擴展，並

且受主憐憫蒙拯救脫離撒但的詭計 

讀經：徒一 8，五 20，六 4，7，九 31，十二 24，十九 20 

  

【週 一】 

壹 神聖生命的湧流從五旬節那天開始，歷經所有世代，一直

湧流到今天，乃是惟一的水流，為著神的目標，就是建造召會

作祂團體的彰顯—太十六 18，參結四七 1～12： 

  

一 當我們讓主在我們全人居首位，使祂作我們起初的愛，祂

對我們就成了神聖的水流，在我們裏面湧流，並從我們裏面流

出，作為起初所行的；起初所行的乃是由主作我們起初的愛所

推動、從祂流出、並彰顯祂的工作—約四 14 下，啟二二 1，二

4～5。 

  

二 只有由起初的愛所推動的工作纔是金、銀和寶石—林前二

9，三 12。 

  

【週 二】 

貳 召會基本的原則是永遠的、宇宙的，所以，召會必須在地

上不斷的擴展；召會的長大和召會的建造就是基於這個擴展—

徒一 8，八 1，九 31： 

  

一 召會的擴展，乃是藉著主生命的長大以及主生命的流出，

就是生命的湧流而有的—弗四 16，約七 37～39，徒二 42，46

～47，五 20，六 4，7，十二 24，十九 20。 

  

二 當召會一擴展時，錯誤的觀念—無論是地域的、種族的、

或彼此歧視的觀念—就都衝破了；藉著擴展，所有的封閉就被

除去—參林前十二 24，西三 10～11。 

  

三 行傳八章給我們看見，召會擴展的第一步乃是到撒瑪利

亞，（1～25，）第二步是到埃提阿伯，到非洲；（26～39；）這

表明我們必須將福音傳給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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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召會是宇宙的，召會需要擴展。（啟五 9～10，七 9。） 

  

【週 三】 

四 行傳九章給我們看見神揀選掃羅（後稱保羅），這與人的觀

念相反；我們人狹窄、錯誤的觀念需要藉著召會的擴展來衝

破、來打碎；我們必須相信，一個人在一小時前反對召會，一

小時後卻能傳福音—10～22 節。 

  

五 行傳十章指明，主在地上的福音行動，是在祂天上寶座行

政的管理之下，並且福音需要擴展到居人之地的四方，聚攏各

類不潔淨（有罪）的人，藉著基督救贖的血潔淨他們，並藉著

更新人的聖靈洗淨他們—11～12，15，28 節，參來八 1，徒七

56。 

  

六 行傳十三章啟示，安提阿的召會中事奉主的五位申言者和

教師，是由猶太人和外邦人組成的，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和

身分；這指明召會是由各種不同種族和階層的人組成的，與他

們的背景無關，也指明神將屬靈的恩賜和功用賜給基督身體的

肢體，不是根據他們天然的身分—1 節， 

  

1 藉著基督身體上這五位忠信並尋求主的肢體，主採取一大步

驟，分別巴拿巴和掃羅，為著祂將國度的福音開展到外邦世界

的工作和行動。 

2 這完全是藉著基督身體上那些忠信並尋求主的肢體，在地上

與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憑著那靈、在那靈裏、並同著那靈的

行動—十三 1～4。 

  

七 在使徒保羅第一次擴展福音的行程中，他到了居比路，然

後到小亞細亞，設立了好幾個地方召會—1 節～十四 28，啟一

4。 

  

八 當保羅和巴拿巴分手後，他就第二次出外盡職，到了歐洲

（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雅典、哥林多，之後經過以

弗所，回到安提阿）—徒十五 35～40，十六 6～十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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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保羅第三次的行程是從安提阿到加拉太、弗呂家、以弗

所、馬其頓和希臘，再到耶路撒冷—23 節～二一 17。 

  

十 保羅第四次的行程是從該撒利亞到羅馬—二七 1～二八

31。 

  

【週 四】 

參 我們必須受主憐憫，蒙拯救脫離撒但打岔召會擴展和建造

的詭計，並保守自己在時代的流中，為著建造祂的身體—參來

四 16，哀三 22～25： 

  

一 我們必須蒙拯救，脫離外面死的規條、人的意見、己同其

老舊的觀念；我們中間甚麼人受主憐憫，甚麼人就在這些事上

蒙拯救；我們蒙拯救有多少，召會建造也有多少—羅五 10，腓

一 19～21 上，二 12～16，徒十五 1～12，加二 21，五 1，二

4。 

  

二 我們必須從彼得身上學習功課，蒙拯救脫離我們宗教傳統

和老舊背景的帕子，使我們能看見神永遠經綸的異象並活在這

異象之下，以持守福音的真理—徒十 9～16，加二 11～14。 

  

三 我們必須從巴拿巴身上學習功課，蒙拯救脫離人的意見和

天然的關係—同工中因著人事關係而起的爭執是可怕的；當切

記—徒十三 13，十五 35～40，西四 10。 

  

四 我們必須從亞波羅身上學習功課，蒙拯救脫離缺少神新約

經綸完整啟示的職事，免得不與時代的職事完全是一—徒十八

24～十九 2，林前一 12，十六 10～12。 

  

五 我們必須從行傳十六章六至十二節保羅的事上學習功課；

這些經文指明，作工的人到一個地方一『作』下來，就有

『坐』下來，甚至『座』下來，而不肯動的難處；老舊的關

係、老舊的感情、老舊的味道和老舊的觀念，使我們不能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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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住之靈內裏的引導： 

  

1 聖靈禁止保羅和他的同工，耶穌的靈不許他們；聖靈的禁止

分別我們、聖別我們，而耶穌的靈或者許可我們，或者不許我

們。 

2 聖靈說，『不，』為要聖別我們，耶穌的靈說，『去，』為要

在耶穌的人性裏差遣我們出去，在十字架下完成神的旨意。 

  

【週五、週六】 

六 我們必須從保羅身上學習功課，實行身體的生活，把那靈

藉著基督身體一些肢體所說的話，當作從元首來的，接受並順

從—二十 23，二一 4，7～8，11～14。 

  

七 我們必須從雅各的錯誤，以及在耶路撒冷召會裏那蹂躪召

會的攙雜，學習功課—18～26 節，太二二 7，二四 1～2： 

  

1 耶利米說到那能寫在我們心上的生命之律，（耶三一 31～

34，）保羅說到我們靈中生命之靈的律，（羅八 2，4，6，）但

雅各寶貴並高舉字句的律法。（徒二一 20。） 

2 保羅說到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並憑著基督復活的大能模成基

督的死；乃是這樣的生活產生基督身體的生活，終極完成於新

耶路撒冷—加二 20，腓三 10。 

3 在神聖啟示的光中，基督的十字架乃是雅各最大的缺欠；自

我的修養不能完成神的經綸，否認己纔能。 

4 雅各誇口在耶路撒冷的召會有多少萬的猶太信徒都為律法熱

心；但保羅熱心贏得基督、給人看出在基督裏、認識基督、取

得基督、追求基督、只高舉基督，為要最完滿的享受基督—徒

二一 20，腓三 6～14，西一 18 下。 

  

八 我們必須從保羅身上學習功課，蒙拯救脫離猶太教作法與

神新約經綸的混雜；這混雜不僅是錯誤的，在神眼中也是可憎

的—徒二一 18～27，31，36，來十 29。 

  

九 我們必須從保羅上訴於該撒的事上學習功課，他利用他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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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民的身分，救自己脫離逼迫他的人，使他能完成盡職的路

程—徒二二 25～29，二三 10～11，二五 8～12，二六 32： 

  

1 保羅樂意為主犧牲性命，但他仍然竭力要活得長久，使他盡

可能完成主的職事—二十 24。 

2 神在祂的主宰權柄裏拯救保羅，為要將他從一切的險境和陷

害裏分別出來，送到安靜的牢獄；這使他無論在該撒利亞（二

四 27）或在羅馬城，（二八 16，23，30，）得有安靜的環境和

時間，將他從主所得神那新約經綸的奧祕啟示，藉著他末後所

寫的幾封書信，詳盡的釋放給歷代的召 

3 歷代的召會所受惠獲益於這幾封書信的，需要整個的永世來

估量其價值。（見徒二五 11 註 1。） 

  

肆 我們眾人都該跟隨使徒保羅的榜樣，為著那獨一的身體，

作同一宇宙的工作—林前三 12，十五 58，十六 10，弗四 11～

16： 

  

一 主恢復的工作乃是為著建造眾地方召會，以建造基督宇宙

的身體—二 21～22，林前十六 10。 

  

二 今天的工人分四種： 

  

1 頭一種是應付神今日時代職事需要的同工；這班人是同心合

意，經神對付過的少數人。 

2 第二種是後進的同工，他們願意順服年長同工的引導、支

配，並願意謙卑跟隨學習。 

3 第三種是不肯服從前面先進的同工，又不屬於公會，卻又喜

歡與我們交通的人。 

4 第四種是在公會中的傳道人、自由佈道家等。 

  

三 我們今天需要的，乃是頭一種與第二種的同工；關於第三

和第四種同工，我們只能讓他們揀選他們自己的道路；有些

人，神沒有豫備安排他們與我們走一樣的路，我們對他們不敢

有怎樣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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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乃是作神所託付我們的一分工作；至

於別人的工作如何，我們不能干涉，我們在此並不破壞別人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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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一 

晨興餧養 

約壹一３ 『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們，使你們也

可以與我們有交通；而且我們的交通，又是與父並與祂兒子耶

穌基督所有的。』 

啟二二１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

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神聖生命的湧流從五旬節那天開始，歷經所有世代，一直湧流

到今天，乃是惟一的水流。無論水流往那裏去，無論往那裏湧

流，都沒有許多水流，只有一道水流。你讀使徒行傳這卷書，

就看見只有一道水流。這水流從耶路撒冷開始，流向安提阿，

又從安提阿轉向亞西亞，並在那裏湧流。然後有一天主要這水

流進到歐洲，到馬其頓，但正在這水流裏作工的使徒卻不清楚

這事。他後來纔清楚，水流要從亞西亞往前流到歐洲，他必須

隨著水流往前。這是很熟悉的故事。從馬其頓，水流繼續流到

哥林多、羅馬、西班牙、以及歐洲各地。歷史告訴我們，水流

從歐洲流向西方，到了美洲，又從西方流向東方和南方。我們

讀召會歷史，就發現這水流從未停止過；我們也注意到這水流

無論到那裏，都只是一道水流。…只有一道水流，你必須保守

自己在這一道水流裏。（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三年第一冊，二二五

頁。） 

信息選讀 

你若讀使徒行傳和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信，就會看見那時有好些

人在傳福音，並為主作工，卻不在這水流裏。…你若仔細研讀

召會歷史，就會發現歷世歷代以來，一直只有一道聖靈的水

流。許多人為主作工，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那一道水流中。你

若接受主的憐憫和恩典，就會被帶進今天仍在湧流的這道水流

中。 

聖靈這水流的湧流，就是基督身體的交通。這與我們肉身血液

的循環相似。血液一直從身體一部分流到另一部分，然後再流

回來。聖靈的水流就是這樣，作為身體的交通，在這地上在聖

徒中間湧流。 

從水流的流通產生金、珍珠和寶石。請看創世記二章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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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珍貴的材料是為著建造神的居所。水流所到之處，就產生

為著建造召會的材料。請看舊約裏神的居所—帳幕。在大祭司

的肩上和胸牌上有寶石鑲在金子裏。使徒保羅告訴我們，召會

是用金、銀、寶石所建造的。這些材料是出於聖靈水流的湧流 

。啟示錄告訴我們，新耶路撒冷全城是由金、珍珠和寶石建造

而成的。這一切材料是如何產生出來的？乃是從神聖生命水流

的湧流而來的。那裏有神聖生命的水流，那裏就會產生一些材

料，一些寶貴的材料，為著建造召會。你我絕不能產生為著召

會建造的材料；惟有神聖生命的流，聖靈的水流，能作這事。

這流經過歷世歷代，今天仍在湧流；這流所到之處，就產生

金、珍珠和寶石，來為著神的建造。（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三年第

一冊，二二六至二三○頁。） 

參讀：神聖的水流；在神行動中正確的領導下留在神經綸獨一

的新約職事裏，二四至三四、四一至四二、五五至六一頁；倪

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四冊，一二八至一三三、一三七至一三九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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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二 

晨興餧養 

徒一８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人。』 

八８  『就在那日，在耶路撒冷的召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

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地。』 

  

召會一擴展，難處就去掉了。那些狹窄的眼光、偏隘的心情、

區域性的觀念、以及不合身體的要求，都得去掉。猶太人就是

因著哥尼流家的擴展，而去掉了狹窄的眼光。五旬節的召會還

不成形，但到哥尼流家的人得救後，召會就成形了。 

因著召會是宇宙的，所以召會也是擴展的。最蒙恩的召會，乃

是擴展最多的召會。若是有一個地方的召會，一直沒有擴展，

那個召會的難處定規越來越多，至終就會變得非常軟弱。一面

來說，在工作的行動上，在召會的擴展上，我們應該謹慎、慎

重，不可隨便、輕忽，也不可用人的手去鼓動，而要讓主來作

工；但另一面，我們都該清楚，召會需要擴展，我們必須盡力

在各地，興起主的召會。…召會基本的原則是永遠的、宇宙

的；召會必須在地上、在時間裏、在空間上，不斷的擴展。召

會的長大和召會的建造就是基於這個擴展。（召會的歷程，三六

至三七頁。） 

信息選讀 

一個地方上的召會，若是不擴展，那個地方召會的性質就會低

落，就會失去其宇宙性和永遠性。…〔這〕擴展不是用人的辦

法鼓勵出來，或用人的手作出來的。召會的擴展，乃是藉著主

生命的長大而有的。…當耶路撒冷的召會興起不久，神就使祂

的兒女因受逼迫而分散各處。 

召會的擴展，能衝破許多障礙，消除許多弊病。然而，有許多

召會興起的地方，卻是心腸狹窄的，比方耶路撒冷就是如此。

在那裏，有許多舊約的遺傳、教訓，使他們故步自封，閉關自

守。…他們故步自封，藐視任何人，並且不和任何人來往。…

當召會一擴展時，這些錯誤的觀念，就都被衝破了；無論是地

域的、種族的、或彼此歧視的觀念，召會一擴展，這一切就衝



 104 

破了，就都沒有了。…藉著擴展，所有的封閉就被除去。新約

給我們看見，耶路撒冷的召會興起不久，神就將一塊大石頭丟

在他們中間。那實在是塊大石頭，好似大『炸彈』一樣，把他

們都擊打分散了，逼得他們離開耶路撒冷。這是神的手，因為

召會不是猶太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召會乃是宇宙的。 

行傳八章告訴我們，門徒分散的第一步，也就是分散的頭一個

地方，不是伯利恆，乃是撒瑪利亞。（1～25。）撒瑪利亞介於

猶太地和外邦地之間，並且撒瑪利亞人是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混

血種。…撒瑪利亞人蒙恩以後，在耶路撒冷的聖徒非常驚訝，

就派使徒們去看望；使徒們一去，為他們禱告後，聖靈立即降

下來，神自己也出來印證這事。（16～17。）…從八章我們可以

看見，召會第二步的擴展，乃是藉著腓利傳福音給埃提阿伯的

一個太監；福音就此傳到了非洲。（26～39。）（召會的歷程，

二八至三一頁。） 

參讀：召會的歷程，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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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三 

晨興餧養 

徒九２０～２２ 『隨即在各會堂裏傳揚耶穌，說祂是神的兒

子。凡聽見的人都驚奇，說，在耶路撒冷損毀呼求這名者的，

不就是這人麼？並且他到這裏來，不就是為要捆綁他們，帶到

祭司長面前去麼？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色的猶太

人，證明這位耶穌就是基督。』 

  

在行傳九章神又給我們一個例證，就是祂揀選保羅。神不是揀

選那些同情基督徒、相信基督的人；神乃是揀選逼迫基督徒、

反對主的人。神在那裏所拯救並呼召為使徒的，不是一個虔

誠、順服神的人，乃是一個頂撞神、…苦害基督徒的人。 

亞拿尼亞〔不明白福音為甚麼要傳給掃羅〕。…這是人的觀念；

所以神要作一件事，來打破這種觀念。我們人狹窄、錯誤的觀

念，的確需要藉著召會的擴展來衝破、來打碎。 

我們必須相信，一個人在一小時前反對召會，一小時後卻能傳

福音。神能作這事，因為神要擴展。（召會的歷程，三二頁。） 

信息選讀 

〔行傳十章〕指明主在地上的福音行動，是在祂天上寶座行政

的管理之下。（參來八 1，徒七 56。）古今所有的使徒和傳福音

者，都是在地上完成天上的使命，開展神國的福音。…福音

〔正〕擴展到居人之地的四方，聚攏各類不潔淨（有罪）的

人。（路十三 29。）（聖經恢復本，徒十 11 註 1，註 2。） 

主在馬太十六章說到，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交給彼得。

（19。）…彼得在五旬節那天開了門，然後在哥尼流家，他又

開了…外邦人的門。…這時，聖靈纔正式把召會擴展到外邦人

中，衝破了這道鐵牆。 

安提阿的召會中，也是滿了擴展的故事。（徒十三 1。）（召會

的歷程，三五至三七頁。） 

這裏所記載的五位申言者和教師，是由猶太人和外邦人組成

的，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和身分。這指明召會是由各種不同

種族和階層的人組成的，與他們的背景無關；這也指明神將屬

靈的恩賜和功用賜給基督身體的肢體，不是根據他們天然的身

分。（聖經恢復本，徒十三 1 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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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安提阿召會的光景〕還不彀，聖靈來了，要打發巴拿

巴與保羅到外面去作工，目的就是為著擴展召會。（徒十三 2～

12。） 

使徒保羅第一次正式到外邦召會傳福音，設立召會，首先是到

居比路；住了不久，旋即往小亞細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在

那裏好幾個地方設立召會，使召會有更進一步的擴展。（十三～

十四。） 

保羅…第二次出外傳道，…本來想在亞西亞一帶作工，但是聖

靈給他異象，要他往馬其頓，就是到歐洲去。…第一個建立的

就是腓立比召會。（十六 12。）…再次就是帖撒羅尼迦召

會。…使徒後來到了庇哩亞、（10、）雅典，（15，）然後到哥

林多，（十八 1，）之後經過以弗所，（19，）回到了安提阿。

（22。）（召會的歷程，三八至三九、四一頁。） 

參讀：召會的歷程，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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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四 

晨興餧養 

徒十五１９ 『所以我判斷，不可難為那轉向神的外邦人。』 

３９～４１ 『於是二人起了爭執，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

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羅卻揀選了西拉，也出去，蒙弟

兄們把他交與主的恩典。他就走遍敘利亞和基利家，堅固眾召

會。』 

  

當召會往外擴展時，因著撒但藉著人的打岔，可以說產生了三

個難處。這三個難處，限制了召會的擴展。…召會擴展首先遇

到的難處，是猶太教的限制和捆綁。（徒十五 1～35。）當時猶

太地信主的猶太人，仍保有猶太教的遺傳；他們用猶太教的眼

光和主義看待召會。…猶太人自以為他們的律法、規條和禮

儀，都是出乎神的，是敬虔的，所以自認最能遵守神的話。撒

但就利用這點，限制了召會；這個限制非常厲害。 

從召會兩千年的歷史，我們看見，每一次召會的擴展，都是因

著召會得著了一個能力；而這個能力在一班認識神的人身上，

衝破了那些宗教的儀式、規條、和死的字句。…一面我們固然

該遵守聖經，照著真理的教訓，在聖經的光中生活行事。…另

一面，我們要問，這些聖經的知識、真理的亮光，是死的還是

活的？如果那些不過是死的字句，就會完全限制、攔阻召會。

（召會的歷程，四二至四三頁。） 

信息選讀 

〔行傳十五章〕叫召會的眼睛明亮，叫召會脫離猶太教的轄

制，也叫召會脫離耶路撒冷的管治。因此，召會纔得以自由的

擴展。撒但就是要用猶太教和耶路撒冷，來管治、轄制、禁

止、約束召會的擴展。然而，神是要往外邦去的，神要往地極

去；祂要走遍宇宙，要在遍地上都有祂兒子的見證。保羅實在

有這異象，所以幾年後，他寫以弗所書，就說到他有這異象，

並且神給他看見，要叫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作神兒子基督

的身體。（三 6。） 

等這個猶太教的難處解決之後，保羅和巴拿巴立即同往外邦去

傳福音。耶路撒冷的問題不解決，召會就不能往外去；耶路撒

冷的問題一解決，猶太教的問題一解決，使徒立即可以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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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外邦去。然而，他們又遇到一個難處；外面宗教的難處過

去了，裏面主觀的難處來了—巴拿巴和保羅竟然不能同心。（徒

十五 36～41。）巴拿巴要帶著馬可同去看望弟兄，保羅覺得不

妥，他們之間就起了爭論。我們必須認識，他們兩人的爭論，

其實就是撒但的作為。那時召會的擴展，就因著巴拿巴與保羅

不能同心，受到相當的虧損。…本是同工的弟兄們，有了不同

的意見，這又限制了召會的擴展。 

經過這一次的破壞，召會向外擴展的力量自然就減弱了。兩個

一同行動的使徒，現在分開了；巴拿巴帶著馬可往西去了居比

路，保羅帶著西拉向北去，走遍敘利亞和基利家。（39～41。）

兩個人分了兩條線，這就到了行傳十六章。對於這一段聖經，

我們要仔細讀，並且要讀出聖靈的意思。保羅曾在小亞細亞一

帶作工，所以很願意留在那裏，但聖靈禁止他們；（6；）爾後

他想去庇推尼，耶穌的靈卻不許。（7。）這是為甚麼呢？沒有

別的原因，乃是為著召會的擴展。聖靈為要擴展召會，最後逼

得只好給保羅異象，要他往歐洲去。保羅看見異象後，就有了

負擔，從小亞細亞過海到馬其頓。（9～12。）召會就從亞洲擴

展到歐洲，往南到雅典、哥林多那些城。（十七 15，十八 1。）

（召會的歷程，四八至五○頁。） 

參讀：召會的歷程，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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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五 

晨興餧養 

徒十六６～９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試

著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

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

們。』 

  

〔行傳十六章六至十二節指明〕保羅這個人…裏面也有難處。

聖靈是要他往前擴展召會，他卻不懂聖靈的意思。正在進退兩

難的時候，夜間來了一個異象，要他到歐洲的馬其頓。（9～

10。）這是我們作工的人常有的難處，當我們到一個地方作

工，住久了安定之後，就不太肯動。 

保羅若沒有被聖靈征服，召會就不能到歐洲去。…召會要得著

擴展，就必須先衝破猶太教這極大的捆綁；也必須衝破人的意

見，還必須衝破人的自己和老舊的觀念。召會的擴展，常會遇

見三層難處。第一是外面的，第二是同工之間的，第三是人的

自己和老舊的感覺。召會早該到了歐洲，乃是因著各種難處纔

遲誤了。召會擴展的最後一道難處，或說關卡，就是你我自

己。若是你我一直在老舊的情感和關係裏，召會的擴展就遙遙

無期；這是需要異象的。當這三道關卡全衝破了，召會就能擴

展。（召會的歷程，五一至五二頁。） 

信息選讀 

保羅的老舊觀念，不只在他第二次出門時顯出，並且在他第三

次出門時更顯明。當保羅在哥林多寫信給羅馬召會時，他裏面

有一個感覺，想到羅馬去看看，並且有意到西班牙去。（羅一

15，十五 23，28。）在使徒行傳中，他也有這種感覺。（十九

21。）這實在是聖靈的意思，與召會的擴展非常有關係。聖靈

對保羅的啟示，乃是要他到西方去擴展召會。 

保羅〔第三次旅程〕差不多仍是到那些老舊的地方，到小亞細

亞、馬其頓和希臘等地。…按原則說，保羅第三次出門，召會

並沒有得著多少的擴展。使徒第三次出門回來，是先到耶路撒

冷。他原是想要回安提阿去，但在回去之先，他在耶路撒冷就

遭遇了難處，被猶太人捉去。（二一 27～30。） 

保羅在羅馬十五章告訴我們，他第三次出門時，裏面很清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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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往羅馬、西班牙去。在行傳十九章，保羅也說要到羅馬。保

羅這個感覺，非常關係召會的擴展；因為召會到歐洲，頭一步

就到了馬其頓和希臘一帶。要從那裏再往外開展，第一個大的

站口就是義大利，也就是羅馬；再一個站口就是西班牙。到了

西班牙，使徒們恐怕認為那是到了地極。 

保羅寫羅馬書時，他裏面的感覺是非常關心羅馬，聖靈是要他

往前行；但保羅裏面有一個牽連，就是和猶太人的骨肉之親。

在九章三節，保羅曾說，『為我弟兄，我肉身的親人，我寧願自

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換句話說，他到那時候，還沒有

完全脫離對猶太人的觀念。 

若是保羅當時不被捉拿，這樣獻祭的事，讓外邦的弟兄們知道

以後，豈不令人更加糊塗。到底甚麼叫舊約，甚麼叫新約；甚

麼叫律法，甚麼叫恩典，就都不清楚了。所以，保羅這次回

去，的確是錯誤的。（召會的歷程，五二至五三、五六至五七、

五九頁。） 

參讀：那靈，第十二篇；雅各書結晶讀經，第一、三至四、六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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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週六 

晨興餧養 

徒二十２２～２３ 『看哪，現在我靈裏受捆綁，要往耶路撒

冷去，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只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

鄭重見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著我。』 

二三１１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你當壯膽，

你怎樣在耶路撒冷鄭重的為我作了見證，也必照樣在羅馬為我

作見證。』 

  

保羅〔第三次行程中〕回耶路撒冷，違背了五個感覺和教訓：

首先，聖靈給他正面的感覺，他沒有順服。其次，聖靈給他禁

止的感覺，他也沒有聽從。千萬記得，在我們的每一項行動

中，若感覺不自然，就表示這行動有問題。第三，申言者的豫

言警告，他沒有聽從。第四，違反了身體的感覺。第五，違反

了主明文的教訓。主曾說，這城如果有逼迫，你們要從這城逃

到那城。（太十 23。）保羅…沒有必要回耶路撒冷，回去的目

的也沒有多大，況且還有苦難等著他。（召會的歷程，六○

頁。） 

信息選讀 

保羅裏面原初的感覺，一直是要去羅馬。當他要上羅馬時，聖

靈就向他啟示，說他必在羅馬為主作見證。（徒二三 11。）最

後他是去了羅馬；只是這次去，不如從前方便。從前去羅馬是

自由的，這次去是不方便的。…從這時候起，保羅的行蹤受了

很大的限制。 

保羅在羅馬監獄裏，有很好的學習，很好的對付。他學了很深

的功課，並且從羅馬監獄，寫了多卷寶貝的書信。…那一次，

保羅應該從哥林多一直往前去，但因著他身上還有舊造的成

分，還有陳舊的規條，不容易脫乾淨，以致成了他身上的盤

繞，叫他走回頭路，去了耶路撒冷。 

兩千年來，若是事奉主的人，一直讓聖靈往前去，召會早已成

熟。…聖靈若能在我們裏面走直路，召會的開展絕不僅止於

此。（召會的歷程，六一至六二、六五頁。） 

今天的工人分四種：頭一種是應付神今日時代職事需要的同

工；這班人是同心合意，經神對付過的少數人。第二種是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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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工，他們願意順服年長同工的引導、支配，並願意謙卑跟

隨學習。第三種是不肯服從前面先進的同工，又不屬於公會，

卻又喜歡與我們交通的人。第四種是在公會中的傳道人、自由

佈道家等。我們今天需要的，乃是頭一種與第二種的同工。 

同工在一地作工，需要與當地召會合作，工作與召會不能分

開。一位同工在一地工作時，也是當地的一位弟兄。召會分配

工作時，同工與弟兄們需站在同樣的地位上，一樣接受分配。 

關於第三和第四種同工，我們只能讓他們揀選他們自己的道

路。有些人，神沒有豫備安排他們與我們走一樣的路，我們對

他們不敢有怎樣的表示。…我們在此乃是作神所託付我們的一

分工作。至於別人的工作如何，我們不能干涉，我們在此並不

破壞別人的工作。（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一四五至

一四六頁。） 

參讀：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第二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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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詩歌 

事奉－在流中 653 

12 12 12 12 副（英 909） 

F 大調 4/4 

１ 

在流中！在流中！ 

來為主同作工； 

遵主旨，行主路， 

照主話來事奉。 

在生命水流中， 

靠主能而作工； 

為召會，為國度， 

在此時同事奉。 

（副） 

在流中！在流中！ 

同作工在流中！ 

在流中！在流中！ 

與聖徒配搭而事奉。 

２ 

在流中！在流中！ 

來為主同作工； 

在聖靈水流中， 

主的話肯遵從。 

永不靠自己力， 

不單獨，不任意， 

乃是與眾肢體， 

同事奉，互相倚。 

３ 

在流中！在流中！ 

來為主同作工， 

同召會，同聖徒， 

在主話亮光中。 

向需要的群眾， 

傳主話，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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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功神計畫， 

在流中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