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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因素五：真正的同心合意 

诗歌： 

读经：徒一14，二46，四24，五12，十五25，罗十五6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

地祷告。 
徒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纯的心用

饭， 
徒4:24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宰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徒5:12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廊下， 
徒15:25 所以我们同心合意，认为该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

那里去。 
罗15: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壹 在召会里真正的同心合意，乃是实行基督身体的一，就是那灵的一—弗四3～
6： 
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弗4: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 
弗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4:6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 

一 从以弗所四章四至六节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一的实行，乃是基于召会一的属性：一位

灵、一位主、一位神、一个身体、一信、一浸、一个盼望。 
弗4: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 
弗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4:6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 

二 在召会里实行真正的同心合意，就是应用一—徒一14，二46。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

坚定持续地祷告。 
徒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纯

的心用饭， 

三 一的实行在于同心合意；当一得以实行时，这一就成为同心合意—十五25： 
徒15:25 所以我们同心合意，认为该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

罗，往你们那里去。 

1 在约翰福音里主强调一；但在使徒行传里所强调的是同心合意—约十30，十七11，
21～23，徒一14，二46，四24，十五25。 

约10:30 我与父原是一。 
约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在你的名，

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里，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一，象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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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21 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

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约17: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一，正如我们是一一样。 
约17: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

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

意，坚定持续地祷告。 
徒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

纯的心用饭， 
徒4:24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宰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

中万物的。 
徒15:25 所以我们同心合意，认为该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

罗，往你们那里去。 

2 将福音书与使徒行传分开的界石，乃是那一百二十人中间的同心合意—一14：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

意，坚定持续地祷告。 

a 他们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成为一，在那一里，他们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祷告—

弗四3～6，徒一14。 

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弗4: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 
弗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4:6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

意，坚定持续地祷告。 

b 当使徒们和信徒们实行召会生活时，他们乃是同心合意地实行—二46，四24，五

12。 

徒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

单纯的心用饭， 
徒4:24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宰啊，你是造天、地、海和

其中万物的。 
徒5:12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

廊下， 

四 同心合意乃是一的心脏，核仁，核心—弗四3，徒四24，罗十五6： 
弗4:3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徒4:24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宰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

万物的。 
罗15: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1 一就象我们的身体，同心合意就象身体里的心脏。 

2 我们属灵的病乃象身体里面心脏的病；我们中间的病就是，我们不够同心合意；所

以，我们只维持着一种“心”里有病的一。 

贰 同心合意是指在我们内里的所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志里的和谐—徒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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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

续地祷告。 

一 在行传一章十四节，希腊字homothumadon，何莫突玛顿，用来指同心合意：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

坚定持续地祷告。 

1 这字由homo，何莫，“相同”，和thumos，突莫斯，“心思、意志、目的（魂、

心）”组成，指整个人内里感觉的和谐。 

2 我们应该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志，在魂里和心里有一样的目的；意即我们整个

人都包括在内。 

二 在马太十八章十九节，希腊字sumphoneo，舒封尼欧，用来表征同心合意： 
太18:19 我又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

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 

1 这字的意思是“和谐的，一致的”，指乐器或人发声所产生和谐的声调。 

2 信徒中间的同心合意，或内里感觉的和谐，就象一首和谐的乐曲一样。 

3 当我们同心合意时，我们对神就成了一首乐曲；我们成了一篇诗章，不仅是文字

的，更是有声音，有音调，有曲调的。 

叁 维持同心合意的因素乃是使徒的教训—徒二42，46： 
徒2:42 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 
徒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纯的心用

饭， 

一 一的实行一同心合意一是照着使徒的教训—42节。 
徒2:42 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 

二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信徒中间有同心合意，并且所有同心合意的人都坚定持续在使徒

的教训里。 

三 使徒们在各处，在各召会中，教导众圣徒同样的事—林前四17，七17，十一16，十四

34： 
林前4:17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

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 
林前7:17 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在众召会中都是这样吩

咐。 
林前11:16 若有人想要强辩，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召会也没有。 
林前14:34 妇女在召会中要静默，象在众圣徒的众召会中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

们乃要服从，正如律法所说的。 

1 我们也必须在全地各国的各召会中，教导同样的事—太二八19～20。 

太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太28: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

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2 新约中没有这个思想：一个教训适合一处召会，却不适合其他处召会；反而，新约



二○二一年四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纲要附经文  59 
 

启示所有的召会在领受教训的事上是一样的—多一9。 

多1:9 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好能用健康的教训劝勉人，又能使那些

反对的人知罪自责。 

肆 当我们实行同心合意时，必须学习在一个灵里，同有一个魂—腓一27： 
腓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基督的福音，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

见关于你们的事，就是你们在一个灵里站立得住，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齐努力； 

一 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然后同有一个灵而进到我们的魂里，使我们能同心合意—二

2，5，四2。 
腓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

思念同一件事， 
腓2:5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腓4:2 我劝友欧底亚，也劝循都基，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 

二 我们若要有真正同心合意的因素，就需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

谐”—林前一10，七25，40： 
林前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

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林前7:25 关于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

意见。 
林前7:40 然而，按我的意见，她若守节更是有福；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 

1 在地方召会的生活中，使我们无法实现同心合意的难处，乃是我们的意见—太十六

22～25，腓二2，四2。 

太16:22 彼得就拉祂到一边，责劝祂说，主啊，神眷怜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 
太16:23 祂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面去罢！你是绊跌我的，因为你不

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太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

跟从我。 
太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

得着魂生命。 
腓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

结，思念同一件事， 
腓4:2 我劝友欧底亚，也劝循都基，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 

2 在主的工作里、在召会生活中、以及在属灵的生命上，最大的破坏因素就是我们的

意见—林前一10～13上。 

林前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

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林前1:11 因为，我的弟兄们，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到你们的事，说你们中间有

争竞。 
林前1:12 我是说，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林前1:13 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或者你们是浸入保罗的名里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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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见乃是黑暗的表记；（约十一9～10；）每当我们发表和主旨意相反的意见时，那

意见就表示我们是在黑暗里行。 

约11:9 耶稣回答说，白昼不是有十二小时么？人若在白昼行走，就不至碰跌，因

为看见这世界的光。 
约11:10 若在黑夜行走，就必碰跌，因为那光不在他里面。 

4 主行事从不根据任何人的意见；祂行事总是照着祂自己的旨意，并且祂不会依照我

们的意见（包括照着我们的意见而有的祷告）而被推动—约壹五14～15。 

约壹5:14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祂所存坦然无惧的

心。 
约壹5:15 我们若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无不得着。 

三 同心合意乃是在我们全人里面是一，结果我们在外面的说话上也是一—罗十五5～6： 
罗15:5 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罗15: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1 有同一的心思和同一的口，意思是我们只有一个头—基督，因为只有头有心思和

口；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思来思想，并以头的口来说话—西一18上，腓二2，5，四

2。 

西1:18 祂也是召会身体的头；祂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

万有中居首位； 
腓2:2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

结，思念同一件事， 
腓2:5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腓4:2 我劝友欧底亚，也劝循都基，要在主里思念相同的事。 

2 当我们同心合意时，我们都说一样的话；我们都用同一的口说话。 

3 要有同心合意并同一的口，唯一的路乃是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和口里有地位作一

切，使神能得荣耀—弗三17上，21。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弗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 

伍 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徒一14，弗一3，罗十五29： 
徒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

续地祷告。 
弗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

福分，祝福了我们； 
罗15:29 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之福的丰满而去。 

一 我们要宝贝神的祝福，并领悟在召会生活中，一切都在于神的祝福—弗一3。 
弗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

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二 我们都愿意看见众召会得着神所命定的福—诗一三三3。 



二○二一年四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纲要附经文  61 
 

诗133:3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

远的生命。 

三 我们实行召会生活，需要认识使召会蒙受“基督之福的丰满”的路—罗十五29： 
罗15:29 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之福的丰满而去。 

1 我们要领悟神的福只能临到同心合意的光景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只会祝福同

心合意—徒二46。 

徒2: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跃单

纯的心用饭， 

2 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就必须实行一，而实行一的路乃是凭着同心合意—四24，十

五25，罗十五6。 

徒4:24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宰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

中万物的。 
徒15:25 所以我们同心合意，认为该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

罗，往你们那里去。 
罗15: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二○二一年四月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總題：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纲要附经文
	目录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