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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021 年春季长老负责弟兄训练 ⸺⸺『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 

第六篇 因素六：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并事奉上 

的用处，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 

个性就是我们的己。 
 

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就是对付我

们的己、魂生命、旧人（罗六 6）和

『我』。（加二 20。）对付天然个性

的路，乃是领悟并记住我们是钉了

十字架的人，并且整天留在这个领

悟和实际里。（20，五 24 ～ 25，罗

六 6，八 13 下。）实际的说，否认己

就是否认我们天然的个性。我们必

须不断操练我们的灵而拒绝己，并

凭另一个生命而活，借此活基督。 

 

第贰，是个性的表现。我们在主的

工作上，不该受天然的个性限制；

反之，我们必须学习过反对自己，就

是反对个性的生活；凡是我们自己

的，凡是出乎我们的，都不能带到对

主的事奉中。 

 

天然个性的表现有以下七方面。第

一，为非常自信。不觉得自己不行，

只觉得别人不行。第二，看环境。若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中，

最损害我们用处的，就是照我们天然

的个性而活。个性是我们在神圣生命

的长大上真正的敌人，也是破坏我们

在主手中用处的主要因素。为着我们

生命的长大并事奉上的用处，我们必

须对付天然的个性。我们必须留意我

们本性中，天然个性中的『瘤』；我们

若对付这个『瘤』，生命就会长得快，

对主也会更为有用。 

 

本篇信息有四个大点，说到：个性的

启示、个性的表现、个性的对付、和个

性对付的图画。 

 

首先，我们来看个性的启示。天然的

个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是，而性格

是我们天然个性外在的表现；天然个

性是我们里面的所是，性格是我们外

在的表现。个性含示于马太十六章二

十三至二十六节的『思念』、『己』、

和『魂生命』这几个辞；个性包含这一

切的元素。事实上，可以说我们天然的



是环境不齐备、条件不够，他就不作。

第三，『英雄』型。作什么事都要令

人印象深刻，作得完全与完整。 

 

第四，『非英雄』型。作什么事都不

彻底、不完全。第五，个性很强。有

支配的态度、压制的灵，批评的说话，

以及注重规条且不赦免的灵。使他们

不能与人配搭合作，容易在召会生中

引起难处。第六，讨好人。不愿意得

罪任何人，无法诚实坦率的向圣徒们

说警戒或警告的话。第七，野心。要

得地位，且有异议。 

 

第叁，是个性的对付。有四个凭借。

第一，里面那灵借着复合之灵里十字

架杀死的元素。我们需要看见并在经

历中实化，这包罗万有的灵所包含基

督宝贵的死，以及基督之死的甜美和

功效，能杀死我们天然的个性。（出

三十 23 ～ 25，腓一 19，罗八 13。）

第二，借着外面圣灵的管治。神要把

我们摆在完全无能为力、毫无办法的

地位上，祂在我们身上才有路，叫我

们作一个被破碎的人。第三，借着作

为那灵之基督的光照。作为大光之基

督内里的光照，从我们天然的个性得

救。惟有这种光照才会除掉我们的骄

傲，惟有这光会叫我们的肉体的活动

停止，才会破碎我们外面的壳子连同

天然的个性。就越厌恶自己，也越否

认自己。第四，借着召会生活、结果

子和喂养小羊。我们在主的手中若没

有用处，不能照顾别人，乃是由于我

们天然的个性。 

 

最后，是个性对付的图画。神对付雅

各乃是一幅完整的图画，表明圣灵在

新约信徒里面管教和变化的工作，以

对付他们天然的，好叫基督成形在他 

们里面，并在他们面完全长大而达到

成熟；这乃是神赐福与我们，并使我

们叫别人得福，使他们能得着神圣三

一之神圣分赐的供应。（创二五～四

八，罗十二 2，林后三 18，来六 1 上，

创十二 1 ～ 3，结三四 36。）雅各的

一生表明，一个生来天然的人必须经

过破碎，才能成为『以色列』，就是

神的王子；神借着我们的环境所拆

毁的，不过是我们没有价值的己，我

们天然的个性；然而，神所建造到我

们里面的，乃是祂自己这至宝、卓越、

无限量者。（林前三 12。）神命定雅

各终生要过挣扎的生活；神主宰安

排了雅各一生中的每一个环境、遭遇

和人物，并使这些都互相效力，叫雅

各的益处，使祂可以将雅各这抓夺

者，抓脚跟的人，变化成以色列，神

的王子。雅各生命成熟（变化的最后

阶段）最有力的表显，乃是他祝福每

一个人。他抓夺的手变成祝福的手；

祝福是借着在生命里成熟而将作生

命的神涌流给人。【摘自：新北市召

会周讯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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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彼后 3:1-6 3:7-9 3:10-12 3:13-15 3:16 3:17-18 约壹 1:1-2 

进 度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37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约翰壹书生命读经，第 11~12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十七篇（请参阅周讯 

    第 8~10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晨兴圣言：第六周。 

 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五册：第 16 课， 

 书报追求进度：“为主惜取少年时”，第三篇。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3 

1. 马来文线上福音座谈 

 日期/时间： 05/09（主日）晚上 7:30pm-8:30pm 

 主题： Hayat yang Sementara Vs Hayat yang Abadi 

 会议帐号： 899 8783 3196     

 会议密码： 3927 

 

2. 全召会集中事奉聚会预告 

 日期/时间： 06/09/2021（周一）晚上 7:30pm 

 会议账号: 833 6103 2392  

 会议密码： 1111 

 备注：请鼓励更多圣徒一起上线，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  
  

 

https://us02web.zoom.us/j/83361032392?pwd=d0RwV1BMVXJIa0V4QlVEdjZ1N1No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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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8（主日）⸺⸺ 五，七会所 

  范围： A 二楼大厅，四围厕所（包括半层），两边外围走廊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3.   召会经过负责弟兄们的交通并在政府单位所允许的条件下，将恢复

  实体的召会生活。因此需要各会所交通并安排圣徒们前来会所进行

  整洁服事。以下列出整洁时段并整洁范围： 

                        31/08（周二）早上⸺⸺ 二，十二会所 

  范围： C 底楼走廊，四楼天台，会厅，园艺 

  职责：扫，抹地板和长板凳，修剪花圃，割草等。 

   31/08（周二）下午⸺⸺ 一，九会所 

  范围： A 一楼会厅，走道，前门楼梯，旁边楼梯 

  职责：扫，抹会厅和走廊，排椅子，清理厕所。 

  备注： 1.  请各会所照着时段，划分范围安排圣徒前来，若有调整， 

                  务必通知许信源弟兄。 

                   2.  请圣徒们务必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戴口罩，量体温，

     扫描 Mysejahtera。 

4. 青少年相调特会 

 日期/时间： 10/09（周五）晚上 7:30pm 开始至 12/09/2021（主日）

     下午结束 

 特会平台： ZOOM       费用：每人 RM10     

 报名截止： 30/08/2021（周一） 

 备注：请通过以下的链接自行报名 

    (https://forms.gle/WbMRh1zdco8Z3P38A)。 

    费用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好并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

    据注“Youth Sep”并区属（列： H1D1）。汇款收据请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银行户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银行账号：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别奉献『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献 OFFERING』 

  6.   奉献心愿款项总数 RM2,570,719.75，上周收到银行直通 RM555.00  

    截至 24/08/2021 累积奉献共收来 RM2,544,773.05，尚缺 RM25,9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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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儿童服事-配搭相调交通 

 日期： 16/09/2021（周四─Malaysia Day） 

  时间：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 

 报名截止： 13/09/2021（周一） 

  对象：全体圣徒（需报名），请鼓励每一区都要有人报名 

 负担：见证交通双向得人儿童排的实行及儿童工作的定位与创新作为 

 备注：请将报名资料（名字，电话）转发给许信源弟兄（016-8884120） 

有各种不同表现的，有的是血气，有

的是肉体，有的是己，还有的就是天

然。有的人容易冒火发脾气，那就是

他的血气很大。有的人就是话多，一

直发表意见，那就是他的己很厉害。 

还有的人不发脾气，也不说话，却很

能干，作起事来，办法很多，那就是

他的天然很强。所以，天然就是旧人

活出来的一部分表现，而这一部分

表现，乃是重在人的能力、干才、智

慧、聪明、办法、手腕等等。  

 

什么是个性 
 

我们的个性是我们天生的所是，我 

己的定义 
 

我们要对付己，第一先要找出己的定

义。己到底是什么？很多属灵的名词，

我们虽然常说常用， 但若追问牠真实

的意义，就不容易说了。对于己，也是

这样。我们常听见人说到‘己’，但很

少人 能说出己的定义来。 到底己是

什么？简单的说，己就是魂生命，而重

在人的意思，人的主张。这是从圣经几

处明显题到‘己’的地方，可以清楚看

出来的。  
 

天然的定义 
 

我们曾说过，我们的旧人活出来，是

 借着对付己和天然（个性）而被建造， 

在神手中有用处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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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节，门徒问主：『这样谁能得

救？』 主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26。）这话必然已

经在彼得身上应验了。 在彼后一章

五至十一节，彼得写到借着生命的

长大，发展主所给我们的，使我们得

以丰富进入永远的国。彼得能写这

样的话，因为他学了属灵的功课。主

在他身上有了突破。我们不可能突

破我们个性上的难处，但主能作

到。...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头几

年，我们可能长得很快。然而，由于

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成长可能慢下

来，甚至停顿下来。我们应当接受对

我们的个性的警告。我们必须留意

我们本性中，个性中的‘瘤’。 我们若

对付这个‘瘤’，就会长得快，并在属

灵生命上步入坦途，在生命长大上

没有什么阻挠，对主也会更为有用。 

（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二十四篇） 

 

己是基督身体建造最大的难处 

 

因着己是独立的，所以己是基督身

体建造最大的难处。我们不仅要倚

靠神，也要倚靠身体，倚靠弟兄姊

妹。每当我们向弟兄姊妹独立，我们

就在己里，...你若核对你的经历，

就会发现当你向弟兄姊妹独立时，

你觉得你向神也是独立的。照样，当

你与弟兄姊妹隔绝时，你觉得你与

神也是隔绝的。  

 
 

们天然的构成。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

可以在‘我’、己、魂生命里发现我们

的个性。...性是由‘己’（太十六 24，

路九 25）和魂生命（太十六 25~26，

路九 24）所含示。 
  

个性的难处 
 

我们的个性是我们这个人最难对付

的一部分；在我们的个性中，常有特

别的一部分，非常难以对付。 ...照我

多年的观察，我们在神圣生命的长大

上，真正的敌人乃是我们的个性。我们

的个性也是破坏我们在主手中用处的

因素。...我发现许多圣徒最终在神圣

的生命上停止长大，不能更进一步往

前。在他们头几年的基督徒生活中，他

们在神圣的生命上长得很快。但最后

由于他们个性上特别、怪僻的一面，他

们停止了长大。他们放弃了世界，为主

牺牲了许多事物。他们也听了许多信

息，并且爱这些信息。然而，还有特别、

怪僻的一面留在他们里面。他们本性

的那一部分成了坚固的营垒，使他们

无法在生命长大上进步。这样的圣徒

很少有进步。 有些圣徒五十年来没有

什么长大。（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二

十四篇） 

 

与神合作，对付个性 
 

人的手无法挪去个性的因素，但是在

主的手中就有办法。 在马太十九章二

6 



爱主，多方面为主牺牲，受过高等教

育，在受苦和人生里有很多的经历。 

照理说，这样的人对主很有用处。 

然而，由于他们本性中特别、怪僻的

一面，他们的用处被扼杀了。 他们

虽然没有坚持不放他们里面这特别

的一面，但只是让这特别的一面留

在他们里面，就破坏并停止了他们

的用处。...我们怪僻的特性可以比

作木块中的木纹。木匠喜欢用木纹

均匀的木块。木匠若发现一块木头

的木纹不均匀，他不会用这块木头。

一块木头的质料可能很好，但若有

节瘤，就不容易锯切，而没有什么用

处。凡没有任何怪僻特性的基督徒， 

是长得最多、最快的人。照样，最有

用的弟兄姊妹，是那些没有任何怪

僻个性的人。在事奉上，最有用处的

人，是那些一直拒绝并否认他们所

是的人。（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二

十四篇） 

我们要倚靠主，就必须倚靠身体。 我

们若倚靠身体，就也会倚靠主。 你可

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主同在的深切感

觉。你之所以没有主的同在，是因为你

与身体隔绝了，因为你与身体的肢体 

没有正确的关系。你要竭力被建造起

来，并与身体有对的关系。你若与身体

是对的，并且被建造在身体里，就必定

觉得主的同在。（从天上来的异象，第

四章） 

 

需要对付天然的搀杂， 

才能被建造 

 

讲到建造，就要让主摸我们的天然。 

有的基督徒不爱主，不热心；但有的

基督徒既爱主，又热心。在爱主又热心

的基督徒中，有些是非常单纯的爱主，

追求主。 抹大拉的马利亚就是这样的

人，她真是爱主，她的爱里没有搀杂天

然、自私的意味，只是非常单纯的想要

找到主自己， 所以人看她好像糊里糊

涂。然而有些基督徒，是照自己天然的

口味和喜好热心爱主。不错，这样的人

很爱主，但严格说，因着他的爱主不单

纯，搀杂天然的味道，所以他的爱主没

有启示，并且无法建造召会，反而可能

造成难处。 （神救恩的目的，第十一

章） 

 

对付个性，在事奉上更有用处 

 

我也看见一些很有盼望的圣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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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篇 擘饼（二） 
造 就 

所说的‘杯’也是单数的，照原文直

译，应该是这样：‘又，既拿起杯

来，并祝谢了，祂递给他们，说，都

从它里面喝出来。’所以，我们不赞

成把杯改成多数；因为一改成多

数，就把那个意义改掉了。我们祝福

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么？从

一个杯里面，我们一同领受，这里面

的意义是交通。如果彼此不是很亲

密的，那就绝不能从同一个杯里你

喝一口，他喝一口。神的儿女一同喝

一个杯，大家从一个杯里，你喝一

口，他喝一口，这么多的人，都喝这

一个杯，这个意义就是交通。 

 

二 合一 

 

第二个意义是合一。‘我们所擘开

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么？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林前十 16～ 17。）在这里我们看

见，神的儿女是合而为一的。十一章

所说的饼和十章所说的饼有不同的

意义。十一章里的饼，主说，‘这是

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24。）

这是指着主耶稣肉身的身体说的。

十章里的饼乃是指着教会说的。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我们就

是饼，这饼就是教会。 

 

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看见记念、

表明和交通，也得学习看见合一。所

有神的儿女都是合一的，像这个 

 

 

叁 主的筵席的意义 

 

林前十章是用另一句话来说擘饼。它

不是说晚餐，而是说筵席。我们的主在

末了一晚所说立的晚餐里，叫我们记

念祂，宣告祂的死，一直等到祂再来，

这不过是一方面。教会的擘饼还有另

外一方面，那就是林前十章二十一节

所说的主的筵席。关于主的筵席的意

义，在十章十六至十七节中说得很清

楚，它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

同领基督的血么？我们所擘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么？我们虽

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

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在这里，也有两

个意义：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合一。 

 

一 交通 

 

主的筵席的第一个意义是交通。‘我

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

么？’我们岂不是一同喝主的杯么？

这是交通。林前十一章乃是说信徒与

主的关系，而十章乃是说信徒与信徒

彼此的关系。晚餐乃是我们记念主，筵

席乃是我们彼此交通。筵席乃是说，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

的血么？’这里着重的点，不是在领基

督的血，而是在同领基督的血。这一个

‘同领’，就是交通。 

 

这里说‘我们所祝福的杯’，这‘杯’

是单数的。在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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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筵席，而他们不能说‘我们虽

多，仍是一个饼’，我们就不能擘那

一个饼，因为那不是主的筵席。 

 

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我们都得记念

主，也都得心向着弟兄姊妹们。所有

神的儿女，凡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

都是在这一个饼里面。我们的心都

得被主放大，像饼所包括的那样大。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就是没有和

我们在一起擘饼的弟兄姊妹也包括

在里面。如果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把

他们完全忘记，那么我们的饼就不

够大，我们的心也不够大，就不行。

我们总不能有一个意思，盼望某弟

兄某姊妹最好不在这里面，某信徒

最好从这里面出去。这一个饼，叫我

们不能作一个窄小的人。 

 

如果有一个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擘

过饼的弟兄到主桌子的面前，他和

主是联合的，他也是在这一个饼的

里面，我们接纳不接纳他？要记得，

我们不是主人，我们至多不过是作

招待。筵席是主的，不是我们的。主

的筵席设立在某一个地方，像第一

次主的筵席设立在那一间楼上一

样。那一间楼是借用的，主今天也不

过是用这个地方来摆设主的筵席。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给人擘饼。这筵

席是属乎主的，接纳不接纳的权柄

在乎主，我们没有权柄。我们不能拒

绝主所接纳的人，我们不能拒绝任

何属乎主的人。我们只能拒绝主所

拒绝的人，我们只能拒绝不是 

 

饼是一个饼一样。我们只有一个饼，你

擘了一点吃，他擘了一点吃，我们各人

所擘来吃的那一点，假定能收得回来，

岂不仍然是一个么？虽然这一个饼是

分散在各人里面，但是在圣灵里仍旧

是一个饼。物质的饼，吃了就完了，我

们没有方法叫它回来，但是，在属灵上

这饼还是一个，在圣灵里是合一的。基

督像饼一样，本是一个。神分一点的基

督给你，神也分一点的基督给他，一位

的基督现在散住在许多人的心里。基

督是属灵的，虽然是分了，却又是没有

分的，祂仍旧是一位。神把基督给你，

神把基督给他，可是基督在圣灵里还

是一位。分开的饼，在圣灵里仍然是一

个，并没有分。神的儿女去擘饼的时

候，不只去记念主，不只去表明主的

死，不只和神的众儿女有交通，并且承

认神的众儿女是合一的。这一个饼，就

是代表神的教会是合一的。 

 

主的筵席的基本问题，是饼的问题。

这个饼是非常紧要的。这个饼，大而言

之，乃是代表所有神的儿女，小而言

之，乃是代表在一个地方所有神的儿

女。如果有几个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

他们只看见他们几个人，他们的饼只

包括他们几个人，那一个饼就太小，就

不够。一个饼必须能代表一个地方神

的儿女，必须能代表在一个地方的教

会；还不只，这一个饼，乃是包括神在

地上的儿女。我们必须看见，这一个饼

表明神的众儿女的合一。如果我们要

设立一个单独的教会，我们的饼就太

小，不能作为教会的代表。如果什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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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乎主的人。我们只能拒绝虽属乎主

而进入罪不出来的人，因为他与主的

交通已经断了，我们才与他没有交通。

我们不能拒绝主所接纳的人，我们也

不能接纳主所没有接纳的人，不能接

纳那已经和主失去交通的人。因此，在

决定对于某一个人应该不应该接纳擘

饼之先，对于他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在

接纳擘饼的事上，应当谨慎，不可随

便，要作得合乎主的心意。 

 

肆 擘饼聚会该注意的事 

 

末了，还得题起两三件事。在擘饼聚

会中，有一个特别的情形要顾到的，就

是：我们乃是蒙主血洗净的人，不是

求主用血洗净的人；我们乃是得着主

生命的人，不是求主给我们生命的人。

所以在这一个聚会中，我们只好祝福。

‘我们所祝福的…，’事实上，我们是

祝福主所已经祝福的。主在被卖的那

一夜，‘拿起饼来，祝福…又拿起杯

来，祝谢了。’（太二六 26～ 27。）

主在那里只有祝福，也只有感谢。等到

祂和门徒擘饼完了之后，还是唱了诗

出来的。（二六 30。）所以在这一个

聚会中正常的音调，乃是祝谢，乃是赞

美。在这一个聚会中，不是祈求，也不

是讲道。如果题起一点直接关于主的

事，那也许可以，也许用不着。其饼的

讲道，更是离题太远了。（行传二十章

说到保罗有一次在特罗亚的擘饼聚会

中讲话，那是例外。）在这一个聚会里，

只注感谢，只注重赞美。 

 

擘饼是一周一次。主设立晚餐的时

候说，‘你们要常常这样行。’（‘每

逢’在原文有‘常常’的意思。）初

期的教会，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擘饼。

（徒二十 7。）我们的主，不只是死

了，并且是复活了，我们是在复活里

记念主。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

日子，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最要紧

的事是记念主。盼望所有的弟兄姊

妹在这件事上不会忘记。 

 

还有，去记念主的时候，我们要

‘配’。林前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九

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

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

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

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

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不按理’在原文的意思是‘不

配’。吃的时候，最要紧的是配。这

不是说人配不配，而是说态度配不

配。如果一个人是属主的人，就不成

问题。他若不是主的人，他就根本不

能去擘饼。所以配不配的问题，不是

人的问题，而是态度对不对的问题。

我们领受这一个身体的时候，如果

随便的吃，不分辨是身体，那就不应

该。所以，主要我们省察。虽然我们

这个人是没有问题了，但我们在那

里吃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主的身体。

我们的态度不可马虎，不可随便，不

可轻看，不可放松。我们在这里要作

得与主的身体相配。主是把祂自己

的血和肉给了我们，我们应当虔诚

的接受，虔诚的记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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