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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異象，照着啓示，在身體中事奉，爲着建造神的家

建造召會的事奉＃２

１．我們可能重蹈保羅的覆轍，因爲我們的事奉神，可能變作撒但利用的工具，來破壞神的行動。
Ａ．在主向保羅顯 ２．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遇見大光之前，他有遺傳，有宗教的知識，有熱心，卻沒有異象或啓示。
現，以及天上來

３．保羅問主兩個問題：第一個—『主阿，你是誰？』—是要認識主；第二個—『主阿，我當作甚麼？』—是要得

的光照在他身上

主的異象。

之前，他那樣熱

４．在行傳二十二章十節保羅開始有異象，這個異象中斷他已往的事奉，開啓了他新約的事奉。

心事奉神，實際

使徒 22:8 我回答說，主阿，你是誰？祂對我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10 我說，主阿，我當作

上是頂撞神，是

甚麼？主對我說，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裡要將所派你作的一切事都告訴你。

Ⅰ．我們事奉 受撒但鼓動的：
神，必須有異
象並照着啓
示：

５．保羅事奉神的道路，是來自天上的異象；他看見了這個異象，舊約的東西就停下來，新約的道路就開始
了。

Ｂ．我們對神的事

１．啓示的事奉，乃是人碰着神，蒙了神的光照，受了神的啓示，從神那裏得着靈裏的負擔，而有的事奉。

奉可能是啓示的

２．天然的事奉乃是人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或是照着遺傳、規條，或是模倣別人，或是因着有一種情形

事奉，也可能是

需要應付，而有的事奉。

天然的：

３．我們不能在裏面沒有主的啓示，而在外面有事奉主的舉動；必須是裏面有啓示，來支配外面的舉動。

Ｃ．異象與啓示乃
是事奉的道路與
生命：

１．我們需要異象作爲事奉的道路，也需要啓示作爲事奉的生命；事奉神的道路是從異象來的，事奉神的生
命是從啓示來的。
２．保羅外面的方法換了不彀，裏面的生命也要換；老的方法不能用，老的生命也要被了結。
３．保羅傳的那條路是從天上的異象來的，他傳的內容是從啓示來的；路是屬天的，內容是活的基督自己。

Ⅱ．作爲在基督裏的信 Ａ．我們說到事奉主時，都需要清楚看見，我們需要基督的身體；我們必須領悟，沒有基督的身體，我們就不能事奉；
徒，我們是基督身體上 在基督的身體之外，我們也不能過屬靈的生活。
的肢體， 在身體中事奉 Ｂ．整個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個身體的生活，整個基督徒的事奉就是一個身體的事奉。
神：

Ｃ．新約聖經直到羅馬十二章，才清楚並確定的題到事奉；在這章裏，事奉這事才啓示給我們，並給我們看見這是一件身體的
事，也是在身體裏的事。羅馬書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6 照著所賜給我
們的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或申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申言；7 或服事，就當忠於服事…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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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互相爭先。11 熱心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Ｄ．說到事奉要在召會中，乃是重在事奉的立場；說到事奉要在身體中，乃是重在事奉的配搭。
Ｅ．新約給我們看

１．認識基督的身體，就是認識自己不過是一個肢體，沒有別人不行。。

Ⅱ．作爲在基督裏的信 見，信徒乃是互相作 ２．每一個基督徒都不是一個整體，乃是身體的一部分，是一個肢體。
徒，我們是基督身體上 肢體，配搭成爲一個 ３．我們事奉主的時候，該站在肢體的地位，和別人配搭着一同事奉。
的肢體， 在身體中事奉 身體：
神：
Ｆ．我們若看見了身體，就絕不會再製造分裂；不再單獨或獨立，並且樂意被調和；沒有任何抱怨、怨言或批評，卻有
愛心、饒恕、同情、寬容和恆忍；這樣的身體生活，使我們的事奉有真正的衝擊力。
Ａ．神要叫那些得 １．帶人得救和帶信徒在生命上長大，都不過是手續，神家的建造才是神最終的目標。
救 、 受 了 造 就 的 ２．神建造起來的家能叫神啓示、彰顯祂自己，能叫神得着祂該得着的榮耀，也能叫神完成祂的旨意，使祂
信徒，配搭、建造 得着安息。
在 一 起 ， 成 爲 祂 ３．神要人熱心傳福音，也要信徒追求屬靈，好建造祂的家，就是召會，基督的身體。
的居所：
１．當主耶穌在地上時，祂工作的中心乃是要爲神建造一個家，因此祂爲神的家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２．使徒們爲着建造神的家勞苦工作。

Ⅲ．我們的事
奉是爲着建

３ ． 大部分信徒

造神的家：
Ｂ．我們需要顧到
神家的建造：

總是顧到自己的
需要，以自己爲
中心，爲出發
點：

ａ．不論在物質上或屬靈上，人總是自私的，總想要爲自己得着甚麼，卻從未想過神要甚
麼。
ｂ．我們若要在現今這個時代，作合神心意

(1）神願意我們脫離自己，脫離自私，來顧

的基督徒，應付神的需要，就不能一直陷在 到神家的建造。
自己裏面；必須從自己裏面出來，顧到神的

(2）我們不能光顧到自己，乃必須顧到神的

需要：

家。

４．我們的眼目必須集中專注，不見別的工作，只見一個工作，就是神要建造祂的家。
５．我們帶着異象，照着啓示，在身體中事奉，爲着建造召會作神的家。

2

①

②

經歷：在職生活篇
人在神面前的事奉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啓示的事奉，一種是天然
的事奉。啓示的事奉，乃是人碰着神，蒙了神的光照，受了神的
啓示，從神那裏得着靈裏的負擔，而有的事奉。這種事奉不是人
起頭的，乃是神起頭的；不是出於人的，乃是出於神的。神是這
種事奉的源頭；人只有遇着神，接觸了神，才能有這種事奉。天
然的事奉就不同了。天然的事奉乃是人照着自己的想法，憑着
自己的看法，或是照着遺傳，照着規條，或是抄襲別人，模倣別
人，效法別人，或是因着有一種情形需要應付，而有的事奉。這
種事奉是出於人，出於自己，或是出於別人，而不是出於神。…
唯一有價值的事奉乃是照著啟示的事奉。
優秀的在職者不會固執於自己過去的經驗或想法，有著開放的心 ③
態，對應各式各樣變化的靈活性。現代的時代是變化的時代，在職
場環境的各方面都急遽地變化中。因此你只靠著過去的經驗是不可
能應付得來現在的需要。
你的在職生活中的種種經驗是為著建造召會。為著建造召會而有
的種種事奉能夠成全你，因此能夠讓你成為有在職生活見證的傑出
表現者。在召會是事奉裡，好的事奉是放下自己的觀念和經驗，向
主敞開、聽從主、享受主、與主一同的事奉。這樣的實行能夠讓你成
為有靈活性的人，在職場上成為優秀的人。
我們這些事奉神的人，多半只看見前面兩件事。我們看見熱心
傳福音的重要，也看見追求屬靈的重要，卻沒有看見建造神家
的重要。比方說，好像我們只採集材料，然後把材料整理好，修
造好，就到此爲止，沒有下文了。我們常認爲，一個人只要能熱
心傳福音，又能追求屬靈，就已經難能可貴。我們沒有看見，最
終那一件寶貴的事。我們沒有看見，神的心意、神的目的，乃是
要得着一個家。神要叫那些得救、受了造就的人，配搭、建造在
一起，成爲祂的居所。
你要像保羅所看到的一樣，必須要清楚看見神永遠經綸的目
標就是建造基督身體的異象。基督身體的建造是神作工的目標，
傳福音、聖別生活、將自己奉獻給主等等，這一切都必須是為著

這個目標。你的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的所有活動，就算本身
在怎麼好，若是沒有與基督身體的建造連結在一起，在神眼中
看來就變得沒價值。你的所有活動，必須要因著基督身體的建
造而定方向、受調整、得加強、拔高。
這樣的學習對你的在職生活也很有用。工作有許多種類的業
務，但目標只有一個。執行業務時，若是沒有看見目標，就無法
決定方向。並且，各個業務有不同的方向，若無法統整，就無法
有相互相輔相成的效果。優秀的在職者有看見明確的目標，能
夠影響執行各種業務的其他人，統整他們、有效率的達成目標。
在召會生活中有建造的目標來事奉的人，在職場上也必定能表
現卓越。
大部分信徒總是顧到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爲中心，爲出發點。所以若
是講到人痛苦需要神的安慰，人貧窮需要神的眷顧，人有苦難需要神
的搭救，或者說人有愁煩需要神賜平安等，諸如此類福樂平安的道，
人很容易響應，也很喜歡接受。卽使道講得高一點，告訴人如何能得
勝、屬靈、聖別、蒙神悅納、生命長進等，人也都喜歡接受，並且容易
響應。然而，你的道若從神的需要那一面講起，說到神需要一個家，
需要人作祂的材料，建造成爲祂的安息之所，你會發現人裏面不太響
應，不太有興趣，原因是人總是只顧自己的需要。不論在物質上或屬
靈上，人總是自私的，總想要爲自己得着甚麼，卻從未想過神要甚
麼。…神願意我們脫離自己，脫離自私，來爲着神的建造。凡有屬靈
經歷的人都知道，你若肯因爲神的建造而顧到別人，神就顧到你。
你必須要認識到神的拯救不是為著你的權益。神不是因為你
很可憐，所以替你釘十字架，把你從永遠的滅亡中救出來。神的
拯救有明確的目標，這目標遠比從永遠的滅亡得拯救還要更高、
更棒。你不能陷在個人的權益、幸福、繁盛裡。神希望建造基督
身體這經綸的目標，大大地被彰顯。你有分於這美妙的神的建
造。在公司不知道公司目標的社員是三流的社員，對社長而言
是沒什麼價值的社員。同樣地，只追求自己的事這樣個人主義
的基督徒，在神的眼裡也沒有任何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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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６５８番
１
われらのほう仕は ,
ただ召会のため;
そは主のみこころ ,
使徒たちの実行。
（復） われらのほう仕は ,
ただ召会のため;
これは主の御むね , われらおこなう。
２
召会は主のうつわ , とわのご計かく;
すべてのほう仕は , けんぞうのため。
３
たまものあるひと ,
からだのなかで,
しょう会をけん造し , ほう満もたらす。
４
たまもの, 機のうも , れいのちからも,
すべてのつとめは , しょうかいのため。
５
ふく音もおしえも ,
やしない, かん理も,
すべてのほう仕は , みからだのため。
６
しょう会がつとめの
ためではなしに,
つとめは, しょうかい, しょくだいのため。
７
これがしょうかいの
いちをたもって,
わが動機をさぐり ,
もくてきただす。
８
自ぶんのわざより ,
主よ, すくいませ;
われらのろう苦は ,
しょうかいのため。

一
我们事奉须为召会，神的美意如此定；
这是工作惟一途径，使徒都曾如此行。
（復）我们事奉须为召会，不该为着别事情；
这是神的完全旨意，我们必须如此行。
二
召会要作神的器皿，是神永远的计划；
神要我们所有事奉，都为建造祂的家。
三
元首所赐恩赐的人，全都为着祂身体；
他们都该建造召会，使主丰满得建起。
四
所有恩赐、一切功用、圣灵所显的能力，
以及所有不同职事，都该只为主身体。
五
传扬福音、拯救罪人、教导、牧养并治理，
以及各样别的工作，也该只为主身体。
六
职事乃是为着召会，召会不是为职事；
所有灯台都是召会，任何职事都不是。
七
这能保守召会合一，拯救我们脱宗派；
这将试验我的动机，予我目的以更改。
八
求主救我脱离工作，脱离宗派的工作；
使我只为召会劳苦，只为召会而活着。

914. Service - For the Church (Jap 658)
1
For the Church should be our service,' Tis the perfect will of God;
'Tis the only way of working Which the Lord's apostles trod.
(C)
For the Church should be our service, Not our aims to satisfy;
This the perfect will of God is, And with it we must comply.
2
For 'tis God's eternal purpose That the Church His vessel be;
He intends that all our service Build His Church continually.
3
All the gifted persons given To the Body by the Head
Are to aid the Church's building, That to fulness she be led.
4
All the gifts and all the functions, All the spirit's power shown,
All the ministries are given For the Church and that alone.
5
All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All the teaching ministry,
Every other kind of service For the Church alone should be.
6
Ministry is for the Churches, Not the Church for ministry;
All the lampstands are the Churches, Not a form of ministry.
7
This will keep the Church's oneness, Saving us from every sect;
This will ever test our motives, And our aim will thus correct.
8
Lord, deliver us from our work, From the work of any sect;
For Thy Church alone we'd labor And its building up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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