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国際長老訓練
表征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技巧和才干）/基督身体
#4: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在主的托付 及祂
所有的肢体都有恩赐，也都是恩赐/ “各人的才
的恩赐上忠信服事12/28-1/3
干”表征我们天然的才能，由神的创造和我们的
OL Summary:Ⅰ. 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 学习所构成/摩西、彼得和保罗的天然才干经过
节启示，我们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地服事，将 十字架，就在复活里起来为主所用，为着建造祂
神当作食物分赐给祂的家人，使我们得以在要来 的身体｡』
的国度中，赢得基督作我们的奖赏:
C. 用银子作买卖，表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
A. 神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行政，一个经纶，要 另外赚了银子，表征我们已经完全用上从主所领
将祂自己当作食物分赐给祂的家人，好使祂得着 受的恩赐，没有任何的损失或浪费｡
彰显—｡
D. 那领一他连得的，与那领五他连得和那领二他
B. 神派那些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作家庭管理者、管 连得的相反，他去掘开地，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
家、供应的管道，管理祂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 了；这表征没有运用主的恩赐去拯救人，也没有
们｡
将祂的丰富供应给人/ 地乃是象征世界，所以
C. “分粮给他们”，意指在召会里，将神的话和 “掘开地”是表征钻进世界，而埋藏主所给我们
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作为赐生命之 的恩赐/ “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表征将主
灵的基督是我们的食物，祂具体化并实化在生命 的恩赐弃之不用，以属地的借口为掩饰，任其荒
的话里/我们若要享受主作我们属灵的食物，使 废；任何不运用主恩赐的借口，都是把恩赐埋藏
我们能喂养别人，就必须祷告、默想主的话，借 起来。
着仔细揣摩而品尝并享受它｡
E. 主人对那又恶又懒的奴仆说，当把主人的银子
D. 我们若是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就是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银行业者），到主人来的时
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我们必须提 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
防贪婪，不为自己积财，乃要对神富足/“你们要 以说，兑换银钱的人（银行业者）就是所有的新
回想罗得的妻子”，意即我们不该贪爱并宝贝神 人、年幼者、以及退后者；使用我们的银子最好
即将审判并彻底毁灭的邪恶世界；这对贪爱世界 的路就是照顾别人，对别人有兴趣并关心他们，
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
为要将基督分赐到他们里面。/我们花时间和主
E.动手打那些和我们同作奴仆的，乃是虐待作我 同在，向祂敞开，问祂该照顾哪些人时，祂就会
们同伴的信徒/我们不该审判、定罪作我们同伴 给我们负担；我们接触别人，与他们交通时，与
的信徒，乃要以恩慈待他们，心存慈怜，饶恕他 主是一，以祂的同在顾惜他们，并以祂的丰富喂
们，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毁谤（辱骂） 养他们，我们自然就使用我们的银子｡
是指我们借着侮辱性的语言，粗鲁地批判和批评 F. 这样，当主来的时候，祂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圣徒，而使他们内里受苦或受伤/主的方式是包 我们使用主的恩赐，为主工作所获得的有利结果｡
裹我们的伤处（医治我们），把油和酒倒在我们 G. 当主回来时，祂要和我们算账；这表征主在空
的伤处（赐给我们圣灵和神的生命）—/罪的感觉 中（祂的巴路西亚里）审判台前的审判；在那里，
是由认识神而来的；照样，对于毁谤的话的感觉， 信徒的生活、行为、工作都要受到审判，或得赏
乃是由认识身体而来的；毁谤的话乃是与身体的 赐，或受惩罚｡
见证相反的。』
H. 在要来的国度里，主的恩赐要从懒惰的信徒夺
F. 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 去，并且他们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但忠信信徒
里的世人为伴—/因着信徒神圣的性情和圣别的 的恩赐要增加，并且他们要进到他们主人的快乐
地位，他们不该跟不信者同负一轭；这不只该应 里；有分于主的快乐，乃是国度里最大的赏赐，
用在信徒与不信者之间的婚姻和事业上，也该应 比国度里的荣耀和地位更好｡
用在他们各种亲密的关系上/我们需要逃避青年
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包罗
万有的基督｡
G. 在国度的实现里，忠信精明的奴仆要得着管理
的权柄为赏赐；但恶仆要从荣耀的基督，和祂国
度的荣耀，并祂国度中荣耀的同在被割断｡
Ⅱ. 马太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启示，我们必须
在主所给的恩赐上忠信服事，为祂赚取利润，使
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进入主的快乐:
A. 主将自己比喻为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到诸天之
上去），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奴仆们；
“他的家业”
象征召会同所有的信徒，他们乃是神的家人｡
B. 主人按照奴仆各人的才干，个别地给了一个五
他连得银子，一个二他连得，一个一他连得/银子

应用:服事者篇
CP1:按时分粮给周围的人，作忠信又精明的奴仆
召会的弟兄姊妹应当人人都是服事者。为此，
OL1: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启示，我们
一些人应率先起来服事。服事的时候，最重要的
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地服事，将神当作食物分
赐给祂的家人，使我们得以在要来的国度中，赢 乃是花时间做出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有营养，并
且美味。为了能端出营养又美味的属灵食物。❶
得基督作我们的奖赏。
马太 24:45-46 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 想到要给新人提供食物、祷告❷从神的立场考虑
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 食物、祷告❸从新人的立场考虑、祷告，做出容
易接受的料理。❹和弟兄姊妹交通、配搭、在一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
如果我在主的话上没有够多的殷勤劳苦，就 个身体里服事。❺为了让这变得更美味更享受，
来对你们说话，我就只能供应你们“一杯咖啡和 应该在一起边交谈（交通）边吃饭。这样饱含爱
几个甜甜圈”。烹煮一顿滋养、美味的早餐，需 意，又下了功夫做成的饭食和“一杯咖啡和几个
要你的殷勤。照这个比喻的上下文来看，忠信的 甜甜圈”不同，能够合适的牧养新人。
神户召会在年末年初的这段时间，安排了也
人就是殷勤的人。忠信在此等于殷勤。
可以用Zoom参加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主的家业总是在你身边。信徒、召会、甚至
① 12/20( 主 ):PM3:30 ～ 4:30 Gospel Song
所有的罪人都在你身边。你的责任，你的职责，
Meeting
乃是供应食物给他们。他们若是罪人，你必须供
② 12/27(主):PM3:30～4:30 Year End Blessing
应他们恩典的福音，作他们所需要的食物。他们
Meeting
若是信徒，患了某种疾病，那么你就要从圣经上 ③ 12/28(月):PM6:00〜9:00 責任者相调(BLD)
供应适合他们情形的话，来喂养、医治、加强或 ④ 12/29(火):PM7:00〜9:00 年末祷告聚会
唤醒他们。这样作乃是作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供 ⑤ 12/31(木):PM6:30〜8:30年末恩典聚会 & 祷
应合式的食物给主的产业，就是按时分粮给各种
告接力& 夜景BLD
人。当你进到办公室，必须领悟这就是指定的时 ⑥ 1/1(金):AM6:00 日出BLD & 10:00〜12:00 新
候，让你供应合式的福音食物给不信的人。当你
年聚会& PM BLD
去上学，…所有你身边的同学也都是主所交给你 ⑦ 1/2(土):各区福音访问BLD
的家业，你可以抓住机会，按时将福音供应给他们。 ⑧ 1/3(主):AM VG新年主日聚会 & PM1:30〜2:30
OL2:我们若是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就
Zoom新年聚会
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动手打那 ⑨ 1/4(月):PM各区福音访问BLD
些和我们同作奴仆的，乃是虐待作我们同伴的信 ⑩ 1/5(火):PM各区福音访问BLD
徒。
⑪ 1/9(土):10:00〜12:00 关西责任者服事者聚会
马太 24:48-50 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 ⑫ 1/11(月,祝):AM 福音访问BLD & PM6:00〜
9:00 责任者BLD
来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又和酒
除此之外，12/23-1/8（4信息/周）有约伯记、
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
箴言、传道书结晶读经训练。愿这些安排，吸引
辰，那奴仆的主人要来。
你把你事奉的时间浪费在动手打人的事上。 更多的弟兄姊妹参加，在基督身体的交通里、圣
你没有事奉，反而动手打了弟兄，就是和你同作 灵的运行中推动“全体成长，全体服事”。
服事的时候，不可有嫉妒和争竞的心理。带
奴仆的。许多弟兄都能见证，他们从未听见我借
着这样的情绪服事的话，就会故意给弟兄姊妹挑
着批评人或暴露人而动手打人。我唯一的负担乃
是释放信息。虽然我无意暴露任何人，许多人却 刺儿、定罪、责备。哥林多后书3:6 祂使我们够
借着我所释放信息里的光被暴露。那不是我的工 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
作，乃是主的工作。我们都必须停下我们的批评、 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论断、反对和怨言，那些都是在动手打人。我们 例如，你发现弟兄姊妹在服事上的一些细小的错
必须花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一 误，便生气、责备。并且连上这一次，你开始数
落他之前的失败。因为这是之前的事儿了，这就
切，为着主的权益有积极的事奉。
暴露了你没有认自己嫉妒的罪。你不是盛装嫉妒
和争竞心的卑贱器皿，而应该是被基督充满，在
爱里面，和他人供应基督的神圣器皿。请认罪、
除去内心的污秽，带着单纯的心服事。
祷告:“哦主耶稣，让我按时给各种各样的人供应
食物，作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了牧养身边的人，
治愈、加强、唤醒他们，祷告、思考合适的话语，
供给美味的属灵食物，我要追求神的话语，装备
自己。奴仆不可动手打人。我们都必须停下我们
的批评、论断、反对和怨言，那些都是在动手打
人。我们必须花费我们的时间，为着主的权益有
积极的事奉。”

CP2:要有耐心，并带着彰显基督的生活态度，殷勤寻
应用:在职者 大学院生篇
求福音和真理，并承担从主和召会来的负担
在职者和大学院的研究生应该认识到,"和
OL1: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 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
物里的世人为伴。
世人为伴"。如果你和世界的交往深，就会变得麻
太24:48-50 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 痹。
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又和酒醉 约 15:18 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以
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 先，世界已经恨我了。
那奴仆的主人要来，
16:33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
因为你是如此“对召会有负担”，如此对召 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
会生活有兴趣，你才批评弟兄姊妹。一旦你定意 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不能完全避免世人对你
要忘掉召会，不再对召会有兴趣，你就进到爱世 的批评。因为世界恨恶主、召会(完全没有批评的
界里，并与那些常被这世代所麻醉的世人为伴。 话,证明也许没有见证)。
一个爱世界的圣徒，无心谈论长老的好坏。他也
但是,即使你有遇到反对,也要很有耐心地，
许曾经动手打和他同作奴仆的，但他现今被属世 表现出彰显基督的生活态度,让神能临到被称为
的享乐完全霸占了。他现今在和酒醉的人一同吃 恶人的人。
喝。几乎每天对他都是快乐的一天，每个周末对 彼前 2:12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行，
他都是欢乐的周末，因为他正享受属世事物的麻 好叫他们在何事上毁谤你们是作恶者，就在何事
醉。
上，由于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眷顾的日
OL2:马太25:14-30启示，我们必须在主所给的恩 子荣耀神。
赐上忠信服事，为祂赚取利润，使我们得以在要
你应该注意不要因着爱世界变得没有见证。
来的国度中进入主的快乐。
约一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
太25:14-15 诸天的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就叫了自己的奴仆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 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
照各人的才干，个别的给了一个五他连得银子， 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
一个二他连得，一个一他连得，就往外国去了。 世界。
我们不该漠然等候主给我们什么。不，我们 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
必须殷勤寻求福音和真理。我们该渴慕认识人的 旨意的，永远长存。
堕落、救赎、重生、救恩、血的洁净以及那灵的
在积极的一面，请你接受从主和召会来的负
洗涤；这些都是全备福音的各方面。…我们〔也〕 担，殷勤的祷告、交通、实行。召会的四个支柱、
需要〔认识并〕经历关于召会、神永远的定旨和 ❶真理、❷生命、❸召会、❹福音。真理是为着
神的经纶这些真理。最终，这些真理要成为我们 生命的经历，召会是在生命中产生、被建造。並
的银子。然后我们就能把这些真理服事给别人。 且，召会为着扩增和开展，应该积极传扬国度的
这样，主的家业就成了我们的银子。此外，我们 福音。你应该要注意召会的四个支柱，你越拿起
需要祷告说，“主，我要照顾圣徒，背负他们的 负担越能在生命和功用上往前。
担子。我的心是为着他们的。”我们若有心为着
12/20 主 日 下 午 举 行 的 Gospel Song
圣徒，对他们有负担，他们这些主的家业，就要 Meeting 蒙祝福。神戶召会主日聚会人数第一次
当作银子赐给我们。
超过 200 人。主要尽功用的是两位帶领詩歌的姊
不要丢下任何主所给你的负担。…主在祂的 妹们和一对年轻的夫婦主持。這一对年轻夫婦是
恢复里有极大的工作。为着这工作，祂需要成千 第一次尽这样的功用。但他們做了充分的准备，
的青年弟兄姊妹被兴起来背负责任。银子不是与 並且在各样的应对上也都尽了很好的功用。当然
生俱来的东西，却完全与你的负担有关。你接受 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整体來說是很不錯的。
一个负担，就领受一他连得银子。
若下次还有机会，会更好吧。许多的在职者需要
起來，担负召会服事的责任。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殷勤寻求福音和真
理。并且认识、经历神永远命定的定旨，神的
经纶。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的他连得。我将这些
真理作为福音提供给那些从主接受负担的人。
使我不沉醉在属世事物里，与世人为伴。在年
轻时，起来，承受从主和召会来的负担。阿
们！”

CP3:使用他连得最好的方法是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为了主，关心别人，祷告并供应基督
神向领五他连得的人要求五他连得，向领二
太25:15-17 “按照各人的才干，个别地给了一个 他连得的人要求二他连得，向领一他连得的人要
五他连得银子，一个二他连得，一个一他连得， 求一他连得，是根据各自的能力，要求各自最大
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他连得的，随即拿去作买 限度运用给予他的他连得。如果是信徒，无论是
卖，另外赚了五他连得。那领二他连得的，也照 谁都会得到他连得，所以主不会听任何不运用他
样另赚了二他连得。”…
连得的借口。各位新人和年轻人，主要求你按照
26-27 “主人就回答他说，又恶又懒的奴仆，你 各自的他连得去作买卖赚银子。
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
那些没有成为得胜者的人“掘开地”和这个世
方要收聚，就当把我的银子放 给兑换银钱的人， 界有着太多的关联。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是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不要和这个世界太过亲密。
OL1:用银子作买卖，表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 约15: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
另外赚了银子，表征我们已经完全用上从主所领 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
受的恩赐，没有任何 的损失或浪费｡
来，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OL2:那领一他连得的，与那领五他连得和那领二
例如，如果是学生，为了参加社团活动和游
他连得的相反，他去掘开地，把他主人的银子埋 玩，不能过度使用放学后和休息日的时间。如果
藏了；这表征没有运用主的恩赐去拯救人，也没 是在职的，在公司加班或休息日加班过度，积极
有将祂的丰富供应给人。“掘开地”是表征钻进 参加工作后应酬的酒会或休息日的高尔夫，就是
世界，而埋藏主所给我们的恩 赐。“把他主人的 掘土地。即使被朋友或上司批评是不好交往的人，
银子埋藏了”，表征将主的恩赐弃之不用，以属 也绝对不需要担心。
地的借口为掩 饰，任其荒废；任何不运用主恩赐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的借口，都是把恩赐埋藏起来。
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
OL3:主人对那又恶又懒的奴仆说，当把主人的银 里不要受搅扰，也不要胆怯。
子放给兑换银钱的 人（银行业者），到主人来的
你至少从主那里领到一个他连得。用自己的
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 他连得做买卖的最好方法是，为了主关心别人，
可以说，兑换银钱的人（银行业者）就是所有的 祷告，供应基督。
新人、年幼者、以及退后者；使用我们的银子最
关心照顾别人的时候，需要使用名单和统计。
好的路就是照顾别人，对别人有兴 趣并关心他 路15: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其中的一
们，为要将基督分赐到他们里面。我们花时间和 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
主同在，向祂敞开，问祂该照顾哪些人时，祂就 直到找着么？ 对于对别人不怎么关心的人来说，
会给我们负担；我们接触别人，与他们交通时， 如果没有统计，100和99是一样。不仅如此100和
与主是一，以祂的同在顾惜他们，并以祂的 丰富 90也是一样吧。
喂养他们，我们自然就使用我们的银子。
腓2:21 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
OL4:当主回来时，祂要和我们算账；这表征主在 督耶稣的事（关乎众召会同众圣徒的事）。
空中（祂的巴路西 亚里）审判台前的审判。在那
请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或者从新人的时候
里，信徒的生活、行为、工作都要受到审判，或 开始，学习看统计，了解人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
得赏赐，或受惩罚。主的赏赐与我们工作的大小 了，并确认名单，关心没能来聚会的人，祷告并
和分量无关，但与我们是否忠信地完全使用祂的 接触，把基督供应给他们，学习照顾牧养。
恩赐有关。
祷告:：“哦，主耶稣，主已经把他连得给我了。
OL5:在要来的国度里，主的恩赐要从懒惰的信徒 运用他连得的最好的方法是，关心照顾别人，把
夺去，并且他们要 被扔在外面黑暗里；但忠信信 基督供应给别人。向主敞开，花时间和主同在，
徒的恩赐要增加，并且他们要进 到他们主人的 照着所得的负担，带着主的同在顾惜，用主的丰
快乐里。
富来喂养。不要与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牵连，拯救
第一面是别人得喂养，得着丰富的滋养。第二 我从将他连得“掘开地”的懒惰不忠信的奴仆那
面是主的家业得着繁增。 例如，我们越传福音， 样的光景中出来。阿们！”
福音就越丰富。真理也是这样；当我们把真理服
事给别人时，真理就繁增。圣徒和召会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