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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建造召會的事奉（二） 

帶着異象，照着啟示，在身體中事奉，為着建造神的家 

們事奉神，必須有異象並照着啓示。在主向保

羅顯現，以及天上來的光照在他身上之前，他

那樣熱心事奉神，實際上是頂撞神，是受撒但鼓動

的。他有遺傳，有宗教的知識，有熱心，卻沒有異

象或啓示。當他遇見大光時，他問主兩個問題：第

一個，『主阿，你是誰？』是要認識主。第二個，『主

阿，我當作甚麼？』是要得主的異象。從那時起保

羅開始有異象，而這個異象中斷他已往的事奉，開

啓了他新約的事奉（徒二六 18～19）。 

我們對神的事奉可能是啓示的事奉，也可能是

天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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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事奉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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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有一種情形需要應付，而有的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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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象與啓示乃是事奉的道路與生命（徒九 2，

加一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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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外面的方法

卽使換了還是不彀，必須裏面的生命也要換。老的

方法不能用，老的生命也要被了結。保羅傳的那條

路是從天上的異象來的，是屬天的。他傳的內容是

從啓示來的，是活的基督自己。 

作爲在基督裏的信徒，我們是基督身體上的肢

體，說到事奉主時，都需要清楚看見，要在身體中

事奉神（羅十二 4～5）。我們必須領悟，整個基督

徒的生活是一個身體的生活，事奉乃是一個身體的

事奉。新約聖經直到羅馬十二章，纔清楚並確定的

題到事奉，並給我們看見事奉是一件身體的事，也

是在身體裏的事。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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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給我們看見，信徒乃是互相作肢體，配搭成爲

一個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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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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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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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事奉是爲着建造神的家。神的心意是要

叫那些得救、受了造就的信徒，配搭、建造在一起，

成爲祂的居所（弗二 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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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祂得着安息。所以

我們需要顧到神家的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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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們爲着建造神的家勞

苦工作。然而大部分信徒總是顧到自己的需要，以

自己爲中心，爲出發點，總想要爲自己得着甚麼，

卻從未想過神要甚麼。 

我們若要在現今這個時代，作合神心意的基督

徒，應付神的需要，就不能一直陷在自己裏面。必

須從自己裏面出來，顧到神的需要（該一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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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帶着異

象，照着啓示，在身體中事奉，爲着建造召會作神

的家。            （彭啟浤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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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桃園市召會八會所簡介 

竹與大園原分屬桃園市第二、第三分家，在埔

心及大華眷村開始聚會，主後一九七八年為

響應開展

負擔，正

式於大園

鄉及蘆竹

鄉成立召

會。在大

園 鄉 部

分，起初

於中華路 142 號開始聚會，之後分別在大園地區輾

轉遷移。最後於主後一九九七年八月簽約購買新興

路 256 號現址，作為大園主要聚會場地。在蘆竹鄉

部分，先於蘆竹大華地區利用聖徒房舍聚會，之後

輾轉遷移至大竹、南崁等多處地點，主後一九八八

年卽在大華市場後方購置現在仍然繼續使用的會

所。主後一九九六年蘆竹聖徒為呼應廣傳福音的呼

召，遂於蘆竹南崁地區積極開展，起初以租賃聚會

場所方式，經十年後，原有場地不敷使用，最後購

置南崁路一段 99 號 5 樓現址作為主要會所。 

大園區的聖徒回應主僕李常受弟兄回臺帶領

新路之實行，積極跟隨職事帶領，參加臺北叩門訓

練外，亦配搭桃園召會叩門行動，同往大園各村叩

門傳揚福音，召會生活人數從原有二十餘人增長到

目前四十人，除主日擘餅聚會、週二禱告事奉及小

排生活，並積極進入錄影訓練與各特會信息。 

至於蘆竹區的聖徒則以廣傳福音、聖別生活、

加強成全、擴大事奉及開展繁增為目標。首先，藉

着週週出訪，使我們月月結常存的果子。其次，鼓

勵聖徒建立聖別的生活，藉着點燈燒香，使聖徒們

過着屬靈到家的生活。第三，盼望聖徒們都能有牧

養對象，藉着與屬靈同伴彼此關心和追求，使更多

聖徒得着成全。第四，鼓勵聖徒人人有分召會的服

事，家家在召會中一同盡功用，使祭司體系得着建

立。最後，我們期盼經過前述過程發展的結果，使

排排能以繁殖，進而使區區都得以擴增。 

目前大園和蘆竹已屬同一會所，兩地聖徒近來

也常有相調，同時兩地服事弟兄們也有固定的事奉

交通，盼望藉着更緊密的連結，使我們不分彼此，

以致在各樣的看見和行動上同一心思，同一意念，

好叫主在這地得着真實的建造。 

（八會所 何政生弟兄、蔡力強弟兄） 

 

桃園市召會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報導 

月十六日桃園市召會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在

桃園市召會一會所舉行。姊妹三百八十位，弟

兄三十七位，

總計四百一

十七位到會。 

  聚會從

早上九點開

始，總題是

『建造召會

的事奉』。聚

會分為兩堂，第一堂前四個大點讓我們看見，我們

需要藉着認識這世代，領悟基督完成祂經綸的路，

看見世界局勢作祂行動的指標，以及傳佈主恢復的

真理為着祂的回來而事奉神。並且我們需要帶着異

象，照着啓示，在身體中事奉祂，為着建造神的家。

而這樣的事奉需要在靈裏，以神作我們的源頭纔是

出於神的事奉。信息結束後，由一會所至八會所的

姊妹們上臺分享，相當踴躍，大家對於『在肉體裏

的人，一無價值，只配死與埋葬。』反應熱烈，彼

此堆加，靈裏高昂。 

  第二堂信息說到事奉主者的人格，最高的道德

就是神聖的屬性彰顯在人性的美德裏，有七個主要

項目：超凡的愛、極廣的寬恕、無上的信實、盡致

的卑微、絕頂的純潔、至聖至義、光明正大。惟有

基督該是我們的人格，藉着喫基督作素祭，我們就

要因所喫的活着。而事奉的根據乃是祭壇的火，不

可消滅那靈倒要禱告，將我們靈裏神的恩賜如火挑

旺起來。並且用禱告來事奉神。弟兄特別強調『禱

告事奉聚會』需要分別出來，因為禱告應該是我們

的事奉。最後事奉要有生命並能供應生命，事奉不

僅是作事更是將生命供應人。 

 （五會所 周慧欣姊妹） 

蘆 

四 

桃園市召會姊妹事奉相調特會 

大園聚會所        蘆竹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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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桃園市召會姊妹事奉相調特會蒙恩見證 

謝主，第一篇說到我們必須藉着認識這世代，

領悟基督完成祂經綸的路，看見世界局勢作

祂行動的指標，以及傳佈主恢復的真理為着祂的回

來而事奉神。人問我們主的恢復是甚麼？就是神成

了肉體，肉體成了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的靈為建造

召會成為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主

當前的恢復，我們都該跟上，要藉着異象，照着啓

示，使我們在身體生活的事奉上有真正的衝擊力，

為着建造神的家。 

在神兒子的福音上，在我們的靈裏事奉神，『神

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需要

看見我們是在肉體裏的人，一無價值，只配死與埋

葬，相信神是獨一的源頭，稱無為有的神，不憑自

己發起甚麼，必須由神發起並照着祂的心意而行。 

事奉主者的人格，就是神聖的屬性彰顯在人被

造的美德裏，高超的美德包含：（一）超凡的愛、（二）

極廣的寬恕、（三）無上的信實、（四）盡致的卑微、

（五）絕頂的純潔、（六）至聖至義、（七）光明正

大。要給人看出我們是在基督裏。哦！我要愛主，

否認己，操練靈，呼求主名。主阿！得着我，將我

靈裏的恩賜如火再挑旺起來，靈裏火熱照着神的心

意服事主，使我也照着神的心意作供應生命的人。 

（二會所 王林秀琴姊妹） 

----------------------------------------------------------------- 

界局勢是主在地上行動的指標，我們需要認

識這世代，但以理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你

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

鐵半泥的腳上…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

充滿全地。』經節裏的鐵、泥、銅、銀、金，表徵

的四國及其王，也就是所有的人類政權。將人類政

權一同砸得粉碎的，正是這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

頭，就是基督。這塊石頭最終變成一座大山，充滿

全地。石頭變作大山，表徵基督的擴增。其中的關

鍵就是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滋養、供應，好使

我們被祂充滿，帶進生命的成熟，成為為主所用的

器皿，傳揚國度的福音。 

看見神在這世代惟一的目的，是要使福音廣

傳，好建造基督的身體。藉着傳福音，將神聖的真

理傳揚出去，好迎接主的再來，至終帶進以色列和

整個創造的恢復和復興。 （九會所 林美宜姊妹） 

天主帶領我們得救，蒙祂所召，不光為着得着

救恩，更是為着爭戰，以產生建造，最終帶進

新耶路撒冷！雖然信徒日益繁增，但我們若不天天

憑得勝的生活蒙主稱許，就難成為得勝者，與主一

同打美好的仗，『因為被召的多，選上的少。』 

我願對主有這樣的禱告：『主，現在是末後的世

代；求你憐憫我，重新挑旺我深處的愛火，使我能

快跑跟隨你。』藉着禱告，使我更儆醒在主裏，在

這末後、悖謬、敗壞的世代中，作相反的見證，好

傳揚國度的福音，迎接主的回來！ 

    當我受此異象吸引，就對我大學畢業後的前途

不再抓奪，求主繼續用祂的愛困迫我，以祂自己作

我恩典的頂石，同着許多愛主的肢體，前去為祂爭

戰，豫備祂的回來。      （九會所 康活慈姊妹） 

----------------------------------------------------------------- 

次說到事奉主者的人格，因着我們是背叛，墮

落的人，可能會墮落到很可怕的地步。但我很

摸着真正基督徒的人格，不僅有神聖的格，在我們

裏面充實我們，更有我們自己被造時的格。當我們

接受主進到我們裏面，作我們裏面的內容，使我們

能真正的愛祂，將祂活出；而不是憑我們自己活出

來，乃是祂在我們裏面活出來，也就是神性要藉着

人性發表出來。 

因此，需要天天飲於耶穌的靈，喫祂作素祭，

我們就成為我們所喫的，這就是基督徒該有的人

格。在生活中我們該如何操練呢？需要每日呼求祂

的名，吸入祂的話，實行身體的生活，操練靈，需

要經歷主與我們的靈同在，也就是恩典與我們同

在，將祂活出，使我們成為祂的彰顯，就如同保羅

所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着。』                     （十會所 曾姊妹） 

 

 

 

感 

世 

今 

這 

建造神家的事奉乃是供應生命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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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在客家庄長大，出社會後

擔任過許多看似重要的職位，如社區理監事、

賽鴿協會的監察員，甚至是土地公廟的主任委員。

然而，在民國九十年我突感身體不適，到長庚醫院

檢查纔發現罹患齒齦癌。當時我歷經長達十個多小

時的手術，在住院二十三天中，龜山與楊梅召會的

弟兄姊妹們不論晝夜，到病房輪流看望並為我禱

告，教我呼喊主耶穌。一天我在病痛中夢見像老虎

的黑影不斷接近我，我一

呼喊主耶穌，影子立刻退

後。之後弟兄們問我『康

復後信主好麼？主耶穌會

保護你喲！』我馬上回答

『我若能康復，回家能正

常進食，一定信主。』回

到新屋大坡的家後，身體

迅速恢復，約過了一個多

月，我與家人到觀音召會，

感謝讚美主！當天我就受浸得救，重生並成為基督

身體裏的肢體。 

    感謝主的憐憫，我得救後每逢主日一定參加聚

會，與弟兄姊妹一同唱詩、申言、享受主，從不缺

席。因為詩篇一百三十三篇說到『看哪，弟兄和睦

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上好的油，

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

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

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感謝主，我們

是基督身體中的生機體，若要受到膏油的塗抹，就

要每個主日都來到聚集中！藉着一次又一次的塗

抹，我們就愈與祂相像，並成為基督的複製品。 

在生活中，當我每次呼喊『哦！主耶穌』就會

受主題醒，我們應該照着祂的話語來行事為人，要

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願主更新變化我

們，吸引我們，使我們享受祂的一切豐富！親愛的

弟兄姊妹與朋友們，我們心中有個寶（主），甚麼都

不少！                 （十會所 張光榮弟兄） 

書報導讀

召會中的牧養與青年人的成全（第五至六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七一

年一月，在臺北與全臺同工長老

們的交通集成。 

信息內容 

第五篇論到『成全人的方

式，以及國外工作的需要』。第六篇則是『關於外地

召會需要的交通』。 

真理要點 

一、我們為主作工，不僅自己作，更要把人成

全出來，在成全人的事上不能有保留，要盡量的給

出去，甚至超過自己所有的，因為屬靈的原則乃是

多給的多得。 

二、關於海外工作的安排，目前在亞洲各處都

需要有同工去幫助…這樣的安排不只能顧到海外幾

個大的區域，對臺灣的工作也沒有不好的影響，因

為同工一離開，就給弟兄們操練的機會，如此工作

便漸漸擴展出去。 

三、臺灣眾召會將奉獻的十分之一拿出來顧到

海外需要，不只臺灣眾召會蒙福，全地召會也蒙福。 

實行要點 

一、我們從主所受託的，乃是要恢復地方召會

的見證，所以第一，要作中心的地方，力量要集中

在中心點；第二，要作學生；第三，在工作上比較

強的同工要往海外去，加強訓練帶出人來。 

二、為着海外的需要，同工們的行動分為三類，

第一，在一個地方召會或會所，認真的訓練並帶出

人來；第二，往海外去供應；第三，雖然在國內，

輪流到幾個地方作成全供應的工作。 

三、同工們出去一面加強各地召會，開展他們

的工作，豫備並培植人才；另一面幫助他們到臺灣

參加大會，吸引新人前來。（十一會所 陳逸峰弟兄） 

我 

5/14（週六）上午 9:30~13:00 兒童服事者事奉成

全聚會，下午 16:00~18:00 全桃青職聖徒成全聚

會，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