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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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於神的事奉 

們應該像亞伯拉罕那樣，相信神是獨一的源

頭，是『稱無為有的神』（林前八 6）。祂是創

造的神，不需要使用材料作出甚麼；祂只要說話，

就能從無創造出有。認識神是父，就是認識祂是源

頭，是惟一的發起者，一切都是起源於祂，一切都

是由祂而出。父神是宇宙中惟一合法的起源者，而

聖靈是我們心中惟一合法的發起者。神必須是所有

屬靈工作的起源者，祂的旨意必須管制我們所有事

奉的起點。 

    召會中一切的工作和事奉，都必須是神發起

的，也必須是照着祂的心意（腓二 13）。真實的事

奉都不能從我們裏面出來，只能從神出來；只有神

發起的，纔是啓示的事奉。凡是從人發起，是人開

始的，不管是多麼為着神的，都不過是宗教活動。

在神眼中，這種活動不能算是對神的事奉，或神的

工作。神能算作是事奉祂，是祂工作的，都必須是

神自己發起，神自己起頭的。在我們一切的事奉中，

我們該想到神、敬畏神；我們該害怕我們為神所作

的，不是神發起，乃是我們自己發起的。我們要從

深處學得，神只需要我們與祂配合，神不需我們為

祂作甚麼。神要我們與祂配合，但祂不要我們發起

任何事。我們要停下我們所有的主張、定規、看法，

讓神說話，讓祂進來，讓祂發號施令。凡是事奉神

的人，都當看見一個原則，就是神的工作，需要人

的配合，但不要人發起。我們需要停下我們的一切，

好明白神的旨意。要得着神啓示的惟一條件，就是

藉着死，停下我們的說話、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眼

光、和我們的己。我們在事奉神的事上，要停下自

己，好讓神有絕對的機會說話。那些事奉主的人，

需要看見他們的事奉必須是出於神。我們若看見這

個，並在裏面蒙了光照，我們在事奉的事上，就不

敢有任何的起頭。我們在事奉主的事上，總得有一

次，到了一個時候，被主的光照到一個地步，看見

事奉是出乎神，不是出乎自己。 

  在林後三章五節和六節有事奉兩種不同的源

頭：這兩種源頭，一個是『自己』，一個是『神』。

五節的『自己』與六節的『字句』是相聯的，而五

節的『神』也與六節的『靈』是一體的。憑着字句

事奉神，就是憑着自己事奉神；憑着靈事奉神，就

是憑着神事奉神。憑着字句的事奉，怎樣就是在自

己裏面，出於自己的事奉；憑着靈的事奉，也怎樣

就是在神裏面，出於神的事奉。只有兩種事奉，分

別出於兩種源頭：一種是憑着字句的，是出於自己；

一種是憑着靈的，是出於神。出於神的事奉是必須

和神有交通的，是不能和神脫節的。事奉神，每時

每刻都需要和神有新的接觸。每一個出於神，能蒙

神悅納的事奉，都是和神接觸，而摸着神的；都是

一面接觸神，一面事奉神。我們在神之外，無論憑

着我們的熱誠，或是憑着我們別的東西，所有的事

奉，都不是出於神的，所以都沒有屬靈的價值。一

個出於神，有屬靈價值的事奉，必是我們和神聯合，

住在祂裏面和祂有交通。一面是祂在我們裏面運

行，一面是我們在外面事奉祂。這種事奉，乃是神

從我們裏面運行出來的一個舉動；從外面看，是我

們事奉祂，但就裏面說，是祂在那裏運行。保羅事

奉神，但那是一件神在他裏面運行的事。保羅事奉

神，因為他將自己交給、讓給內住的神，將他自己

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都服在神的管理之下，讓神佔

有，讓神充滿。保羅裏面給神推動了，就有一個力

量，使他外面非事奉不可；乃是神在他裏面，調和

着他，推動他事奉。我們事奉的源頭，該是神，該

是靈，該是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該是神的靈在我

們靈裏的運行、主張並帶領；從這些出來的事奉，

纔是出於神的事奉。       （鄭憲宗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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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桃園市召會十會所簡介 

園市召會十會所於中壢區中央路 168巷 9號。

為一棟四層樓建築：一樓為聚會場地、廚房。

二樓為主會場，可容納一百八十人。三樓為中央大

學姊妹之家，有十二個牀位。四樓為全時間服事者

之家與接待室。因會所鄰近中央大學後門，桃園大

專聖徒相調、青少年成全訓練、兒童品格園地，常

藉此會所舉辦。甚至，臺北聖徒聽聞桃園市召會在

中大校園旁有一會所，欣羨不已，亦常借用會所舉

辦成全訓練、聖徒相調，故此會所不僅使我們蒙恩，

更在身體中蒙大恩。 

  一九八○年，鄭天翔弟兄奉獻宵夜街（今五興

路）房屋作為中大學生中心。一九九五年改建，成

為中壢六會所，現今為中大弟兄之家，有十六個牀

位。此外，位於中央大學後門，有弟兄奉獻一塊約

六十坪土地，因土地形狀不適合蓋造，遲遲無法對

這塊地有合適的運用。直到二○○四年，因着這塊

地擋到一位地主家出入口，地主以後面六十坪土地

來換這塊地。換來土地形狀四方，另外加買四十坪，

合起來約一百坪，二○○七年開始動工蓋造。 

    當時，聚會聖徒約八十人，為了會所蓋造，在

財物奉獻上，真如雅歌所描述『其中所鋪的乃耶路

撒冷眾女子的愛情』。聖徒們常向主禱告兩句話：

『主阿！每一張牀都要住滿愛主的青年人，每一張

椅子都要坐滿愛你的人。』二○○九年二月會所正

式啓用。當年，中央大學弟兄姊妹之家即住滿了

人！會所也坐滿了人！主聽了我們的禱告。 

因鄰近校園，聖徒的構成有幾個特點：『大專

多，青職多，兒童自然也多。』是一年輕化的會所。

隨着桃園市升格，十會所以原來三個小區：中大區、

新榮區、雙連區共一百一十三位聖徒為主軸，照顧

同一生活圈的宋屋區聖徒，並擴大照顧觀音區、新

屋區聖徒。二○一五年底，全時間訓練學員與全召

會齊心配搭開展青埔，在今年二月十四日主日再繁

增出青埔區，同時在文化商圈成立文化區，聚會聖

徒達到一百七十五位，七個小區。 

近期，十會所聖徒週週主日下午出外傳福音，

積極開展文化商圈，並規劃開展過嶺重劃區。『週週

福音訪人、月月福音收割』，盼望在福音與牧養上，

繼續蒙恩，建造召會。   （十會所 鄭廉勳弟兄） 

 

二○一六年春季全臺弟兄事奉成全集調見證 

園市召會今年參加全臺弟兄事奉集調，人數

共有一百六十四位。這次弟兄集調信息共八

篇，每一篇都講『事奉』，交通到我們的事奉若是在

天然裏，就是在肉體裏，不是在主裏，也就是用凡

火在事奉。我們的天然雖然滿有幹才與能力，在外

面看來或許把事情作得很標準也沒甚麼問題，但與

我們配搭的

聖徒卻被我

們的天然傷

害絆跌。主

不喜悅我們

這樣，因為

沒有從主裏

來的『愛』及『生命』。主的話是光，也是生命活水，

我們乃要把祂喝入、喫入、吸入。召會的事奉不是

要我們去追求大工作或大事業，乃是將基督的生命

供應出去，流露出去，主來的目的乃是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和神的兒女，不僅得着並

經歷神永遠的生命，這生命還要供應給人。召會的

事奉乃是供應生命，這事奉乃是生命的事奉，我們

供應人生命乃是在那靈裏，那靈與我們的靈調和，

而神的生命就在調和的靈裏。作為事奉神的人，需

要深深銘記，我們必須能供應生命，供應生命該是

生命的流露。          （十四會所 陳忠平弟兄） 

桃 

桃 

十會所及中大學生中心 

春季全臺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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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二○一六年春季全臺弟兄事奉成全集調見證 

伯拉罕相信神是獨一的源頭，是『稱無為有的

神』。認識神是父，就是認識神是源頭，是宇

宙中惟一合法的起源者，而聖靈是我們心中惟一的

發起者；召會中一切的工作和事奉，都不能從我們

裏面出來，只能出於神，由神發起並照着祂心意，

這樣纔是在神眼中算得數的事奉。 

  『再好的電扇還是需要插上電源』，神要我們與

祂配合，但不要人發起，需要我們停下一切，好明

白神的旨意。神要求我們倚靠祂、尋求祂，並和祂

有交通，出於神的事奉是必須和神有交通，不能和

神脫節的。每時每刻都需要和神有新的接觸，將我

們所接觸並享受的神與弟兄姊妹交通，自然就能與

人相調。歌羅西書一章二十九節說到，『我也為此勞

苦，照着祂在我裏面大能的運行，竭力奮鬬。』。 

  一面是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一面是我們在外

面事奉祂。保羅事奉神，因為他將自己交給、讓給

內住的神，『讓』神在他裏面有地位、有主權，當裏

面讓神推動了，就有一種力量叫他外面非事奉不

可。我渴望有這樣靈裏的操練，操練『讓』主在我

裏面運行，作調和的工作，推動我的事奉，叫我有

從主來的力量，非事奉不可。 

（九會所 蕭秀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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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這次的弟兄集調，真是翻轉我的觀念。服事

主多年，不知不覺異象就模糊，因此參加前向

主禱告，求主讓我看見異象與啓示。 

信 息 實

在光照我，需

要有屬天的

異象，作為事

奉的道路；也

需要有啓示，

就是基督自

己作我的生

命。我們的事奉，必須是出於神，並在靈裏的事奉。

一切出於自己的，不論多好、多熱心，在神面前都

毫無屬靈的價值。尤其在福音上，更是如此。召會

需要傳福音，要從禱告開始，靈裏火熱，供應生命，

將罪人作成神的兒子。 

  特別蒙光照的是我們事奉的根據，乃是祭壇上

的火。事奉神若沒有經過火，就失去屬靈的動力與

衝擊力。禱告中對主再有更新的奉獻，當作活祭獻

給神，這是我合理的事奉。並將我的財物、時間，

甚至全人再次奉獻給主。求主聖別的火，燒去我一

切不屬於神的。叫我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走神

命定之路。這次集調使我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

得着新的復興。    （五會所 江衍聲弟兄） 
----------------------------------------------------------------- 

次弟兄集調很摸着第六篇『事奉的根據─祭壇

的火』。人對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須根據燔祭

壇上的火，我們的事奉必須是神的火燒出來的，這

火是熱力的來源；我們的事奉要有熱力，就必須經

過祭壇的火燒。我們要常常把自己擺在十字架上，

讓神得着，讓神聖的火燒在我們裏面。絕不可用凡

火來事奉神，拿答與亞比戶的失敗就在於他們沒有

用祭壇上的火，乃是獻凡火。若要將我們的靈挑旺

起來，需要敞開口，敞開心，敞開靈，並呼求主名。 

林前三章十三節，『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

那日子要將它指明出來；它要在火中被揭露，這火

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是那一種的。』我們需要儆醒，

在事奉上要靈裏火熱，常常被主的火燒着，好在主

來時得着那美好的一分。 （一會所 李志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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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最摸着第六篇。利未記十章一至二節，亞倫

的兒子在事奉獻祭時用凡火，當下就被神燒

滅。我的事奉開始了麼？我花了許多時間，出了代

價，被神置於死地，勉強奉獻─還是這樣的獻上只

是憑着自己的喜好獻凡火？或許我常說理由，年

幼、沒裝備、只想平平淡淡的過召會生活，但事奉

是每個基督徒合理的生活，我們卻只用天然或保留

己來服事。這實在是源頭不對。 

  再者，常有祭壇、有工作卻沒有祭物，這祭物

就是我自己，我們願意將自己扒皮、切塊，放在祭

壇上焚燒麼？若只有祭壇、工作卻沒有祭物，神的

火要如何降下？我不應該銷滅那靈的感動，讓我被

神的火燒盡，當天然被主燒去、經歷死與復活、流

出神聖的生命，將神自己供應給弟兄姊妹，這時我

真正的事奉纔算開始。我求主給我彀多的恩典，奉

獻自己，經歷神作我的推動力、衝擊力。 

（十五會所 李天浩弟兄） 

亞 

經 

這 

這 

參加弟兄集調更新異象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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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基督要把我們從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救出來 

得救之前，很難相信自己會堅定的信入主。因

着從小對不同宗教的好奇與涉獵，使我一直

沉浸在傳統

宗教的字句

道理中，也

因遊歷於不

同信仰的理

論與宗教的

窠臼，使我

蒙上重重的帕子。在擺渡的人生旅程，只徘徊出虛

耗的背影，卻徧尋不着真實的真理與人生的意義。 

我的姊妹已得救十餘年，但因我個人對宗教的

失望與對『召會等同宗教』的錯誤認知，每每姊妹

參與召會的活動，我總是藉故不配合，卽使在自己

家中的小排或愛筵相調我亦閃躲避開。感謝主！二

○一四年六月因弟兄姊妹迫切代禱，並且相約來到

家中用餐相調，談論到生命樹所表徵的神自己，說

到神要我們以『喫』的方式將祂生命接受進來。神

開了我的眼睛，光照自己受到已往『宗教』的影響，

誤將神真實的生命恩典抽象化而不自知，於是我在

當日（六月二十六日）受浸歸入主的名裏。 

受浸後，我尚未過正常的召會生活，直到二○

一五年七月纔是我重新歸回正途的恩典之年。這年

的夏天，我操練向主敞開，倒空自己，放下舊造的

思維，參加夏季錄影訓練與晨興追求，於是我與眾

聖徒一同領畧了主的闊、長、高、深。感謝主的光

照、破碎、恩典，使我領悟所有的宗教只停留在探

索消極的死蔭幽谷中，惟有主恢復的真理之光，照

亮、指引我看見積極復活的永遠生命。 

    從生命樹與善惡知識樹的啓示中，使我看見有

兩條線─生命線與死亡線─貫穿全本聖經。當我清

楚的看見這兩棵樹、兩條路時，我偏執的思緒徹底

消除，我走出無知的迷境，而進入與主生機聯結的

享受裏。當遮蔽我的帕子除去之時，纔領悟到人雖

是塵土所造，神卻要我們藉由享受生命樹，得以變

成純金的成分，使神榮耀的光輝藉着我們照耀出

來。阿利路亞！讚美主！  （七會所 羅坤龍弟兄） 

書報導讀

召會中的牧養與青年人的成全（第九至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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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篇論到『普徧的牧養、

生命的長進、以及話語的供應』。

第十篇則是『成全人與事奉的建立』。 

真理要點 

一、聖經裏的治理召會，重點乃是牧養和教導。

事奉主者應該把時間多用在人身上，去牧養、尋找

人。聖徒們得到供應後也去牧養初蒙恩和輭弱退後

的弟兄姊妹。 

二、事奉主者要看重自己在生命上的長進，也

看重眾聖徒在生命長進上的需要。我們盡力供應生

命要像空氣一樣，那裏有縫就通透過去。 

三、要把召會的事奉建立起來；先把事情找出

來，把人也找出來，然後把一件一件的事情交給他

們，給他們一點訓練，絕不可替他們作，直到能彀

把事情完全交給他們，還要教他們帶領別人作。 

實行要點 

一、召會生活需要人人都盡牧養的工作，我們

該關心到自己區裏的弟兄姊妹，每週藉由小排聚會

供應、餧養他們，並且鼓勵他們在主日聚會時起來

為主申言，盡生機身體的功用。 

二、我們必須自己先在生命上學功課，建立晨

興和禱告的生活，然後供應生命的話語給弟兄姊

妹，鼓勵弟兄姊妹有晨興享受主的生活。 

三、我們手裏都該有幾個名單，是可以被成全

被託付的，每當召會有服事的機會，就該帶着他們

一起作，末了讓他自己拿起來作，我們在背後指導

和監督，為他們禱告。   （一會所 溫光元弟兄） 

 

未 

走出宗教迷境，享受與主生機聯結 

5/21（週六）上午 9:30~11:30在一會所有桃園市

召會青少年家長座談，請代禱並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