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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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事奉的根據—祭壇的火 

們事奉的源頭必須是神自己，而我們事奉的

根據必須是祭壇的火。從聖經利未記第九章

我們看見，我們事奉的根據必須是祭壇的火，就是

燔祭壇的火。我們事奉獨一的根據必須是祭壇的

火，否則，我們可能會遭致審判。 

首先我們必須看見，我們的神乃是烈火。在聖

經裏神將自己比作烈火。作為那焚燒者，神是聖別

的，聖別是祂的性情，凡與祂聖別性情不符的，祂

這烈火就要燒盡。不僅我們的神是烈火，坐在火焰

的寶座上。神的兒子來是要把火丟在地上。在啓示

錄的時代，你也看見七靈是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

着，來執行神的行政。整個三一神都是在焚燒的。

利未記九章二十四節，『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燒

盡了壇上的燔祭和脂油；衆民一見，就都歡呼，面

伏於地。』一切祭物都擺好在祭壇上，但是對神的

事奉還沒有開始，也不能開始，直到火降下來。弟

兄們，你要知道那個燒盡祭物的火，不是出於人的

源頭，不是出於任何天然的源頭。這個火乃是從天

上降下來的，是這個火燒盡了一切的祭物，這纔開

始我們的事奉。我們作為祭司，我們要有從天上降

下來的火，來在祭壇上焚燒。 

人對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須根據於燔祭壇上的

火，都必須是燔祭壇上的火燒出來的。神要以色列

人根據這火而事奉。燒香就是他們在神面前的事

奉，而他們燒香所用的火必須取自祭壇上的火。盼

望我們都能彀默想這樣的話，讓這樣的話深深的印

到我們裏面。我們對神的事奉必須源於燔祭壇上的

火，我們的事奉必須是燔祭壇上的火燒出來的結

果。我們若有這火，我們的事奉就是出於神，不是

出於我們自己。我們若是誠心的把自己獻給神，天

上的火就會燒到我們身上。這個燒就變作推動我們

的熱力，結果就燒出我們的事奉來。今天燔祭壇就

是主耶穌的十字架，而火就是那靈。真實事奉的根

據乃是認識十字架，把自己擺在十字架上，讓神得

着，讓神聖的火燒在我們裏面，這纔產生事奉。凡

經歷祭壇火燒的人，就能用金、銀、寶石建造，使

工程不被燒毀能存得住並得賞賜。 

我們絕不可用凡火事奉神，乃要用祭壇上的

火。根據豫表，祭壇以外任何的火都是凡火。凡火

就是己的火，就是屬魂、屬血氣和天然生命所發出

來的火。我們必須先來到祭壇，捨棄我們的魂生命、

我們的揀選、我們的喜好、我們的能力。然後留下

來的纔是真正的火，我們知道那個火就是那靈。獻

凡火，就是在對神的事奉上用己的方法，藉着己的

智慧，貫徹己的主張。神不只注意有沒有火，也注

意火的源頭和性質。我們的火熱必須來自於祭壇。 

我們若要事奉神，就不可銷滅那靈，反要將我

們靈裏神的恩賜如火挑旺起來，並要靈裏火熱。今

天我們在新約裏，這個火就是那靈，已經在我們的

靈裏，我們不需要等火從天上降下來。三一神作為

火，已經眷臨我們。這個火已經燒起來了，我們的

責任是不要熄滅這個火，還要將這個火挑旺起來，

並且讓這個火燒得更旺。我們若要將我們的靈挑旺

起來，就需要敞開口，敞開心，敞開靈，並呼求主

名。感謝主！今天這個火就是那靈已經眷臨並住在

我們裏面，作為那靈與我們的靈調和。現在我們需

要作的，就是不要熄滅它，乃是要將它挑旺起來。

如果我們不銷滅那靈而挑旺我們的靈，我們就會靈

裏火熱服事主。        （林啟天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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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桃園市召會十二會所簡介 

園市召會十二會所之區域位於南崁溪至虎頭

山所包涵的區塊。在二十年前還只是待開發

的區域，如

今已是高

樓林立，人

口稠密。區

內共有六

所國小，三

所國中和

二所高中

職。二○一三年，在弟兄姊妹的禱告尋求中，於桃

園區大有路 539 號地下室購得會所。會所位於大有

路商圈的中心，本地居民極易看見會所之所在，因

此常有福音朋友或基督徒主動前來參加聚會。藉着

弟兄姊妹配搭牧養，如今會所所在的區主日聚會從

二十人增加至四十五人，滿了主的祝福。 

  十二會所共有四個區（假日區，大有區，大業

區，國中區），每個月初集中聚會，人數約一百人。

每週固定有兒童排，少年排，姊妹排，國中排，生

命讀經追求，晨興及事奉交通等聚集。 

  十二會所不僅為社區福音勞苦，亦長期經營兒

童排和國中福音。我們在附近的會稽國中進行生命

教育，並於每年邀請四十至五十位學生到會所參加

生命教育的體驗活動，後續將渴慕主的青少年帶到

國中排持續牧養。聖徒們除了話語的服事、生命經

歷的帶領，也輪流供應飯食，使青少年靈魂體都得

飽足。去年共有六位國中生得救。 

願主祝福祂手中的工作，並得着更多的青年

人，被成全、盡功用，有分職事的擴展。 

（十二會所 郭貝倉弟兄） 

 

『今日以斯拉，聖經大挑戰』蒙恩報導 

月十四日早上七點，將近六十位大專生與服

事者暨評審，於二會所進行桃園大專聖徒的

『今日以斯拉，聖經大挑戰』。這行動顧名思義要使

這些正值人生黃金歲月的大學生們，花時間被真理

的話浸透，成為今日的以斯拉，滿了屬天神聖的構

成並通達神的話。 

因着去年有過第一次的經歷，今年學生特別安

排了許多的準備。為此，各校的弟兄姊妹之家興起

背經的空氣，與同伴彼此背誦，並藉着集中晚禱的

時段，提早幾天進行模擬考，使各校的大專聖徒明

顯的滿有負擔和把握。 

這次考題內容包含聖經基本知識、生命課程第

一冊、真理課程一及卷一、二○一六年夏季訓練內

容（出埃及記二十五至四十章的經文及註解）與詩

歌本前二百首。背經範圍則是腓立比書一至三章。 

為了增加參與挑戰性，不僅有個人背經，也有

個人闖關和團體闖關。第一階段是個人背經，中英

文皆可。個人闖關

分四個關，每關一

分鐘，評審連續發

問問題，學生在有

限的時間裏，盡其

所能的答題，以取

得高分。第二階段

是團體闖關，三個

人一組，約有十五

組參賽。過程中搶

答氣氛非常熱烈，

是競賽的高潮。 

這次行動的蒙恩在於積極參與背經的學生增

多，去年能完整背完三章聖經節的學生寥寥可數，

今年有數倍的成長。真理與詩歌基本的裝備，也較

已往多有豫備。『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

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

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願主得着更

多青年人將主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每一位裏面。 

 （十一會所 于艾寧姊妹） 

桃 

五 

桃園市召會十二會所 

大學生們操練成為今日的以斯拉 
個人背經和團體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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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十七會所中路重劃區開展見證 

馬書十章十五節，『若非奉差遣，怎能傳道？

如經上所記：“傳福音報喜信的人，他們的腳

蹤何等佳美！”』 

    這次中路重劃區的開展是我第一次經歷叩門，

每叩一個門都是旣期待又怕受傷害，不知道開門的

會是怎樣的人。還好因着與訓練學員們配搭在一

起，看到他們先是以顧惜人的話語開口問候，纔跟

他們傳講『人生的奧祕』，我則是站在後面默默為我

們所叩的每一個門禱告。 

    而這次開展也讓我操練結果子。本來我的同事

陸陸續續與我們一起小排聚會，也參加過福音聚

會，但始終還未受浸。我就跟他說，『我們的會所是

間新的會所，浸池還沒有人使用過。』他就說，『好，

我要第一個使用。』之後我與同伴每天為這件事情

禱告，感謝主，他果然依約前來並順利受浸，成為

神家的兒女。 

這樣的開展經歷，我感覺到我們就像使徒行傳

的那幅圖畫，天天同心合意的禱告，天天出去傳福

音，也讓我認識禱告與在身體裏配搭的重要。感謝

主，這段期間我們共結了九十九個果子，真是在人

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一會所 李志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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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重劃區的開展是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一

日，共有五週的時間。我滿了心願，能奉獻自

己配搭開展。我的女兒是三月十三日新得救，我也

帶着她一同出來傳福音，跟着全時間學員一起叩

門。一次，我們向一個作小吃生意的太太傳講『人

生的奧祕』，她呼求主名也答應我們隔天中午的邀

約。隔天她家中只有她先生在，很特別的，她先生

卻願意將她的電話給我們，於是我聯絡了她。感謝

主奇妙的作爲，她不僅很驚奇，也來到會所，我向

她見證自己信主的故事，她便簡單的相信並受浸

了。讚美神！ 

四月五日中午，主在我裏頭催促，回去探望我

婆婆，那天剛好她一個人在家，我跟婆婆說，『妳孫

女已經信耶穌受浸得救了，妳不要再拜拜，妳拜的

是偶像不會説話，要相信耶穌，祂纔是活神。』於

是帶着婆婆到會所，在弟兄姊妹的陪伴下也受浸

了，感謝主奇妙的工作。已往我每天三次堅定持續

為家人禱告，渴慕家人能彀早日得救，實在感謝主

垂聽我的禱告，使我的婆婆和女兒都得救。太喜樂

了！                   （一會所 張家蓉姊妹） 
----------------------------------------------------------------- 

園中路重劃區五週的福音開展前，我一直向

主有個禱告，巴望自己不要作個不冷不熱的

人，求主使我能有分福音的行動並同蒙恩典。 

藉着

向主禱告

並跟着羊

羣的腳蹤，

在第四週

配搭叩門

時，雖然一

下班就前

去配搭，但卻不覺得累，反而感覺神的平安與我們

同在。孩子更是熱切，天天催促我快點出門，同時

孩子也被擴大，一起為接觸一年多的同事禱告，我

也在 Line 羣組上請弟兄姊妹為同事代禱。當晚，同

事進到會所，學員們親切的問候及傳講，使同事能

敞開呼求主名、禱告，但受浸的事上因家人的緣故

而猶豫了，我們一起再為她禱告，鼓勵她，同事就

簡單的相信，受浸得救了。讚美主！加拉太書六章

九節說，『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心，到

了適當的時候，就要收成。』 

在團體的一面，我還經歷『本於祂，全身藉着

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

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

體漸漸長大…。』感謝神，神使萬有互相效力，使

我們在身體裏、在神恩典中受成全，榮耀歸神。阿

利路亞！             （一會所 謝康華容姊妹） 

羅 

中 

桃 

在身體裏並在神恩典中受成全 

我們都成為使徒行傳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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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真正滿足的人生 

小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父母告訴我，他們如

何因認識並經歷主耶穌而度過人生一切的環

境。但那時我對神的認識很客觀，認為不過是我父

母的神，所以在主耶穌之外有許多想要追求的東

西，並以這些為我的神。 

在專科時期，因着課餘時間較多，便開始與同

學逛街填滿空閒時間，並藉着買小飾品來滿足我。

雖然一時間覺得有所滿足，但是我仍覺得有所缺

欠，因此立志下次不要再買。但我的深處卻沒有因

此得到真正的滿足，反而越買越虛空，並落在一種

無限制的循環中，卽使家人多次勸說，也沒辦法救

我脫離這種情形。 

直到有一天，與同學聊到人生方向與規劃時，

在我裏面總若有所缺，有一個聲音問我：這就是妳

要過的生活麼？我心裏深知這不是我要的，卻又無

法脫落。那時，想起從小常聽到，似乎熟悉又陌生

的名字『主耶穌』，也想起這位神是可經歷的，我開

始向主敞開，從深處呼求『哦，主耶穌！』那一次

的呼求，從未有過的平安和暖流湧上來，我纔知道

主耶穌這個名字是如此親切又便利，祂纔是真的。 

不僅如此，我發現原來所追求的一切事物享

受，不過是暫時且會過去的。當我買到了想要的東

西，只是外面得着短暫的滿足，卻無法解決我裏面

的需要。我呼求主名，讓主耶穌進到我裏面時，纔

有真正的滿足，也惟有主耶穌纔是我要追求的。 

在我得到真正的滿足後，就不再想留在以往的

生活中，並求主釋放我脫離這樣的情形。於是，在

主奇妙的安

排下，我得

以 轉 換 環

境，脫離虛

空的生活。

我能與一羣

喜樂的基督

徒 一 起 生

活，一同讀聖經、經歷並享受主，讓主耶穌成為我

真正的滿足，這位主耶穌不僅是我父母的神，今天

也成了我的神、我的主，且是我天天可經歷的一位。  

（全時間學員 許慕靈姊妹） 

書報導讀

為着召會的建造正常結果子和牧養的路（第三至四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七四

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二月，在

美國加州安那翰，每週一次訓練

聚會中所釋放的信息集成。 

信息內容 

第三篇論到『作葡萄樹的枝

子結果子並作忠信的奴僕運用

恩賜』。第四篇則是『藉着享受基督生命的豐富而年

年結果子』。 

真理要點 

一、葡萄樹上的枝子要結常存的果子，不在於

奮興，乃在於生長。當枝子得着生命汁液充足的供

應，就結出果子，這乃是內裏生命供應的湧流。要

達到這種情形，基本條件就是對付我們的個性。 

二、我們並非迷信只要我們有神的生命，就可

以去作一切事，並知道所有的事。反之，我們在基

督徒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需要受訓練。 

三、照着約翰這卷生命的福音書，傳福音不僅 

僅是講道或教訓的事，傳福音是結果子的事。生命

不在於傳講，乃在於生長和結果子。如果我們裏面

缺少生命，就無從結出果子。結果子不是講話或口

才的事；結果子乃是內裏生命之豐富的湧流。 

實行要點 

一、我們需要敞開自己，得着豐富生命之流，

讓這生命從我們流出並結果子。 

二、主並不要求我們背負太多。一年得着一人

為果子，並且照顧一個年幼的人，就足彀了。 

三、到主面前停留，爲我們所認識的某些人禱

告，並照着基督建立自己，將生命供應給他們。 

（十六會所 李思毅弟兄） 

 

從 

一、6/4（週六）晚上 7:30 壯年班至一會所展覽，

歡迎衆聖徒踴躍參加。 

二、請為今年桃園市召會要帶領 400 位青職的朋

友得救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