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
2016.07.24

二○一六年國殤節特會信息

基督的擴增，為着召會的建造（六）
基督的擴增，為着神的建造

宇

宙是爲着人類，人類是爲着召會，召會乃是基

點有沒有加多，乃是看基督有沒有加多。一個召會

督的擴增。聖經中最大的豫言是在馬太福音

長大多少，不在於人數增加多少，乃在於基督增加

十六章十八節：
『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這豫言的

多少，惟有基督的增加纔是召會的長進。神要基督

應驗還未完全實現，所以甚至到今天，最大的豫言

在召會裏增加並長大，並要基督成爲召會的內容和

仍未應驗。

成分，使召會『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了基督豐滿

聖經中心而神聖的思想乃是：神渴望得着一個

之身材的度量』（弗四 13）。

建造，就是祂自己與人性的調和。這樣的建造乃是

建造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乃是基督在信徒裏

神的家，祂的居所。傳福音、建立召會和造就聖徒，

面的增加，這增加就是他們在生命裏的長大。作基

都是神主要工作—建造工作—的一部分。神的建造

督身體的召會乃是生機體。而召會這生機體的建造

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神建造的原則乃是神將祂自

乃是召會生機的長大。長大、增加和建造不是三件

己在基督裏建造到人裏面，並將人建造到祂自己裏

不同的事。對於基督生機的身體，長大、增加和建

面。神自己與人調和，就是神將祂自己建造到人裏

造乃是同義辭，基督身體的建造乃是基督身體的長

面，人與神調和就是人被建造到神裏面。爲了祂再

大，是藉着身體的肢體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

來的緣故，主需要召會被建造起來。惟有召會照着

面。身體長大以建造身體。

主的心意建造起來，纔能成爲進入國度時代的踏腳
石。

主耶穌正在祂的復活裏建造更大的殿，就是父
的家，使其成爲團體的殿，就是基督奧祕的身體。

爲着建造召會作神的家和基督的身體，我們需

自從祂復活那一天，主耶穌一直在復活的生命裏擴

要『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

大祂的身體。祂仍然在復活的過程下，爲着建造祂

的名裏』
（太二十八 19）
，並且教訓他們遵守主所吩

的身體作工，藉着復活的過程作工在我們身上。基

咐的一切。將人浸入三一神的名裏，就是將人浸入

督是復活，是生命，祂變死亡爲生命，使神的家得

三一神一切的所是，浸入那神聖者的集大成裏，把

着建造。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變死亡爲生命的生

人浸入基督身體的生命裏。而所有遷入基督裏的

活，使基督奧祕的身體得着建造。父的家乃在於三

人，乃是成了基督的擴增。要爲着神的建造得着基

一神經過成爲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將祂自己作

督的擴增，我們就必須在實行上採取四個步驟：傳

到信徒裏面，好與他們完全調和，使祂能把他們建

福音以得着擴增、有家聚會以維持擴增、有排聚會

造成一個生機體，作祂的居所和彰顯。神的兒子主

以教導並成全擴增、有召會聚會，讓衆聖徒在其中

耶穌基督，憑着那靈並藉着祂的死與復活，正在建

申言以盡功用，使基督的身體得着建造。

造一個生機體，召會，就是祂的身體和父的家，是

召會旣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化身，召會的長

由三一神與蒙祂揀選並救贖之人調和而產生的，作

大就是基督的長大。只有基督的長大，纔是召會的

祂團體的彰顯。這就是基督的擴增，爲着召會的建

長大，一個召會有沒有長進，不是看她的長處或優

造。

（吳從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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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手語聽損聖徒集中相調蒙恩見證

六

月二十六日（主日）共有五十二位北部手語聽
損的聖徒在桃園市召會二會所集中相調。

北部手語聽損聖徒集中相調

相調聚會的前一天，姊妹們正在交通並禱告
主，聚會缺聽打服事該怎麼辦？這時一位姊妹問起
我是否可以配搭服事？我順服的答應了。箴言十一
章二十五節，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

得滋潤。』我們若滋潤別人，自己就會得滋潤。當
天，我第一次擔任卽時聽打服事，就是將非聽損弟
兄姊妹的分享或繙譯卽時打字投影出來，這讓我非
常緊張，不是想像中容易。但憑着神的恩以及弟兄
姊妹在愛裏的扶持，讓我漸漸安靜下來學習服事，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
感謝主！相調聚會的靈是高昂喜樂的，我們一
直被那靈充滿，喜樂且洋溢。手語區弟兄姊妹一個
一個踴躍的起來爲主申言，分享基督，見證基督，
在一個身體中，我們都說一樣的話。我真是在他們
身上看見基督榮耀的彰顯，見證瓦器裏有寶貝。讚
美主！我們應該向這班的弟兄姊妹學習，常常喜樂
並操練自己的靈，經歷祂的分賜，使我們成爲祂榮
耀的新婦。
（二會所 王思平姊妹）

桃園大學生赴美加訓練訪問與相調報導（一）

桃

園大學生連同服事者共有三十二位聖徒，於
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二日前往美國和加拿
大，展開爲期十八天的訓練與相調之旅。
第一週爲召會訪問與相調行程，訪問了美國貝
爾維尤（Bellevue）召會，共有三場愛筵暨相調的聚
集，聖徒們豫備豐盛的晚餐一同享用。飯後的聚會，
學生們分享已過開展、牧養新人的經歷，當地聖徒
也堆加上他們從成立召會以來的蒙恩，衆人都得激
勵！三天的晚上，都由十七個聖徒家接待住宿；隔
天用完早餐，再將我們接送至會所。主日聚會時，
我們操練用中、英文分享當地追求的進度內容，會
中也有繙譯配搭，使分享不受任何攔阻。
第四天下午，我們租借三部廂型車，經過三小
時車程，過境入加拿大溫哥華。在溫哥華的二會所
用完晚餐後，參與禱告聚會，不分中英文，同在一
裏說：
『阿
們！』
，學
生也參與
禱告並分
享所豫備
的蒙恩。
隔 天 晚
與大溫地區的大學生一同聚集
上，我們
在列治文召會（Richmond）與大溫地區的大學生有

交通聚會，主要以福音開展與牧養有關。當地大學
生首先分享成全聚會的追求，並由三位學生分享前
往德國配搭開展的經歷。接着桃園的學生們一一交
通傳福音給同學、牧養新人的經歷，以及暑假到印
度開展的見證。福音的靈彼此挑旺！弟兄們也鼓勵
在座每一位，身爲大學生不要限制自己，要學習語
言，作少年英雄，爲主出發至全地開展！在溫哥華
的最後一晚，我們根據接待家庭的區域與大溫地區
三處城市的聖徒有愛筵交通聚會，分別是溫哥華
（ Vancouver ）、 本 那 比 （ Burnaby ）、 高 貴 林
（Coquitlam）三處召會，相互分享召會成立蒙恩見
證。桃園的學生也踴躍分享，最後彼此祝福代禱。
最後，在貝爾維尤的一晚，接待家庭帶我們參
加當地的小排，與聖徒述說過去幾天的所經所歷。
訪問期間被接待至不同的接待家庭，與當地的聖徒
有相調的機會，學生們看見各地聖徒熱切接待的榜
樣，激勵
他們也有
同樣的心
志。與在
地聖徒聚
集時，分
享在桃園
在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騎腳踏車
召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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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的蒙恩，不僅開闊了眼界，也學習除去語言的隔閡，
運用靈與遠處各地的聖徒有交通，見證基督身體的
合一。除了與聖徒相調，也去到著名景點旅遊，像
是位在西雅圖的微軟總部、波音飛機製造工廠；可
賞雪的 Rainer 山頂；在溫哥華的史丹利公園騎腳踏
車；以及伊莉莎白公園、西雅圖市中心、溫哥華市

2016.07.24

中心、格蘭佛島文藝中心（Granville Island）
、本那
比村莊博物館等。還有參觀當地著名大學，像是
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及 UCI（加州大學爾灣
分校）。在各地的行程中，都有當地聖徒的全程陪
伴，協助嚮導與解說，指引所有的路程，使我們滿
載而歸。
（四會所 黃令媛姊妹）

桃園大學生赴美加訓練訪問與相調蒙恩見證（一）

北

美行動的擴展—GTCA（Gospelize, Truthize
and Churchize America）於二○○八年開始。
GTCA 的負擔是要將北美洲福音化、真理化並召會
化，使美國與加拿大興起至少二百五十處召會。這
項長期的工作是屬於主獨一工作的一部分，傳揚祂
的見證以建造基督的身體。而位於加拿大溫哥華高
貴林召會的成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於二
○一一年，由三十位全時間訓練學員前往開展。當
時在地的聖徒還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各自花很久的
時間開車到遠處的召會聚會，後來藉着聯絡名單的
建立，竟發現多年來至遠處聚集的聖徒，其實就住
在附近。於是他們聚集起來，同心合意，爲着有固
定的聚會所代禱，卽使到目前都還沒有固定的會
所，仍因着多方禱告，不僅人數增加至一百位，更
有許多人願意擺出財力、物力及心力，爲着福音的
開展有奉獻，至今人數也持續增加。
這是何等難得的機會，能與高貴林的弟兄姊妹
相調！記得剛到的晚上，雖然疲憊，但看到接待的
聖徒時，心裏卻滿了喜樂，旣親近又溫暖。早晨與
聖徒一同禱告，說着高貴林召會的現況，桌上供應
不完的藍莓和草莓，又爲我們準備豐富的午餐，不
間斷的關心，實在讓我有家的感覺，一點也不陌生。
因着看見接待家庭在當地召會中的竭力扶持，能擺
上就擺上；也在衆聖徒身上看見豐富的見證，讓我
更堅定將大學四年奉獻給主。
其實我是個很害怕傳福音的人，但在相調聚會
的交通裏，發現原來臺灣比起加拿大是個這麼容易
傳福音的地方。加拿大因爲文化、語言的隔閡，不
容易向人敞開，同樣的族羣總是聚在一起，叩門也
不如臺灣人一般，願意開門讓人進去坐坐。我們實
在都需要週週走出去，需要有分於各地傳福音的代
禱，更需要爲着像加拿大這樣難以傳福音的地方迫
切禱告！因爲禱告不是神行動的最後一條路，乃是
第一條路，只要憑着信心求，一點也不疑惑，相信

主會爲各處的福音開路。很寶貝這樣的相調，各地
聖徒同着一個身體建造在一起，讚美主，越相調我
們就越享受！
（五會所 沈秉柔姊妹）
----------------------------------------------------------------謝主，經過這次赴美的相調暨夏季訓練，很寶
貝不論我們是在聖徒的家裏或會所裏，每位
弟兄姊妹對待我們都如同自己家中的親人。
特別寶貝我們被接待在溫哥華召會的聖徒家
時，接待家庭中的姊妹都很關心我，也很積極的想
與我有交通。雖然前一兩天的交通有點小彆扭，但
到了第三天（最後一天）
，我們真是有完全敞開並真
實的交通。剛好當天晚上我們有個小聚集，回到接
待家庭就延續晚上的交通，分享我們所摸着的，接
着分享彼此的召會生活。不知不覺，姊妹就和我交
通最近的一些難處和負擔。末了，我們一起有禱告。
在整個過程中，卽便我們都是第一次見面，但
我真的很喜樂能和聖徒相調在一起，看見世界各處
都有一羣和我們一樣愛主、尋求主的人。感謝主，
這樣的召會生活真是甜美。
（九會所 仝雅如姊妹）
----------------------------------------------------------------壹四章十九節，
『我們愛，因爲神先愛我們。』
這次行程我很摸着弟兄姊妹在愛中的牧養和
建造。本次夏季訓練第五篇的信息中說到，建造是
神惟一的目標，沒有建造，沒有由帳幕與祭司體系
所豫表的建造，神就沒有辦法得着滿足。因着參加
這次訓練，看見聖徒們熱切的接待我們，將最好的
擺上，更顧到我們的需要，我深受感動。
記得我們到西雅圖 Bellevue 召會時，遇見幾位
當地大專聖徒，他們主動和我們相調，陪我們一同
出遊。有位弟兄甚至擺出假期的最後幾天時間，和
我們一起有相調。接待我的三個接待家庭，聖徒們
用心服事主，也令我感動。在路途中經歷弟兄姊妹
彼此扶持代禱；許多長輩在各方面鼓勵我，真是喜
樂，謝謝你們！感謝主！ （九會所 林活泉弟兄）

感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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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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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我

是鄭洋義弟兄，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從小就
隨着父母參加主日聚會，然而聚會在我眼裏
不過是唱唱詩歌，和莫名其妙的呼喊。我知道主耶
穌這名，但不懂爲甚麼弟兄姊妹呼喊成這樣？這一
直是我心中的疑問。在小六升國一的暑假，我雖沒
有對真理的認識、也無對神的經歷，就跟着其他的
弟兄姊妹一起受浸了。
直到國一的寒假，因着報名參加訓練，這使我
第一次摸着神。就如約伯記四十二章五節所說的，
『我從前
風聞有你，
現在親眼
看見你。』
還記得那
時訓練追
求的書卷
是『雅歌』
，
其中一堂的信息說到『內室』
。信息結束後，弟兄要
我們在會場各自找個角落操練禱告。聽到會場其他

人的禱告聲，我卻不知道該如何開口，於是嘗試簡
單的呼求『主耶穌』
。一開始只是小聲的放在口裏，
後來有種感覺帶着我呼求，越呼求越大聲釋放，到
一個地步看見自己不過是一個輭弱的人。在那次訓
練裏，我被震撼了，原來不是每週去一次主日聚會
就是所謂的基督徒，基督徒對基督的追求也不是簡
單的。我在主面前流了淚，這是第一次向主流淚。
在這場訓練中，衆人一同齊聲呼求着主耶穌，流淚
禱告。
禱告後是分享的時間，我臉帶淚痕跑上臺前，
見證剛剛是如何摸着神，如何在神面前俯伏，並得
着所領受的話。後面陸續有弟兄姊妹帶着涕淚上臺
見證。弟兄向我們說：
『那是神的憐憫…』實在是神
的憐憫，神也實在是憐憫的神。
那次聚會後，我就像第二次得救，真正的過召
會生活，並經歷每次聚會是同着主也是向着神的。
禱告、呼求與唱詩對我來說不再像從前，如鬬拳打
空氣一樣，毫無對象，乃是對着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十一會所 鄭洋義弟兄）

書報導讀

聖經的中心與人生的中心（第十一至十二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八四
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國各地
華語聚會釋放的信息集成，講
時講地見各篇篇末。
信息內容
第十一章論到『經歷加拉
太三章的神、基督、話、信和
靈』
；而第十二章則是『呼求主名、享受包羅萬有、
澆灌下來的聖靈』。
真理要點
一、神在永遠裏的心願，是要進到人裏面，因
此神造人作盛裝神的器皿；並在把人造好後，把人
擺在生命樹前，要人藉着喫祂作生命。但人失敗了，
喫了善惡知識樹，在神面前被定罪；並且墮落的人
不認識自己，要行善作好，改良自己。因此神頒布
律法，作爲神自己的描繪，及善的標準；律法暴露
人，使人知罪。神藉着成爲話，把祂自己給我們；

人藉着聽，聽產生欣賞和響應，結果人就信，而得
着那靈進到人的靈裏，作人的生命、生命的供應、
和各種享受。
二、神旣已差來基督，我們要如何享受祂？藉
着呼求主的名，祂就作爲那靈進到我們裏面，應付
我們一切的需要。
實行要點
一、我們需要常常對準主，讀神的話，或到聚
會中聽神的話；好對主有更多的認識與珍賞，這就
是信，當我們信，祂作爲那靈讓我們得着，使我們
享受祂的豐富。
二、我們需要常常呼求主名，藉着呼求主名，
就能享受祂作爲包羅萬有、澆灌下來的聖靈。
（六會所 滕以勳弟兄）

第四版

7/23 至 8/7 各會所錄影訓練，請爲衆聖徒能踴躍參
加，被神聖的真理構成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