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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十八） 

認識神和祂的法則（道路） 

西是神的同伴，他與神交談說，『我如今若在

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則，使我可

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繼續蒙恩』（出三三 13）。他

渴慕認識神和祂的法則。 

神喜悅我們認識祂；因此，祂要我們『竭力追

求認識祂』（何六 6，3）。我們對神的認識，比我們

對神的事奉更緊要。我們對神的事奉，是根據我們

對神的認識。彼得也說，我們需要有對神的感覺，

並對神有充分的認識。對神的感覺，卽與神關係的

感覺，指明這人是活在與神親密的交通中，向神存

着並持守無虧、清潔的良心。充分認識神，乃是在

經歷上認識神，叫我們有分於並享受祂神聖的生命

和性情。 

摩西向神求知道祂的法則；神就『使摩西知道

祂的法則』。認識神的法則（道路），指認識祂作事

的原則，就是祂對付我們的方式。神的道路，就是

神在我們身上所定規要作的事。祂的道路，就是祂

在我們身上所揀選的道路。我們極需學習認識神的

法則，就是神對付我們的方法。我們若學習在我們

的路徑上認定主，就必認定祂的道路。 

要如何纔能認識神的道路呢？惟有藉着啓示，

人纔認識神；惟有藉着服從，人纔認識神的道路。

爲了要認識並接受神的道路，我們不只要認識神作

我們的父，也要認識祂作我們的神。我們所有屬靈

的前途，都是看我們能不能敬拜神的道路。接受神

的道路，就是敬拜神的道路。我們要敬拜神，也要

接受祂對付我們的方法。我們的心要被神帶到一個

地步，我們伏在神的面前，說，『爲着你所揀選的事，

我敬拜你；爲着你所定規臨到我的事，我也敬拜

你。』這樣，我們就能達到最終的目標：『使我可以

認識你』。 

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神聖的生命，是具有

認識神和基督的特殊功能。『他們各人絕不用教導

自己同國之民，各人也絕不用教導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主；因爲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

識我』（來八 11）。在這節裏，認識神自己就是認識

神的性情。我們摸着神的性情，就是摸着並認識神

的自己。神將祂神聖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就把

這最高的律，生命的律，放在我們靈裏，藉着生命

之律的功能，我們能憑裏面的生命認識神。我們裏

面對神的認識，乃是藉兩個憑藉：一個是出於神生

命的生命之律，一個是出於神聖靈的膏油塗抹的教

導。生命的律，是重在叫我們認識神的性情。膏油

塗抹的教導，是重在使我們認識神的自己。 

『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

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

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

永遠的生命』（約壹五 20）。『悟性』是指我們心思

的機能，藉實際的靈得着光照與加力，好在我們重

生的靈裏領畧神聖的實際。『認識』是神聖生命的能

力，在我們重生的靈裏，藉着我們蒙實際的靈所光

照之更新的心思，認識真神。『那位真實的』或『那

真實者』是指神對我們成了主觀的。客觀的神在我

們的生活和經歷中成了那真實者。『這』是指那已成

肉體而來，並賜我們能力，以認識祂是真神，並在

祂兒子耶穌基督裏與祂在生機上成爲一的神，我們

乃是在祂裏面。 

我們認識神多少，就能剛強多少。『惟獨認識神

的子民，必剛強行事』（但十一 32）。他們好開疆拓

土，爲神開闢天下。今天在地上，神就是需要這樣

認識祂的人。                 （彭啟浤弟兄）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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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四會所兒童服事報導 

由兒童專項許多信息的釋放，和各地召會的

蒙恩交通，在在都讓我們看見：兒童工作需要

把握『今天』，今天不作，將來一定後悔。感謝主！

在這裏，許多愛主的聖徒們，爲着培育召會健康、

屬靈的下一代，不論在兒童排或是主日兒童班的成

全，都願意一同投身於兒童服事的行列。 

本會所主日經常到會的兒童大約有二十位，將

兒童們依照小二以上和小一以下的分齡，分成大、

小兩班，再依照班別的不同，安排適合的教材，由

當週輪值的姊妹們分組豫備並進行課程。兒童人數

雖然只有二十位，但卻有三十二位姊妹們配搭服事

主日兒童的成全。實在因着看見兒童屬靈教育的重

要性，聖徒們都願意領受異象並拿起負擔，在兒童

工作這塊美地上勞苦經營。 

在兒童排的服事上亦是如此，目前有一個幼幼

排、一個親子排及一個兒童排，都由區裏的聖徒們

一同在身體中扶持配搭、彼此建造，藉此帶進生命

的服事，將生命供應給孩子們。 

    其中兒童排的孩子們在禱告和讀經上相當蒙

恩，有鑑於孩子們好的記憶力，幫助他們將基督的

話豐富的儲存起來。於是持續帶着孩子一起背聖

經，目前背經進度爲腓立比書第二章。 

親子排的實行上，前半段是兒童時間，後半段

是兒童家長的會後會時間。兒童的時段，有『鼓勵

本』的操練，兒童藉着性格故事帶進生活的操練，

並將實行的點寫在『鼓勵本』上，而在小排中展覽，

彼此激勵，使孩童們更竭力的操練。接着家長的時

段，藉着家長們共同追求、彼此分享如何照顧餧養

自己的孩子，使每個家在生活中更深的經歷主。 

願主繼續祝福並加強我們，把我們帶到同一個

異象及負擔裏，使神的心意得着成就。 

（四會所 周趙玉真姊妹）

 

二○一六年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暑假特會報導 

天氣炎熱的暑假中，主分別出一班愛主的青

少年聚集在一起，於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

一同有分二○一六年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暑假特會。

雖然適逢高三指考，但仍將近有二百七十位參加。

第三天集中展覽聚會更是開放家長一同參與。許多

人在這場展覽聚會中備受感動，看見召會的下一

代，真是滿了盼望。 

高中信息總題是『國度與新耶路撒冷（下）』；

國中信息主題是『那靈同我們的靈（下）』。每堂聚

會皆呼求主名、禱告、唱詩歌，幫助大家釋放靈、

挑旺靈，之後纔進入信息的內容。分組時間則針對

信息內容深入研討，並分享主觀經歷，幫助大家將

真理實際的應用在生活中。並鼓勵青少年利用零碎

時間找服事者背經，使真理多作到他們的裏面。 

這次中學生暑假特會的蒙恩有幾點：第一，操

練在聚會前禱告，讓許多青少年的靈有很大的突

破，甚至最後一天有姊妹見證釋放靈的禱告是會上

癮的。第二，體驗活動打破各會所的界限，因着不

同學校及年齡，彼此畧爲生疏，但高中生拿起負擔，

帶領並幫助較年幼的弟弟妹妹們，同心合意達成目

標，見證身體生活一幅美麗的圖畫。第三，專題交

通特別邀請全時間訓練學員分享海外開展的見證，

交通主在印度、柬埔寨、尼泊爾等地的工作，以及

如何克服環境、飲食、語言等障礙，在亞洲各地與

當地聖徒一起生活與配搭，實在激勵青少年學習語

文、裝備真理並更新奉獻自己。 

藉 

在 

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暑假特會 

四會所兒童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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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末了，弟兄總結的交通強調操練靈的重要，不

管人生那個階段，都要積極的操練靈，至終得以在

生活中活出並作出新耶路撒冷。 

請親愛的父老及弟兄姊妹們，繼續爲青少年多

有禱告，使他們在暑假期間持續過聖別的生活，成

爲少年英雄迎接主的回來。 

（一會所 羅雲峰弟兄、十五會所 龍天翼弟兄、

十六會所 李思毅弟兄） 

二○一六年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暑假特會蒙恩見證 

謝主，三天二夜的特會過得充實而喜樂。特別

摸着第二天的體驗活動。藉着大家在酷熱中

彼此配搭合作，感受到『身體生活』的美好與喜樂。 

這次國中組的信息看起來十分淺顯易懂，但藉

由弟兄們的深入講解，發現其中很多真理是連我這

兒童班長大的都不清楚！感謝主，使我在國中組最

後一次的特會中，對真理啓示有更多的瞭解。 

第一篇信息說到靈分成三部分─良心、交通、

直覺。我們需要操練我們的良心，讓它變得敏銳。

保有一顆無虧的良心，就需要對付；保有一顆清潔

的良心，就是要單一的爲着主。我們要運用我們的

信心，並操練我們的靈以至於敬虔。我們也必須將

心思置於靈，並否認己，將自己獻給主。主是我們

一切供應的源頭，是我們正確情感的對象。願我在

未來的高中生活裏，能多方經歷這位奇妙的救主。     

（十六會所 謝適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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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摸着啓示錄二十二章一節說：『天使又指給

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

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這句經節告

訴我們，必須讓祂在我們裏面登寶座。不論日常生

活、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職業生活和召會生活，

中心都必須是神的寶座。我們凡事都該服從祂的元

首權柄。 

最近因爲一些事情，壓力很大，覺得心中有一

塊大石頭，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是因着弟兄

的見證分享，心中的大石頭就被移開了。因爲我相

信只要把心中的寶座讓給神，神就會帶領我渡過這

些難關，經歷祂的同在。 （二會所 湯信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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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章七節說，『因爲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

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這次特會中，我很有感覺的部分是『操練靈』。在

聚會中常被教導要運用靈、釋放靈來禱告申言，但

有時因着個人的因素或外在環境的影響而膽怯。 

  記得在一次主日聚會中，一位服事弟兄滿臉愁

容的說：『青少年們，拜託你們操練靈，靜默不出

聲是聚會的重擔！』我當時覺得很不以爲然，心想

別人都不操練，爲甚麼我要操練？在聚會中，聽到

海外開展的見證，一面很感動，一面也覺得羞愧。

如果我連操練靈都不願意，我又能爲主作些甚麼

呢？求主加強我的心志，將自己獻上當作聖別並討

神喜悅的活祭，放膽運用我的靈。 

  除了聚會中操練靈，日常生活中也非常需要神

的靈帶領我們作任何事。今年國三畢業，很早就放

暑假，參加特會前，在家的生活不但沒有晨興晚禱，

還終日上網看電視劇，生活滿了虛空且疲憊。求主

赦免我，願意時時操練轉回靈中，不給撒但留地步。 

（三會所 洪恩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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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特會中，我很摸着我們都是新耶路撒冷，並

且新耶路撒冷要成爲實際，所以我們的生活

要建立與主互住的關係，就要時常與主有交通。我

們一天當中所說的玩笑話、閒話非常多，但與主說

話的時間卻非常少。我們若要成爲新耶路撒冷，就

需要在生活中與主聯結。 

  弟兄鼓勵我們建立晨興的習慣，將早晨所作的

第一件事就歸給主。羅馬書十一章十六節說：『所獻

麵團的頭一部分若是聖的，全團也是聖的；樹根若

是聖的，樹枝也是聖的。』求主使我與同伴一同操

練作得勝者。另外還與同伴一起挑戰背完啓示錄二

十一章至二十二章五節，在體驗活動中將新耶路撒

冷描繪出來。這使我更多裝備真理，將主的話刻在

心上，爲着合乎主的使用。（一會所 賴依玲姊妹） 

感 

我 

提 

這 

青少年聚會前認真操練靈並釋放靈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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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本我是一位兢兢業業的職業婦女，爲着孩子

只好留職停薪，並且在桃園到處尋覓，想找一

個適合孩子成長的環境。那時常常跑親子館、公園，

爲了豫約親子館，每天時間一到就要上網跟別人搶

名額。而那裏的許多媽媽和小孩都算和善，卻覺得

與他們缺乏了某種聯結關係。 

    有次偶然的機會，聽見召會對兒童的成全是如

何的好，我和先生就上網查地址。在弟兄姊妹細心

的介紹與安排，我們開始參加兒童排。參加之後發

現，這不就是我當初想要的麼？而且比我要的好上

太多倍了！現在我的孩子，從原本的內向，到現在

喜歡跟其他孩子在一起、會顧惜比她小的孩子，可

以很自然的問候長輩。在家也天天哼唱詩歌，還會

拉着外公外婆跟她一起呼求主名。而我跟弟兄，也

陸續在去年受主的感動，受浸成爲神的兒女。因着

自己的蒙福，希望更多孩子跟家長也一同蒙福，在

去年底，我們把家打開有了幼幼排。感謝主，當初

自己是爲着孩子來到召會，卻沒想到是最蒙福的一

位。主藉着孩子，大大的拉了我一把。 

    其實在留職停薪前，發生一些波折。原先我在

某家公司擔任重

要的職位，十分以

工作爲重；並爲求

這一生工作的順

遂與成就，我積極

進修，到國外接受

培訓。結果，婆婆

與媽媽卻紛紛以

不方便爲由，拒絕作我的後援；再加上當時社會新

聞頻傳托嬰虐嬰事件，最終與先生討論下，決定留

職停薪照顧孩子。那時我很難過、不服氣、不甘願。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就在我快撐不下時，

因着幼幼排，我正確的聽到福音，認識主，感受到

主的愛，自己也不知不覺的變了。現在的我，看聖

經比看雜誌還享受；與弟兄姊妹聚會比逛街還歡

樂。從前很憂慮離開職場卽喪失競爭力；現在反而

覺得能給孩子最好的，就是在主裏牧養他們，帶着

他們愛主、追隨主。感謝主讓我體會到，當初從職

場退下來當全職媽媽，一點都不委屈，而是主所量

給我很深很深的祝福。（十七會所 周黃雨涵姊妹） 

書報導讀

同心合意實行神命定之路（第一至二篇） 

本書收錄了李常受弟兄於一九

八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帶領

召會實行神命定之路，其中八

次長老及同工聚會的信息與談

話記錄，各篇均講於臺北。 

信息內容 

第一篇論到『在身體的原

則裏擔負召會責任』，第二篇則

論到『教導與牧養的急需』。 

真理要點 

一、召會是基督的身體，這個身體要強壯，不

是說，膀臂強壯就全身都強壯了；但若是身體強壯，

自然連小指頭、小腳趾都會強壯。主帶領我們的作

法，乃是全體盡功用。召會的治理必須在身體配搭

的原則裏，纔能得着擴增。 

二、保羅在提前三章二節和五章十七節都說到

長老。三章說到長老的資格，其中一項是善於教導；

五章是說到長老的實行，在話語和教導上勞苦。彼

得在他所寫的書信裏，也囑咐作長老的：『務要牧

養…。』這是彼得所看重的一面，就是長老們是重

在牧養。看見在使徒時代，長老們最重要的職責就

是教導和牧養。 

實行要點 

一、每個受浸的人，都得安排特定的弟兄或姊

妹負責照顧餧養，不能聽其自生自滅。我們不能讓

人受浸後就沒有下文；乃要在人受浸後，把他們當

作纔生的嬰孩，立刻交給特定的弟兄或姊妹照顧。 

二、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教導人，並使人從教導

上得着牧養。需要像母親對兒女的教導，在孩子們

有需要時，作母親的總需要照顧他們，指導他們。 

（二會所 陳群傑弟兄） 

原 

8/20（週六）~8/21（週日）有 2016 年全台路加集調

在宜蘭，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