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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回歸召會的正統（七） 

在非拉鐵非的召會 

表號說，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豫表弟兄相愛的

召會，就是從十九世紀初至主第二次顯現，正

當召會生活的恢復。她接續在撒狄的召會（豫表從

改教至基督再來時的更正教）而來，所以這弟兄相

愛的召會，也是針對那死的、改革的召會的反應。 

  非拉鐵非，原文由『有情愛爲着』和『弟兄』

組成；所以『非拉鐵非』原文意『弟兄相愛』。在非

拉鐵非的召會在豫言上描繪弟兄相愛的召會，就是

正當的召會生活。這弟兄相愛的召會，是對死的、

改革的召會的反應。在撒狄的召會豫表從改教至基

督再來時的更正教。在神看來，所謂的改革召會中，

沒有完成的工作；都是有頭沒尾。改教運動發起的

事，沒有一樣藉更正教完成；更正教在實際上也是

死的。所以，需要在非拉鐵非的召會，表徵恢復的

召會來完成。弟兄相愛的召會從十九世紀初弟兄們

在英國興起，在宗派與分裂的制度以外實行召會生

活，直到主回來。 

  『我們因爲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不愛弟兄的，仍住在死中』（約壹三 14）。出死入生

就是從死的源頭、素質、元素和範圍出來，進入生

命的源頭、素質、元素和範圍；這是在我們重生時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對弟兄的愛（神的愛）是我們

已經出死入生有力的證明。『主爲我們捨命，在此我

們就知道何爲愛；我們也當爲弟兄捨命』（約壹三

16）。愛弟兄就是有一種捨棄自己去成全他們的心，

甚至於能彀爲着弟兄捨去自己的性命。 

  啓示錄三章七節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着

大衞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

開的，這樣說』。對於弟兄相愛的召會，主是那聖別

的、真實的，恢復的召會憑着祂並以祂作元素，就

能成爲聖別，從世界分別出來，並對神真實而忠信。

對於弟兄相愛的召會，主也是那拿着大衞的鑰匙，

就是國度的鑰匙，有權柄開關的。基督拿着大衞的

鑰匙，這事實表徵祂是神經綸的中心；祂是彰顯神

並代表神的那一位，祂拿着鑰匙，要開啓神管治權

下的一切事物。 

  啓示錄三章八節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

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因爲你稍微有一點能力，

也曾遵守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主是那拿着大

衞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的，祂給恢復的召會

『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從十九世紀初

期，正當召會生活的恢復開始，直到如今，主的恢

復始終有敞開的門。雖然許多反對者起來敵擋主的

恢復，竭盡所能要關閉這門，但基督是有大衞鑰匙

的那一位，祂所開的無人能關。 

  在非拉鐵非的召會有一個顯着的特徵，就是她

遵守主的話。按照歷史，沒有別的基督徒像在非拉

鐵非的召會，那樣嚴謹的遵守主的話。在非拉鐵非

的召會，就是恢復的召會，不在意傳統，只在意神

的話。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用她稍微有的一點能力，

遵守主的話。討主喜悅的，不是我們剛強，乃是我

們用自己的一點能力，盡我們所能的作。雖然我們

所領受的恩典度量也許有限，但只要我們取用恩

典，盡所能的遵守主的話，祂就必喜悅。 

  在啓示錄三章八節，主說在非拉鐵非的召會沒

有否認祂的名。主的話是主的彰顯，而主的名是主

自己。恢復的召會不僅完全回到主的話，也棄絕一

切在主耶穌基督之外的名。從主的話偏離到各種異

端，並在基督的名以外高舉許多的名，是墮落的基

督教最顯着的記號。從一切的異端、傳統回到純正

的話，並棄絕一切別的名，高舉主的名，是恢復的

召會中最感人的見證。     （郭祥舟弟兄）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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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所接待印度聖徒蒙恩報導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十九位從印度來

的聖徒（含臺灣前去服事開展的三位同工）至

桃竹苗訪問交通。十六日晚上來到桃園，首先由四

會所安排接待，共有九個家抓住蒙恩的機會，把家

打開，接待這些來自遠方的家人。 

這次印度聖徒的來訪，不僅安排與各專項服事

者有交通並研討，特別是希望與本地聖徒多有相

調，實際的進入我們的召會生活。因此，接待的兩

天早晨，印度聖徒都到學生中心，與銘傳大學生一

同晨興享受主。學生也藉此機會操練用英文交通、

分享。晨興完後一同的享用早餐，裏外都得飽足。

週四的晚上，則有全會所的愛筵相調。因着之前許

多龜山的弟兄姊妹都曾赴印度訪問開展，並且也在

當地被接待，對這些印度聖徒特別有負擔，大家都

在愛裏擺出豐盛的愛筵款待，賓主盡歡。 

愛筵結束後，印度聖徒分成四組，分別參加兩

個社區的小排，在小排中同追求分享。一組參加徐

弟兄家的親子兒童排，兒童們都很開心有海外來的

聖徒一起聚會；另一組則是與學生配搭校園開展，

中英文混合向路上學生傳講。因着這樣喜樂的配搭

而得着更多

的 敞 開 名

單；一同開

展的學生們

都 樂 在 其

中，實在經

歷了身體的

配搭，也豫

嘗海外開展

的生活。配

搭的印度弟

兄們也向學

生聖徒們傳輸負擔，盼望之後能在印度見到他們。 

這趟訪問之旅，藉由各樣的交通，使來訪聖徒

得着身體的幫助與加強，也願意將這裏所見所聞的

豐富帶回當地實行。他們大部分是第一次來臺灣，

停留的時間雖然短暫，卻藉着甜美的接待，見證召

會生活的實際。四會所衆聖徒也同蒙相調之恩，接

待之福。               （四會所 黃令媛姊妹） 

 

桃園市召會長青聖徒戶外相調報導 

十一月十日週四上午，桃園市召會將近三百

位長青聖徒們聚集，有一次甜美的相調。這次

相調意義非凡，因爲這是桃園縣市合併，桃園縣衆

召會正式成爲一個桃園市召會後，首次的長青聖徒

集中相調，相當值得記念。 

當天一早，衆人陸續從各會所到青埔的青塘園

相聚。青塘園景色優美，有青翠的草原，以及碧綠

的池塘。早上的天氣陰雨綿綿，起初令人相當擔憂，

但是長青聖徒靈裏剛強，不看外面環境，衆人仍然

歡唱詩歌，使靈得釋放。我們唱了兩首詩歌：『唱一

首天上的歌』、『何喜樂』，越唱靈裏越高昂、越喜樂。

就在唱詩同時，雨漸漸停了，天也變得晴朗了。 

接着弟兄們便帶領聖徒們進入希伯來書十一

章，說到信的定義和信的見證人。信是所望之事的

質實，是未見之事的確證。我們不只是聖徒，也是

信徒，是有盼望的人。我們的生活該充滿盼望，並

且這盼望是與信並行、並存的。而我們的行事爲人，

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因爲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纔是永遠的。另一面，我們看到許多的見

證人，如同雲彩圍繞我們，這也使我們渴慕成爲信

的見證人。 

弟兄交通到，有時候我們會不信，不是因爲缺

少信心，而是缺少神。我們的神太小，所以我們的

信心小。我們是信徒，我們需要抓住主的話，這是

我們信心的根據。藉此讓神在我們裏面增多，使我

們也成爲信的見證人。弟兄也鼓勵，在場未信主的

家人能彀呼求主的名，取用主耶穌作我們的信心，

於 

在 

全體長青聖徒大合照 

印度聖徒合照以及與學生配搭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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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受神完滿的救恩。 

會後大家

遊覽青塘園、願

景館，接着到餐

廳用餐，彼此認

識，分享近況，

互相勸勉。在這

樣甜美的交通

裏，看見身邊真是有許多信的見證人圍繞着我們。

用完餐後，二、三、五、九、十、十四會所的長青

聖徒們參觀郭元益糕餅博物館、老街溪河川教育中

心。雖是長青聖徒，個個都充滿活力，富有興致的

參與。回程時，聖徒臉上盡是滿足與喜悅。藉着這

次的機會，不僅出外踏青，還能與全桃園各會所的

聖徒相調，見證我們是一個召會，同作主的見證人，

真是太榮耀了。（五會所 張忠永弟兄、林羿岑姊妹） 

 

桃園市召會長青聖徒戶外相調蒙恩見證 

次出外相調，長青聖徒們都靈裏歡欣，雀躍

不已，因爲不僅能看見神家裏的親人，更能

與聖徒在靈裏交通，享受神新造的豐富。誠如申命

記三十三章二十五節下所說：『你的日子如何，你的

力量也必如何。』 

各會所從四面八方來到相調地點，一會所長青

聖徒坐滿了二部遊覽車。大家在車內先有禱告，各

個率先呼求主名，唱詩操練靈。抵達地點後，弟兄

們配搭傳講信息及拍團體照，長青聖徒們靈裏喜樂

洋溢。當天的氣候原是下着細雨，希奇的是，當我

們到達目的地，雨停了，使長青聖徒有一個晴朗舒

適的天氣。我們彼此關切問候，一同禱告、唱詩、

交通。也驗證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是賜福看顧

的神。經過一天的行程，衆人的靈、與魂、與身子

都得舒暢。 

感謝主，將長青聖徒的榜樣擺在我們前頭，激

勵我們一生蒙保守在主前，得更新而變化，直到模

成主榮耀的形像。願神祝福所有的長青聖徒，使他

們『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他們栽

植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裏。他們年

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詩

九十二 12~14）。        （十三會所 陳鑫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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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讚美主，參加了全桃的年長戶外相調，我

們實在經歷主的恩典，特別是當天的天氣。

到了青埔青塘園，一開始下車還要撐傘。到了目的

地，我們先享受詩歌，唱詩讚美神，唱一首天上的

歌：『生命的河，喜樂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烏雲，

心裏的憂傷，全都灑落。』第二首詩歌：『何喜樂，

神的衆兒女，在家裏主面前同歡聚，同述說蒙主奇

恩的故事，靈裏高昂引聲頌揚永不止。』每一位聖

徒都高昂的唱着詩歌，有些聖徒乾脆不打傘，每一

位皆喜樂洋溢。此時，天空不再下雨了。之後有信

息的享受，說到希伯來書十一章：信是獨一的路，

囑咐那些在退縮危機中的希伯來信徒，生活、行事、

前進，都要本於信，就是不憑眼見；在本章，按着

歷史繼續說明信的定義。 

信息結束後，我們一同大合照，見證甜美合一

的召會生活。中午我們用餐相調，下午又有交通分

享，靈裏舒暢，喜樂無比。年長聖徒藉着一起出外

相調，可以認識其它會所的聖徒，也能有機會出去

走走。在回程的路上，天空又開始下雨了，感謝主

這樣的看顧我們一整天，也謝謝服事的弟兄們。 

（十六會所 冷劉鳯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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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能參加長青相調真的很喜樂。媳婦前一天

問我要不要去的時候，我擔心我的腳沒辦法

走很多路；也擔心我弟兄腸胃不好，在外面用餐恐

會拉肚子。我無法作主，於是請媳婦問我弟兄願不

願意去。弟兄說，天氣不好會下雨不想出門，給他

一個晚上好好想一想。奇妙的是，隔天早上雨不停

的下，在早餐前的禱告，弟兄居然禱告說『哦！主

耶穌，雖然今天下雨，但我們要出去玩，求你保守

我們。』聽到這樣的禱告，媳婦很喜樂的開車載我

們到青埔相調。 

在公園裏唱詩時，雖然外有風雨，但看到這麼

多與我同樣年紀，甚至比我更年長的弟兄姊妹在這

裏享受主，覺得非常感動。中午和大家去海霸王喫

飯也很喜樂，弟兄胃口出奇的好，說菜色很合他的

口味，回家也沒有鬧肚子疼，感謝主。 

（十六會所 梁黃秋蓉姊妹） 

這 

感 

這 

參觀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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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我的心，進入神的愛以愛神 

二那年，因爲對於人生的迷惘與不安，常藉由

各種玩樂放縱自己。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答

應朋友的邀約，參加召會的福音聚集。過去一直認

爲信主是不切實際的信託；但經過那次聚會後，開

始有了轉變。之後在一次的相調交通中，弟兄姊妹

向我傳講『人生的奧秘』，並一起帶領我呼求主名釋

放靈。我就簡單敞開自己，願意相信並受浸，接受

了這位奇妙救主。 

  受浸之後我回到高雄家鄉，在高雄召會過了一

段甜美喜樂的召會生活。學校畢業後，立卽踏入職

場，在湖口找到第一份工作。任職後發現這份工作

的性質與內容並不適合自己，因此便毅然辭職離

開，來到中壢附近另覓新職。辭掉工作的那一刻，

雖然暫時覺得解決眼前的問題，但隨之而來卻是一

連串求職的挫折。特別是面對別人的冷言冷語，使

我對未來的發展覺得茫然，一時間不知所措。 

  感謝主耶穌的恩典與保守，安排這樣的環境，

使我經歷祂奇妙的大能。儘管這段待業時間，常因

爲遭遇許多的

瓶頸和不順遂

而有消極的想

法，並變得愛抱

怨又愛發脾氣。

但過程中，卻能

在十會所藉着參加聚會有正常喫喝享受主的生活。

主在靈裏加強我的信心，剛強我的意志，還有弟兄

姊妹的扶持和代禱，幫助我勝過心中惶恐。至終順

利找到一份新工作，能在十會所和聖徒們繼續同過

正常的召會生活，對主也有更多主觀的經歷。 

  雖然工作常因爲忙碌而把主拋於腦後，但耶穌

總是在我輭弱時，用祂那生命之光將我帶離黑暗，

引導我的心轉向神，進入神的愛以愛神。在聖徒們

持續的牧養照顧之下，也投入召會的配搭，追求生

命的長大。希望我能更多認識主的話，供應神聖的

恩典，將這寶貴的福音傳揚出去，讓更多人聽見。 

（十會所 李聖弘弟兄） 

書報導讀

神救恩裏的變化與模成（第四至五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六

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在

香港所釋放的信息，根據魏光

禧弟兄與魏林意天姊妹的筆記

編輯而成。 

信息內容 

第四篇信息揭示『神救恩

裏的變化與模成』，第五篇繼續說到神的目的至終

要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真理要點 

一、神的心意、目的，就是要將祂自己調到人

裏面而變化人。神在人身上的工作，都是爲了變化

人，將他們模成祂兒子的形像。變化重在裏面本質

的改變，模成則是外面形體的改變。這裏外兩面的

改變是並行的。 

二、神乃是藉着與我們調和，而達成祂的目的。

這主要是藉着羅馬八章所啓示，神在我們身上兩面

的工作所完成的。八章上說到聖靈藉着在我們裏面

的歎息作工，使我們裏面在本質上起變化；而下半

則是說到神使萬有在我們外面効力而作工，把我們

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實行要點 

一、我們必須求神使我們能看見祂永遠目的的

異象，使祂在我們身上有地位，完成祂變化的工作。

我們不該一直在外面忙忙碌碌的爲主作工，卻沒有

讓祂調進我們裏面而變化我們。 

二、我們也須禱告，看見神的旨意，肯接受祂

所安排的一切環境，使我們蒙拯救脫離舊造，進入

新造；肯接受祂所量給我們短暫輕微的苦楚，使我

們能領受永遠重大的榮耀。（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碩 

請爲全臺青年得一萬能達到目標，以及建立福家的

架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