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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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老底嘉的召會 

底嘉原文意『平民（或平信徒）的意見、決斷』

（啓三 14）。非拉鐵非一墮落，就成爲老底嘉，

而老底嘉是走了樣的非拉鐵非。當弟兄相愛失去的

時候，多數人的意見就是通過的意見，多數人贊成

就行了。甚麼時候弟兄相愛失去了，身體的關係和

感覺就失去了，生命的交通也失去，所剩下的就是

人的意見。 

『我知道你的行爲，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

得你或冷或熱。你旣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就

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爲你說，我是富足，已

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

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啓三 15～17）。在主眼

中，老底嘉的特點是不冷不熱和屬靈的驕傲。我們

如果要繼續在非拉鐵非的路上並避免成爲老底嘉，

就得學習在神面前降卑自己。老底嘉說起來樣樣都

知道，事實上沒有一樣是熱切的；說起來，樣樣都

有，但是沒有一樣是能彀把命拚上的。只記得已往

時候的光榮，卻忘記了今天在神面前的光景；已過

是非拉鐵非，但今天是老底嘉。當人在神面前起首

驕傲，離棄生命的路，不重實際，只記得已往的歷

史和自己的富足，惟一所剩下的就是大衆的意見。 

跟從主的人，沒有驕傲，驕傲的人，就從主的

口中被吐出去。求主憐憫！人要不說驕傲的話，只

有一直活在神面前，也只有一直活在神面前的，纔

不會看見自己富足，纔能不驕傲。爲着主和召會火

熱，就是要沸騰。因着不冷不熱而從主的口中被吐

出去，乃是被主棄絕，不得再享受主對祂的召會所

是之一切。在主眼中，恢復後又墮落的召會有五個

特徵：困苦的、可憐的、貧窮的、瞎眼的、赤身的。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

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

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凡我所愛的，我就責備管

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啓三 18～19）。

我們乃是藉活的信，以有分於基督的神聖元素。我

們需要付代價，經過火煉的試驗，得着金的信，使

我們能有分於真金，就是基督自己，作祂身體生命

的元素，如此纔能成爲純金的燈臺，好建造金的新

耶路撒冷。白衣指蒙主稱許的行爲，就是主自己從

召會活出來，這是恢復後又墮落的召會所需要的，

好遮蓋她的赤身。那擦眼睛所需要的眼藥，是指膏

抹的靈，也就是主自己這賜生命的靈。恢復後又墮

落的召會需要這種眼藥醫治她的瞎眼，使我們能看

見神，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

我們被神構成。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

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我與他，他與我要一同

坐席』（啓三 20）。在老底嘉的召會有知識，卻沒有

主的同在。主是召會的元首，祂站在墮落召會的門

外叩門。我們必須認識並抓牢這一個原則：神的同

在乃是一切問題的準則，無論我們怎樣作，都必須

留意有沒有神的同在。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

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樣。那靈

向衆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啓三 21

～22）。得勝是指勝過恢復後又墮落的召會中，不冷

不熱和驕傲的光景，並出代價買所需之物，且開門

讓主進來。在主的寶座上與主同坐，乃是給得勝者

的賞賜，使他在要來的千年國有分於主的權柄，與

主同王，管理全地。不冷不熱的召會若忘記所有的

死知識，聽活的、焚燒的靈所說的話，就要從墮落

的情形裏被拯救出來。          （曾廸華弟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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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所兒童排蒙恩報導

童是大的福音，主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

來，不要禁止他們（太十九 14，可十 14，路

十八 16）。孩子們是純潔的器皿，他們最喜歡來到

兒童的聚集中，唱詩歌、聽故事、玩遊戲。有的時

候聚會是晚上七點半開始，他們六點就跑過來按門

鈴說，他們要參加兒童聚會，這時不要禁止他們，

因爲諸天的國正是這等人的！ 

桃園市召會五會所共有五個小區，目前的兒童

排有五個，參與聚集的兒童約有五十位，這五個排

分別是週一下午在會所的幼幼排、週四晚上在家中

的幼幼排、週五晚上在會所與家中的兒童排、以及

週六下午在公園的兒童排。藉着區區都有兒童排，

使得聖徒們盡功用的機會變多了，並且能彀帶進更

多年輕的家長，讚美主。 

爲了排中的兒童與家長能得着供應，各排的服

事者每週一次都有禱告交通，藉此大家同心合意，

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以週五晚上在會所的

兒童排爲例，姊妹們是利用主日會後的時間一起禱

告交通。在聚會前有爸爸去孩童家中接送他們；聚

會時弟兄們有詩歌帶動唱，讓小朋友開口唱、釋放

靈，姊妹們則利用投影片講故事繪本給小朋友聽。

之後還有姊妹們配搭提問有獎徵答，接着由爸爸們

配搭交通性格操練學習單，讓孩童們回家繼續有操

練。凡是

有繳交學

習單的小

朋友，我

們都會豫

備一點小

禮物以鼓

勵他們堅

定持續的操練。課程結束就是美勞製作或是團康遊

戲，讓孩子們手腦協調，全人得着好的發展。最後

有點心時間，孩子們排隊洗手，享用點心；家長們

互相關心孩子們在家中、在學校的情形，而有經驗

交流、彼此代禱。 

至於在週六下午的公園兒童聚集，孩子們大多

是福音朋友，剛開始來的情形是斷斷續續。當我們

不知道如何往前時，有幾位姊妹們週週堅定持續的

禱告，爲着來參加過的孩子們題名代禱。主耶穌也

引導服事的聖徒們有智慧，製作點名表，鼓勵孩子

們前來參加；期末時，為鼓勵有全勤的小朋友，會

帶他們去餐廳用餐，藉此使他們漸漸穩定在這個兒

童聚集中。甚至藉着服事聖徒的家聚會帶進全家的

救恩，連同孩童父母一同進入召會中，享受神家的

豐富！                （五會所 張忠永弟兄） 

 

桃園大學聖徒期中特會報導 

園大學聖徒期中特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十會

所舉行，有五十多位的大學生參與。特會的負

擔乃是『建立週週出外訪人的習慣』。在大學生的福

音行動中，不是只有在專特的時間纔去接觸大學新

鮮人的福音節期；更需要有『福音的生活』，養成天

天傳福音、家聚會牧養人的習慣。 

在聚會開始，衆人同唱詩歌『西布倫，揚帆起

行』，使福音的靈再被挑旺。接着有四位弟兄姊妹見

證他們是如何週週分別時間，在校園裏面傳揚福

音，成爲衆人的激勵和榜樣。在見證之後，衆人進

入職事的信息及分組展覽，最後有全時間服事者傳

輸負擔。 

  特會信息的題目爲『答應主的呼召，跟隨當前

的異象，作得勝者』。首先，我們要清楚甚麼是『當

前的異象』。神在每個時代裏都有那個時代的異象，

例如在挪亞的時代，建造方舟就是當時的異象。然

而今時代、終極的異象乃是『神永遠經綸的異象』，

我們看見了，就要緊緊跟隨。 

  我們旣看見搆上時代的異象，就需要有正確的

實行。主恢復當前的實行乃是廣傳福音、餧養新人、

教導真理、建造召會。這些實行都有一個重要的原

兒 

桃 

四位弟兄姊妹上臺見證 

五會所兒童排的家長與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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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全體事奉。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對那把一

他連得銀子埋藏在地裏的說，『又惡又懶的奴僕』。

這對我們該是嚴肅的題醒。每個人都應該把一他連

得銀子拿出來，爲着召會的建造。 

  在實行上，出外訪人該是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就如生活中有許多事需要規劃一樣，我們也

需豫算週週出外訪人的時段，訂下確定的目標，結

常存的果子，並去到人所在之處接觸人。接觸人有

功效的秘訣乃是：禱告、認罪、對付罪、被聖靈充

滿、操練堅定持續。倪柝聲弟兄剛得救時，雖然對

同學有負擔，卻無法帶人信主。藉着劉教士及和受

恩教士的交通，他學習向人認罪，堅定持續禱告，

經歷被聖靈充滿，帶進上百人的得救。倪弟兄的經

歷成爲我們很好的榜樣。 

  末了，藉着兩處經節再鼓勵學生們實際的走出

去：『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

是你們合理的事奉』（羅十二 1），以及『要靈裏火

熱，常常服事主』（羅十二 11 下）。信息交通結束

後，大家逐一上臺回應，向主奉獻並許下心願，與

同伴一起週週走出去，過傳福音及牧養人的生活。 

（六會所 趙俊倫弟兄） 

 

桃園大學聖徒期中特會蒙恩見證 

年秋季桃園市召會大學聖徒期中特會，題目

是『答應主的呼召，跟隨當前的異象，作得勝

者』。神在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異象，而今時代的異

象就是廣傳福音、餧養新人、教導真理、建造召會。 

出埃及記十九章六節，『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

國度，爲聖別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彼得前書二章九節上，『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

是君尊的祭司體系…』說明神在祂的經綸中，無論

是新舊約，都盼望祂『全體』的子民皆作祭司事奉

祂。實在很寶貝在召會的福、家、排、區中，聖徒

個個盡功用，一同建造召會，完成神經綸所命定之

路。並藉着禱告、認罪、操練堅定持續、過着規律

的生活，使基督的身體在這地繁增。 

這次元智大學的福音行動中，雖然我沒有每次

都參加，但我很摸着弟兄姊妹們禱告、邀約及發福

音單張。在我天然裏認爲這果效是不大的，但讚美

主，祂使我看見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更重要

的是，主給我看見我對祂的信心不足，祂要我們不

在天然裏服事祂，乃要在靈裏，把一切交託在祂手

中，祂必保守。阿利路亞，願主更多的得着我，同

時我也要更多的得着基督。（五會所 簡翊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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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期中特會的主題是：『答應主的呼召，跟隨

當前的異象，作得勝者』神在每一個時代裏

都有那個時代的異象，而我們旣有今時代、終極的

異象，就要緊緊跟隨，在完整的異象中事奉神。感

謝主，主恢復的異象在我們中間，但我們今天的難

處是異象有了，卻沒有普遍實行所看見的異象。我

摸着實行之路的兩點：全體事奉以及出外訪人日常

生活化。 

  我們要看見神的心意乃是要全體事奉，彼前二

章九節：『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

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

德。』這處

經節給我

們看見祭

司的職分

不是少數

的，乃是

全體的，

而今天我

們有真理的看見，實行一面還未完全恢復。神的心

意乃是要全體事奉，多事奉、少事奉，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人人都得事奉，今天召會的路就在這裏。 

晨興、小排、禱告聚會或許都已成爲我們日常

生活的一部份，但傳福音對我們來說可能只是每月

例行的一次活動而已，還沒有成爲週週的習慣。在

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主給我們的定命就是要去

結果子。爲了要結果子，我們必須過一種的生活，

乃是要訂出傳福音的時間，只要時間一到，不要管

你的心情好或壞，只管出去。我們爲主出去，主就

爲我們開路。 

  我們不僅要有異象的高峯，還必須達到實行的

高峯，願我們人人都走召會的路，成爲活而盡功用

的肢體！               （九會所 盧姵如姊妹） 

今 

這 

學生分小組讀職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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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了人生最正確的決定 

外地來到桃園讀書，想都沒想到，有一天竟然

在路上遇見傳福音的姊妹。當時有一股奇妙

的力量促使我接過那張福音單張，並且最後還走進

了會所。事實證明，這是我作過最正確的決定。 

  這裏的人全都熱情而真誠。大家就像一家人一

樣，圍坐一起，唱詩歌、讀聖經。我雖然是剛來到

會所，但是在這裏有着其樂融融的氛圍，伴隨着悠

揚的鋼琴旋律，卻是令我陶醉不已。 

  從前我未曾接觸過基督教，周圍也沒有人是基

督徒，更是沒有聽過主耶

穌。在一次次小排、一次次

聚會中，隨着對聖經、對主

耶穌更多的瞭解，我慢慢

打消內心的誤會及屏障。

我知道了祂因愛人為人捨

命，不僅洗淨人的罪惡，並

讓人可以喫祂、喝祂、享受

祂。只要藉着受浸，就能進

入神愛子的國，成爲神的兒女。所以我就決定在今

年十一月受浸。當時還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當

你孤獨無援時，可以呼求主名、禱告主，這樣你會

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而是覺得有人陪着你。』我

相信耶穌不僅會陪伴我一生，並且祂還能改變我，

使我行事為人不再我行我素，而是有規範、有約束。

很喜樂的是我發現祂真的是這樣。我還得到許多人

的幫助與關心，何弟兄夫婦一家、銘傳的姊妹們，

他們像雲彩一樣圍繞着我，給了我信心和力量。 

  受浸後，我還在會所見到了很多印度的弟兄。

藉着弟兄姊妹的成全和開啟，我認識了雖然彼此種

族膚色不同，我們卻一起同作神的眾子，可以一起

享受愛的盛筵。大家彼此交通得救的見證或生活的

經歷，並一同追求聖經，飽嘗了基督的豐富。 

  這是一羣讓我無法割捨的弟兄姊妹；這也是一

個讓我無法捨棄的信仰。但願更多的人能認識主耶

穌的美好，一起進入神愛子的國，阿們！ 

（四會所 劉宇頌姊妹） 

書報導讀

神救恩裏的變化與模成（第六至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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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論到『在基督裏得

了豐滿』。第七篇則是『變化與建造的完成—新耶

路撒冷』。 

真理要點 

一、歌羅西書二章九節說，『神格一切的豐滿，

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神格的豐滿，就

是神所是之豐富的彰顯。神將祂所是的一切內涵都

放在基督裏面；可以說在基督以外，人就摸不到任

何神的東西。 

二、照一般解經家說法，新耶路撒冷乃是人死

後要去的『天堂』，是人最終要去的地方。但啓示錄

二十一章九節下半和十節說，『…我要將新婦，就是

羔羊的妻，指給你看。…天使…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

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給我看。』這裏明確的告訴我

們，聖城新耶路撒冷乃是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新

耶路撒冷主要指着一班人，過於指一個地方。 

實行要點 

一、神將一位神格豐滿居住其內的基督賜給我

們，我們就在基督裏得了豐滿。我們所需要的就是

基督。你禱告時，不必苦求，只要讚美，讚美神一

切的所是、所有都在基督裏面。 

二、我們必須讓神先作工在我們身上，讓基督

在我們裏面登寶座、居首位、掌王權。你若伏在神

腳前，萬有就會伏在你腳下。主一旦在你裏面登寶

座，就會有生命水流通，帶來純金和寶石，帶來神

的性質、形像和榮耀。   （十會所 王賜恩弟兄） 

從 

為各會所各區年終感恩聚會能挽回更多弟兄姊妹，

並得着弟兄姊妹未信主的家人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