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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感恩節特會信息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帶進神的國（一）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擴展，為着神永遠的行政 

今日行動的方向是要帶進神的國，作神聖生

命的擴展，爲着神永遠的行政。神的國實際

上就是基督自己在召會時代如同種子撒在信徒裏

面。神的國在基督的擴增中擴展，成爲那擴大、要

來的國，就是主回來時所要帶來的。這由石頭（基

督）成爲一座大山（千年國時的國度）所表徵，如

但以理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所啓示的。神這擴

大、要來的國將是神在新天新地裏宇宙的管治，爲

着神永遠的行政，完成神在基督裏永遠的經綸，作

神在永遠裏終極完成的家庭行政。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證明神的

國就是救主基督自己。救主在那裏，那裏就有神的

國。神的國與救主同在，祂將神的國帶給祂的門徒。

神的國乃是救主作生命的種子，撒到神的選民裏

面，並且發展爲一個範圍，就是神的國，使神在祂

神聖的生命裏，能在其中掌權。神國的入門是重生，

其發展是信徒在神聖生命裏的長大。基督復活以

後，就在祂的信徒裏面；因此，神的國今天就在召

會裏。神的國乃是召會生活，是忠信的信徒在其中

生活的，並要發展爲要來的國度，作得勝聖徒在千

年國裏所承受的賞賜。至終，神的國要完成於新耶

路撒冷，作神永遠的國，就是神永遠生命之永遠福

分的永遠範圍，在新天新地裏給神所有的贖民享

受，直到永遠。 

我們需要看見國度與召會之間的關係。聖經首

先陳明國度，然後陳明召會；國度的出現產生召會。

福音帶進神聖的生命，這生命有其範圍，這範圍就

是國度；神聖生命同其範圍產生召會。所以國度是

召會的實際；因此，我們離了國度的生命，就不能

過召會生活。我們是藉着活在國度裏，而團體的經

歷神聖三一的分賜；因着國度的生命產生召會生

活，所以當我們團體的在國度生命裏生活，我們自

然就過召會生活。而沒有國度作召會的實際，召會

就不能被建造，因爲召會是藉着國度的權柄產生

的。國度鑰匙的賜給，是爲使召會能彀被建造。真

正的召會就是今世的神的國；今天信徒乃是在召會

中過國度生活。主耶穌每次說到召會時，都將召會

聯於國度；這指明國度與召會有何等密切的關聯。 

在馬太十六章十八節，祂題到宇宙的召會，指

明宇宙召會與諸天的國有密切的關係。然後在十八

章十七節，祂說到地方的召會，指明地方召會也與

諸天的國有關，尤其與我們在國度裏作弟兄的生活

有關。在作爲國度的召會裏，我們乃是在國度的掌

權、管制、管教和操練之下。我們是在神聖三一分

賜之下的人，需要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在神聖

的生命裏長大並發展，直到我們達到成熟。 

基督的十字架產生了召會，而召會的產生乃是

爲着帶進國度；召會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

主要我們禱告說，『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

被尊爲聖，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9~10）。主旣然要我們這樣禱

告，就給我們看見，這是召會的工作。召會在地上

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的工作都是

受神國原則的管制。召會應當禱告以帶進神的國；

沒有禱告，國度就不能來臨。召會禱告的職事，就

是在地上禱告，叫天上有舉動。召會的職事，就是

基督身體的職事，基督身體的職事就是禱告。召會

必須作天的出口，讓天的權柄彰顯在地上。真實的

禱告乃是與神同工，將祂的國帶到地上，並將祂的

旨意施行在地上。禱告就是從事屬靈的爭戰。禱告

乃是推翻黑暗的權勢，在地上爲神的旨意鋪路。 

（吳文宏弟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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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會所青職聖徒苗栗戶外相調蒙恩報導

原本僅是一個簡單的約定開始，直至後來響

應人數越來越多，實在看出召會中滿了青年

人，並且還有很多關心這班青年人的聖徒們。在此

次相調的邀約過程，也有主的祝福。許多平時聚會

不常看到的弟兄姊妹，也都欣然答應參與，這使得

豫備服事的弟兄姊妹更加儆醒謹慎，好使這樣的相

調不僅可以顧惜人也能屬靈。因此，召會在禱告聚

會中多次爲此禱告。主是聽禱告的，原定四十位報

名人數，實際竟有五十位參加人數，遠多出當時所

豫期，更有些人是報不上的。經過一連串的準備工

作，終於在十二月三日出發囉！ 

『何喜樂，神的衆兒女，在家裏主面前同歡

聚…』聽着車上的弟兄姊妹們喜樂唱詩，同時車長

豫備了一只布娃娃傳給坐在身後的弟兄姊妹，忽然

車長一聲令下『停！』我馬上轉過頭，拿到布娃娃

的前後左右聖徒要起來自我介紹，並分享自己的經

歷或故事，讓大家能彀更認識他。青職們的分享其

實都很勁爆，尤其車長還突然增加規則，只要是夫

妻其中一

人拿到布

娃娃，就

必須介紹

彼此、分

享對彼此

的珍賞。

這讓我們

聽得津津有味、如癡如醉。我們就在這樣喜樂又帶

點感性的氣氛中，到了今天的目的地—苑裡。 

在苑裡的聖徒家中，大家照着分配，一組一組

圍着烤肉。過程中，彼此再有交通認識，關心近況。

陽臺和房子的裏裏外外都堆滿了食物，大家都喫得

飽足。飯後，再藉着兩個活動幫助聖徒記住彼此的

名字和特徵。年輕人果然都很有活力，笑得開心，

參與得很盡興。回程時，大家也都累倒在遊覽車上，

卻滿心期盼能再有和聖徒相調的機會。 

（十會所 李永新弟兄、陳恩浩弟兄） 

 

秋季聖徒成全聚會報導 

學期聖徒成全聚會延續上學期追求的進度，

進入申命記的研讀。申命記是律法總結的話，

就是摩

西再次

向以色

列人講

述律法。

而這次

講述的

對象是豫備好要進入並據有美地的第二代。這一代

大部分的人未曾在西乃山親聆十誡、律例和典章的

頒賜。 

本書內容主要是顯明神、暴露人並揭示基督。

顯明神說到神是愛、公義、信實、賜福的神，使人

認識神的心與神的行政，並且愛神、信靠神、敬畏

神、服從神的管治、顧到神柔細的感覺、而活在神

面前，使人彀資格承受應許之地。不僅如此，本書

將人暴露，顯示人在自己裏面是失敗的，完全無法

滿足神的要求，叫人不信靠自己，乃信靠那位信實

的神。末了，本書揭示基督的三方面：（一）是神獨

一的申言者，神聖的出口；（二）是包羅萬有的美地，

神爲我們所豫備的標竿、標的；（三）是神的話，使

我們可以接受祂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因而

有力量和能力，達到祂這神設定的標竿。 

值得一題的是，這學期爲着使聖徒能在召會生

活中盡生機功用，以及加強召會生活的實行，第二

堂課內容調整成三個部份：詩歌賞析班、書報追求

班、申言成全班。詩歌賞析班主要在享受詩歌本、

唱詩人第七、八卷，藉着深入詩人的歷史及詩歌寫

作背景，使人更享受並摸着每首詩裏的屬靈實際。

在申言成全班的訓練裏，不僅享受當週晨興聖言及

職事文摘內容，每位聖徒更藉着書寫申言稿並操練

講說神的話，而在這些事上更進步。書報追求班則

是追求『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一書，認識我們的

召會生活內在意義是要人人作祭司事奉神。 

這次聖徒成全聚會，聖徒們反應都非常好，不

僅能彀再重溫申命記的誡命，更能享受後半段的分

班成全。聖徒們明顯在小排生活或是主日申言中，

大大的盡上生機功用，使基督的身體得着豐富的供

應。 （一會所 羅雲峰弟兄、十會所 王賜恩弟兄） 

從 

這 

苗栗農莊全體青職合影 

秋季聖徒成全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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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秋季聖徒成全結業聚會蒙恩見證（一） 

命記三十章十九節至二十節『我今日呼喚天

地向你們作證；我將生命與死亡，祝福與咒

詛，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

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祂的話，

緊聯於祂，因爲祂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

乎祂』。申命記是律法總結的話，正如整本聖經一

樣︰顯明神，暴露人，揭示基督。作爲神的代言人

摩西，猶如年老慈愛的父親，滿有愛與關懷的對神

的兒女說話、勸誡、警告我們要愛神，要緊聯於神

並事奉神。我們若留意聽從神的話，遵守祂的誡命，

所賜的福必趕上我們，神要在我們面前追趕仇敵並

擊潰他們，使我們完全得着美地，就是神在基督裏

作我們的一切福分。 

非常寶貝和珍賞這樣的團體追求，藉着弟兄們

話語的陳明和解開，叫我進一步看見申命記所啓示

四件特別的事，好使我們有學習並操練：第一、神

行政的對付—叫我們學習敬畏神並愛神，第二、以

色列人的頑梗—叫我們學習向神謙卑並順服，第

三、摩西生命成熟的榜樣—叫我們羨慕並追求生命

的長大成熟，第四、基督是獨特的—叫我們享受祂，

以祂爲我們獨一的目標。（一會所 洪張俐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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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揀選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經曠野四十年試

煉，卽將進入美地。爲要教導以色列人記取之前

失敗的教訓，不斷重申神的誡命律法，正確敬拜神，

警告不可拜偶像。 

申命記有一幅美妙的圖畫，藉石碑、祭壇與供物

向我們揭示基督，與我們立約，成爲我們生活行動的

領導與指導。現今過召會生活，聖徒應謹守遵行主的

話，揀選生命和祝福，就可以在凡事上亨通，享受主

全備的供應。遇到環境中的試誘，要會分辨，拒絕撒

但、肉體，回到靈裏，以基督爲庇護城。認識主今日

行動的方向就是建造基督生機的生體，豫備新婦，帶

進神的國。            （十四會所 王國光弟兄） 

 

關於海外開展的交通 

年四月及十二月，我分別到泰國及歐洲訪問，

目的是瞭解當地召會和各大學校園的情形及

需要，並實地觀察主在亞洲及歐洲的行動。 

在泰國時，我遇到很多年輕的全時間者，在各

鄉鎮、各校園開展：得人、成全人、並且建立召會。

這些青年全時間者，或是華人，或是泰國人，在泰

國全時間訓練結束後，卽被差派到泰國各地，或中

南半島各國服事。據我觀察，中南半島國家的年輕

人和兒童很多，福音的漁場很大。但是只靠全時間

的年輕人去開展還是不彀。仍然需要得到當地的青

職家庭，成爲召會的中幹，纔可以穩定並成長。還

需要一些壯年聖徒作青年同工和青職家庭的後盾，

不僅在屬靈與他們配搭，更在生活上、經濟上，和

社會人脈上幫助年輕人。這樣長久下來，召會纔可

能茁壯穩固。 

泰國衆召會在今年五月，宣告了一個泰國五年

開展的行動。要呼召六十五個家庭，移民到泰國十

三所重點大學附近；也就是每一所大學有五個家庭

在校區附近照顧。他們配合年輕全時間者，要在每

所大學每年內得到二十位大學生，總計十三所大學

共二百六十位大學生。也要在五年內有一百位泰國

本籍的大學畢業生送到曼谷全時間訓練中心訓練。 

再來看歐洲，歐陸文化悠久，人口稠密，長期

信仰天主教及更正教。主的恢復在歐洲於一九八九

年受到分裂的破壞，停滯發展甚至到一種荒涼的地

步。在這期間，主的恢復在美洲、亞洲、印度、俄

羅斯，及英國都有大幅的進展。歐洲自二○一五年

起湧入大批中東難民。歐盟原則上願意在歐陸各國

安置這些難民。在人道救助的行動上，德國採取主

動積極的立場。二○一六年六月，英國脫離歐盟。

德國經濟強大，在歐盟各國擔負責任重大，因此其

政治影響力也相當大。德國地處歐陸中部，它也是

五百年前路德馬丁宗教改革的發起地。若要推展主

的恢復至全歐，德國是個關鍵的中心位置。 

自今年初，臺島就陸續有小型團隊赴歐洲訪

問，起初分發難民福音包，最近關切德國福音行動、

校園開展、及召會建立。多處召會或會所的聖徒人

數不多，還有尚未設立主的桌子。留學生是有一些，

但缺乏照顧的家庭。語言不通是個問題，難民不懂

英語或德語；歐洲各地能繙譯中東語文的人才很缺

乏。新得救者缺少人力餧養。這些都需要我們的代

禱，使我們能在禱告上、財物上、甚至在人員的配

搭上都具體的擺上去。願我們在主各地的行動中都

能有分。             （十六會所 郭祥舟弟兄） 

申 

神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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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一生儆醒主前，一生隨主往前 

是在傳統家庭中長大，從小就跟着外婆參加

一貫道的集會，跟着大人懵懵懂懂、盲目的跪

拜偶像。當時對於主耶穌真是一無所知，只有從電

視影集中知道基督徒是有愛心的一羣人。 

到了大學時期，我就讀國立臺北師院，大一新

生對甚麼都滿了好奇與期待。就在這個時候，有兩

位全時間的訓練學員到宿舍叩門，他們向我傳福

音，我也簡單的跟着呼求主名、禱告。主耶穌就在

這時悄悄進入我心內。 

後來，我受邀參加召會的福音聚會。當一踏入

會場，就被熱絡的氣氛所吸引。尤其是詩歌『清晨

的日光』深深感動我心，彷彿有一股暖流湧入我心

房。經過弟兄的鼓勵，想說入境隨俗，我不加思索

就立刻受浸，當場成爲神的兒女。 

信入主耶穌是何等的喜樂，但是沒過多久我就

遲疑不定了，慢慢遠離召會生活，一心一意熱衷社

團活動，也想體驗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弟兄姊妹

很有智慧，沒有禁止我參加任何學校的活動，只盼

望我能額外再參加召會的聚會。心裏知道他們一定

在背後爲我堅定持續的禱告，堅固我搖擺的心。 

帶我得救的弟兄，在緊

湊的訓練時間下，仍不放棄

的陪我晨興、家聚會，積極

帶我與當地聖徒有生機的聯

結。主也慢慢在我身上作工，

使我對於我所熱衷的活動漸

漸失去了興趣，生活的天秤

漸漸向召會生活靠攏。這乃

因每當外面的快樂一結束，所留下的只有無盡的虛

空；但是與弟兄姊妹相聚，散會後卻有說不出的喜

樂。主耶穌已經佔據了我虛空的心房。一人不能事

奉兩個主，不能要神又要世界的賞賜。所以我在大

二決定入住召會的大學弟兄之家。 

從此之後，我便穩固在甜美喜樂的召會生活

裏。雖然偶有搖擺，卻因主愛的激勵，弟兄姊妹的

扶持，就算輭弱也輭弱在身體裏面。我願意再次更

新奉獻，一生隨主往前；將祂計畫實現，是我心願。

願一生儆醒主前，等候晨星出現，直到永遠，同祂

作王掌權！             （五會所 江衍聲弟兄） 

書報導讀

神內裏的運行與人三部分的救恩（第五至六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

六年八月二十一至三十日，在

香港青年特會所釋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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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至六篇信息論到關

於『靈活過來與神的內住』、以

及『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真理要點 

一、得救最中心的點，就是神自己進到人裏面。

神不僅讓人的靈活過來，祂更永遠住在人的靈裏。

並且祂要在人裏面作力量、亮光、引導，使人可以

經歷祂作一切。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也是神與人

相交的生活。 

二、聖經特別強調心思的更新。許多基督徒多

年愛主，但是仍然滿了自己的想法、眼光和看法。

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乃是人的心思讓神的靈進

去，使神的靈調到人的心思裏，進而支配、管理人

的心思。 

實行要點 

一、我們需要更多經歷內住之神在我們裏面的

運行，在凡事上都要摸裏面的感覺。我們若肯讓祂

有地位，祂就要給我們亮光。如此，我們就會經歷

與主同在的基督徒生活。 

二、我們若要讓心思得更新，首先需要讀聖經。

要學習將自己的想法、看法放在一邊，讓聖經的話

來更新我們的心思。其次，我們也要學習跟隨聖靈

的感覺，需要操練簡單的接受而不講理由。如此，

外面聖經的話與裏面靈的感覺就能一同作工，而在

我們的身上帶進天天的、真實的變化。這就是我們

心思得更新的路。       （一會所 洪志韜弟兄） 

我 

請爲 1/8(日)15:00~16:30 桃竹苗區關於『主在德國

行動的特別聚會』代禱，並請聖徒們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