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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五） 

鷹翅、人手和牛腿 

西結一章六至八節說，四活物『各有四個臉

面，四個翅膀。他們的腿是直的，腳掌好像牛

犢之蹄，都燦爛如明亮的銅。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

人的手。』本篇信息的負擔是要帶我們來看，如何

在鷹翅、人手和牛腿這三方面經歷四活物。 

  鷹翅表徵基督復活的大能，神生命的大能應用

在我們的身上，成了我們的恩典。在出埃及十九章

四節，耶和華吩咐摩西對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

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

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在此，神將自己比作鷹，

臨及那些在埃及爲奴的以色列人，帶他們過紅海，

經曠野，至終到達西乃山，完全歸祂自己。神就是

這奇妙的鷹。 

  以賽亞四十章三十一節說，『但那等候耶和華

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

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不僅神是鷹，我們等候

耶和華時也要展翅上騰。等候耶和華永遠的神，意

卽我們了結自己，就是停下我們自己的生活、工作

和行動，接受神在基督裏作我們的生命、人位和頂

替。這樣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甚至到一個地步，

必如鷹展翅上騰；這樣一個變化過的人，不僅行走

奔跑，更在諸天之上翱翔，遠超每一屬地的阻撓。 

  四活物中，每個活物都有四個翅膀，兩個翅膀

向上展開，彼此相接，另外兩翅膀遮體。一面，翅

膀是主的恩典、能力和力量，爲着行動，使我們能

憑祂而行動。另一面，翅膀也是爲着遮蓋，將我們

遮藏在祂裏面，使我們得保護。四活物前面的臉乃

是人的臉，但身體是鷹的身體，這的確是奧祕而難

以解釋的。有些人以爲我們若愛主，一切都爲着主，

主就應該顧到我們，凡事祝福我們。然而，主沒有

應許人外在環境的祝福，主只以祂自己祝福人，把

祂自己加給人。有時主甚至許可一些不如意的事臨

到我們，好叫我們更多得着祂。 

  人的手的屬靈意義是：正常的基督徒該一直作

恰如人所當作的事。保羅不是有醫病的能力麼？爲

甚麼他不運用這個能力醫治他的同工們？答案乃

是：在召會的敗落之中，所需要的不是行神蹟，乃

是用裏面的生命供應召會。雖然保羅非常屬靈，得

着最高的啓示，但他在生活、工作、爲人的事上，

乃是滿有人性。當主耶穌來到地上時，乃是成爲肉

體來作人，經過人生正常的過程，在童女腹中成孕，

經過童年、少年時期，直到三十歲纔出來盡職。如

果神的兒子尚且需要經過這些過程，我們又如何？

我們必須學習盡我們作人的本分。 

  我們必須經歷神的靈作爲耶穌的靈。耶穌的靈

是指成爲肉體之救主的靈，這靈作爲在人性裏的耶

穌，經過了人性生活和十字架上的死。這指明在耶

穌的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人性元

素，以及祂爲人生活並受死的元素。耶穌的人性是

可喝的，我們要活出祂的人性，就需要在那得榮耀

之耶穌的靈裏，更多的飲於祂。 

  牛腿的屬靈意義是：我們行事爲人該像牛一樣

有正直的腿；我們不該照着我們人彎曲的腳行事爲

人，乃該用牛腿行事爲人。牛腿不僅是直的，而且

也分蹄；分蹄表徵在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中，我

們需要能分辨在神眼中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

我們愛弟兄、愛衆人，但我們的愛需要有充足的知

識和一切的辨識。牛犢之腿『燦爛如明亮的銅』（結

一 7）；這指明我們的行事爲人需要被主試驗並焚

燒，使其能像照耀的銅，光照並試驗人，並滿了新

鮮與活力。 

  作爲四活物，我們若有鷹翅、人手和牛腿，我

們就能配搭，並成爲一個團體的實體，以完成神的

經綸。            （郭明貴弟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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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五會所集中擘餅暨福音聚會蒙恩報導

○一七年二月五日是農曆春節後的第一個

主日，也是十五會所今年第一次的集中擘餅

暨福音聚會。九點不到，就看到聖徒們扶老攜幼，

帶着親朋好友一同赴會，坐滿了大半的會場。從聖

徒們臉上的榮光，看出雖經屬地年節的日子，弟兄

姊妹並沒有受到沾染和霸佔，反而熱切渴望主的聚

集，臉上洋溢着神的榮耀。 

看見弟兄姊妹歡喜前來，弟兄們一面和他們招

呼問候，一面低頭敬拜主，主用祂的寶血買了祂的

召會，也用祂自己和祂的話聖別了召會。 

聚會沒多久，已有近一百五十位的聖徒坐滿會

場，並有許多的年輕人出現，實在滿了盼望。此次

聚集有二個蒙恩的點：第一，現場有位一百歲的郭

老師母（二十年前在花蓮受浸）來與我們相調，因

着師母一直惦記着聚會和弟兄姊妹，這次由其孫子

帶她過來和我們聚集，看見師母洋溢着喜樂，我們

靈裏很受感動。 

第二，建國區廖弟兄的九十歲父親，也受邀來

到會場，更於會後受浸成了我們家裏的親人。廖老

弟兄自去年一直擺在建國區的親友禱告名單中，主

聽了禱告，也作了

奇妙的事。除夕夜

時，廖老弟兄告訴

家人，他要在這個

晚上爲着家人的

平安開口禱告，我

們相信這樣的禱

告實在滿有聖靈

的同在。在聚會前

一晚，廖師母藉機

邀約廖老弟兄一

同參加聚會。當天

家人與聖徒配搭傳福音，他雖還有些堅持，後來默

默不語，最後竟答應受浸。感謝主，主所揀選的必

要成就。廖老弟兄受浸呼求主名時，是又宏亮又滿

了靈，榮耀歸給神。 

『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十六 31）『耶和華…是我的神，我要讚美祂；是我父

親的神，我要尊崇祂。』（出十五 2）願主繼續祝福

並得着祂的召會。     （十五會所 張賜滿弟兄） 

 

桃園市召會中學生寒假特會報導 

次中學生寒假特會，在開南大學舉辦。參與人

數共二百七十三位，中學生則有二百零九位；

到了主日，更有將近五十位學生與家長參加，因此

參與人數達到了三百二十位。 

  國中

組的主題

爲『神完

整的救恩

（上）』。

第一課提

到『人的

光景』：人在神面前、在自己裏面、在撒但面前的

光景，看到人對救恩的需要。第二課『神的愛、基

督的救贖、以及聖靈的工作』：使救恩臨到我們罪

人。第三課使我們認識『得享神救恩的途徑』。第

四課『神完整救恩的兩面』：在法理的救贖和生機

的拯救兩面。第五課『赦罪及洗罪』：主不僅免去

我們罪人的刑罰，更藉着基督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

的罪，使我們白如羊毛，白如雪。第六課『稱義、

和好、以及地位上的聖別』：我們要在生活中學習

認罪，也要藉着操練靈，經歷主觀的稱義。與神和

好，將我們帶到基督的生命裏，並憑着基督的生命，

從許多消極的事物中得救。 

高中組的主題是『生命的認識與生命的經歷

（上）』。第一課『生命的定義與生命的經歷』：

真正的生命就是神的內容和神的流出。第二課『重

生』：指我們人原有的生命之外，再得着神的生命。

第三課『生命的感覺與生命的交通』：前者幫助我

們知道是否在靈裏，而後者就是神聖生命在我們裏

面的流通。第四課『生命的律與膏油塗抹』：生命

的律已經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規律，也有聖靈的

膏抹在我們裏面作引導，我們需要認真注意這事。

第五課『辨別靈與魂』：我們不該給心思、情感、

意志留地位，乃要否認己，照着靈而行。第六課『生

命的長進』：生命的長進是神成分的加多，基督身

量的增長，聖靈地位的開展，也是人成分的減少，

二 

本 

青少年特會歡唱詩歌 

十五會所集中擘餅暨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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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天然生命的破碎，以及魂的各部分被征服。 

週六下午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們藉着輕鬆活潑

的方式來應用主的話，並熟悉信息重點。如『守護

良心』是使用製作好的盾牌，抵擋從四面來的紙球

攻擊。我們都需要拿起信心的盾牌，抵擋一切從仇

敵來的攻擊。『生命的樂歌』是藉着詩歌認識救恩

與生命的意義，學習彼此配搭，一同展覽基督身體

的榮美。『生命的感覺與生命的交通』是藉着比手

畫腳取代語言表達，使用肢體表達信息中的重要詞

彙，以加強對信息的印象。『拯救到底』則是弟兄

姊妹們合作竭力的完成任務，救出被俘虜的同伴。 

本次有兩場的專題交通，第一場在週六晚上，

有八位全時間學員的見證，使人得着激勵，渴慕將

來也參加訓練好被成全；也有大學任教的弟兄講到

人工智慧科技的突破，因此青少年未來面對的是更

競爭的社會，實在需要在青少年階段就立定心志，

不隨波逐流，而是認真求學，竭力成爲社會上有影

響力的人，向更多人傳揚福音。第二場專題在主日

上午，是關於現在社會上頗具爭議的性別教育議

題。撒但藉着教育破壞青少年的魂，告訴他們一些

似是而非的事情，青少年需要有能思會辨的能力。

不憑肉體的意思判斷，需要更多轉回靈裏，接受基

督的分賜，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

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這次特會雖然再次遇到寒流，卻不減我們靈裏

的火熱。在寒假起頭，我們更新奉獻，惜取年歲，

緊緊跟隨，活出生命的超越，見證瓦器裏有寶貝。 

（六會所 徐詩鳳姊妹、十會所 舒琪瑛姊妹） 

 

桃園市召會中學生寒假特會蒙恩見證 

摸着高中組第五課『辨別靈與魂』。耶穌對門

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

的十字架並跟從我。我們的靈是被包裹封閉在魂裏

的，所以魂需要被破碎，使魂與靈分開。若要將心

思置於靈，就必須否認己，卽否認心思、情感和意

志。有時一點小事就會讓自己的肉體很想爆發，但

總是有個聲音說：『這是不可以的。』當心思沒有置

於靈，就聽不見主的說話，主的勸導，這時自己就

很容易爆發出來；但是當心思置於靈時，每次要作

事之前問過主，就不會被自己所控制。有人說基督

徒看起來格外的喜樂，處理事情也是細心、冷靜，

這都是因着主安家在我們心裏，使我們蒙了保守。 

（三會所 游如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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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寒假特會對我來說已不陌生，但這次卻是

一個突破。此次特會中，我感受到肢體聯合爲

一的震撼，發自內心的呼求，聲聲衝破屋頂，甚至

有人卽使破音也不在乎的操練，這些都是平常聚會

不常看到的。我深刻感受到當衆人釋放靈並操練靈

時，那種衝擊力實在撼動人心。 

在課程中經歷否認己並大聲唱詩，在小組中學

習分享並敞開靈禱告。比較特別的是，第一次服事

主日擘餅，需要穿着全套正式服裝，也沒有演練過，

讓我心中緊張不安。藉着聚會服事前的團體禱告，

配搭姊妹的陪伴，叫我心得安定，不再懼怕。這些

都是此次特會對我極具意義的經歷。願主常住我

心，繼續不斷的感動我，使我寶貝祂這活神。 

（六會所 林筠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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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着國中組第一課『人的光景—救恩的需

要』。我們其實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因爲我們都會欺騙和說謊，常會立志爲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就像我不想批評老師，但是

遇到一些比較嚴厲或是教學方法比較特異的老師，

不免多批評幾句。老師是神賜給我們在地上的權

柄，如同服事者一樣，會管教我們，糾正我們。所

以我要操練順從老師，不批評沒有怨言；也操練向

主敞開，認罪悔改，求主的光照，阿們！ 

（八會所 汪聖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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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寒假特會，我最摸着的一句話是羅馬書三

章二十三節『因爲衆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

榮耀。』信息內容使我知道，我們一出生就是罪人，

因爲『看哪，我是在罪孽裏生的，我母親在罪中懷

了我。』雖然我覺得無奈，但這讓我看見一個事實，

就是人不是因着犯罪纔作罪人；是因我們生來就是

罪人，所以我們纔會犯罪。 

感謝主，神爲我們豫備了救恩。藉着基督所成

功的救贖，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蒙神稱義。此外，

從死裏復活的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進到我的靈

裏，作我的生命並一切，使我可以活基督、顯大基

督，使基督成爲我的榮耀。（十五會所 謝宗諺弟兄） 

很 

參 

最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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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呼求主名就必得救 

曾經是一個信奉泰國傳統宗教、不認識真神

的人。有一天，正當我覺得疲憊乾渴時，有人

傳主耶穌給我，雖然當時有很多疑惑，但我學習向

主敞開，禱告並試着相信祂。主藉着聖經及聖徒們

吸引我，安慰我，因此心裏確信祂是神，並且希望

受浸。但是當時我所接觸的是更正教，他們說一定

得讀完真理課程纔能受浸。兩年後我仍然沒有受

浸。心中疑惑爲甚麼信主有這麼多的要求？我再次

陷入疲憊困倦中。 

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得到一個交換學生

的機會，來到臺灣桃園的銘傳大學讀一個學期。感

謝主，我遇見了主的恢復。那天，在回宿舍的途中， 

遇見一羣姊妹，她們邀請我去召會，非常高興能彀

與她們一起去聚會。雖然不會說國語，但是她們用

英文與我溝通，甚至問我是否願意受浸，她們告訴

我，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我

就歡天喜地的受浸了。 

對於主，我甚麼都不懂，但是這些弟兄姊妹待

我如同家人。他們常常向我分享主的話以及他們的

經歷，我很訝

異他們只是

大學生而已，

竟然個個能

彀傳福音。呼

求主名對我

也是新鮮的

經歷。我的屬靈父母非常愛我，常常煮好喫的食物，

給我人性的顧惜與神性的餧養。對於這樣的愛，實

在對主滿了感謝。慢慢的，我的疑惑與困倦都消失

了，再加上召會生活是如此的簡單且豐富，我能和

衆聖徒一同在生命裏長大。 

如今我在曼谷召會第十三區聚會，藉着弟兄姊

妹們的看望，我的母親與保姆也在二○一六年十月

得救了。我還希望今年能彀參加全時間訓練，更多

的追求基督。感謝主尋得了我，求主用祂的生命祝

福我們，使我們與祂完全是一，讚美主！ 

（四會所 Phimwan Mansati 姊妹） 

書報導讀

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九至十篇） 

信息內容 

第九篇『神調在人裏，人

調在神裏』，而第十篇是『基督

的啓示』。 

真理要點 

一、神要將基督組織到我

們裏面，主要經過兩個步驟，

就是話成肉體以及死而復活。話成肉體，是將神帶

到人裏面；死而復活，是將人帶到神裏面，使神與

人完全調和。因着基督已經進到神裏面，所以祂也

就進入天、榮耀和靈裏面。靈、榮耀、天與神是不

能分的。當神在人裏面時，這三項與神相聯；當人

進入神裏時，這三項仍然與神相聯。所以，基督同

時也進入天、榮耀和靈裏。 

二、全本聖經從起頭到末了，都是基督的啓示。

在神的計畫和定規裏最中心的事，就是神要在宇宙

中高舉祂的兒子，將祂的兒子建立起來，並將祂的

兒子建造到人裏面。我們一旦得着基督的啓示，就

會看見基督是所有啓示的中心、是一切問題的答

案，也會看見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啓示錄，都是說

到基督，祂是聖經的中心，也是聖經的內容。 

實行要點 

一、基督經過死而復活，進入天、榮耀和靈裏。

因爲主就是那靈，我們可以隨時轉向祂。無線電波

在空中傳輸，只要將收音機調準頻道就能接收。今

天在聖靈裏的基督就像無線電波，當我們轉向祂，

心向祂敞開，就能接收祂。 

二、我們需要有三方面的配合：第一，承認自

己缺乏基督的啓示；第二，拆毀一切基督之外的根

基，就是任何攔阻神建造的東西；第三，讓基督在

我們裏面增多、長大。   （四會所 吳輝烈弟兄） 

我 

請爲 3/4（六）青職福音代禱，北區在一會所，南區

在二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