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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七）
我們屬靈經歷的最高點—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

以

西結書一章二十二節：
『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
的樣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鋪張在活物的頭
以上。』本節啓示出穹蒼就是天空，這天空好像一
大片可畏的水晶，指明在我們以上有清明、開啓和
延展的天。就垂直一面說，我們與主有徹底的交通，
就水平一面說，在我們之間也有清明的交通；這交
通是廣闊且穩定，不再有阻隔的。我們作爲基督徒
有那一種的天，乃在於我們的良心；我們的良心是
與我們的天相聯的。我們要有清明的天，就必須對
付我們良心裏的任何虧欠和定罪。
『穹蒼以下，活物的一對翅膀直張，彼此相對；
每個活物另有一對翅膀在兩邊遮體。』
（結一 23）
這指明我們若在清明、開啓、穩定和延展的天之下，
就能有完全正直，沒有彎曲並隱藏在主的恩典下的
配搭。
『活物行走的時候，我聽見翅膀的響聲，像大
水的聲音，像全能者的聲音；是鬨嚷的聲音，像軍
隊的聲音。』
（結一 24 上）這指明從相接翅膀發出
的聲音，不是個人的聲音，乃是團體、配搭之身體
的聲音，是剛強的，像大水的聲音。這團體身體的
聲音成了全能者的聲音，就是神自己的聲音，也是
軍隊的聲音，爲着神的經綸爭戰。
『活物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在他們頭
以上的穹蒼之上有聲音。他們站住的時候，便將翅
膀垂下。』
（結一 24 下～25）這指明活物知道如何
憑行動發聲，也知道如何藉着停住而聽神的聲音。
清明並開啓的天，爲主說話，以及聽主說話，全是
關於交通的事。當我們與神有交通，並彼此有交通
時，就有真實的配搭；這樣，我們就能爲神說話，
並且也能安靜的聽祂說話。
啓示錄揭示出神的寶座的異象，是爲着全宇宙
中神聖的行政。神的寶座與祂的行政有關，而祂的

行政乃是關於祂經綸的事。神的寶座有神聖權柄，
管理一切的人事物。而我們屬靈經歷的最高點，就
是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寶座（結一 26～28）。這寶
座是宇宙的中心，是神所在之處。主的寶座不僅在
第三層天，也在我們的靈裏。我們若有清明的天，
就必定有寶座，我們也就自然而然的在寶座的管治
和掌權之下，讓神在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
顯着的地位。我們的天越清明，我們就越在寶座之
下；我們越與主有清明的交通，我們就越在祂的權
柄之下。我們天的故事，就是我們良心的故事。對
付良心的目標，乃是要將我們從人的管治，經過自
己的管治，一直恢復到神的管治，使我們直接在神
的支配之下。
寶座不僅爲着神在我們身上掌權，更爲着神達
成祂永遠的定旨。在我們的屬靈生活中若是有寶
座，神就不僅能在我們身上掌權，祂也能在我們裏
面、同着我們並藉着我們，完成祂的定旨。召會中
沒有屬人的權柄，惟一的權柄乃是在清明的天以上
的寶座。我們不該想要管轄別人，只該降卑自己，
留在清明的天以上的寶座下，我們身上就有真正的
權柄。我們在神面前的分量，在於我們服神權柄的
程度；我們越服從寶座，我們就越有分量。
在以西結書一章二十六節之『寶座的樣式』
，乃
是『像藍寶石的樣子』
，表明在屬天的光景中神的同
在。我們只該在意清明的天同其上的寶座，我們就
會是在屬天的光景裏，有藍寶石的樣子，有主同在
的屬天情形、氣氛和光景。這樣，天上的寶座藉着
並同着我們傳輸到地上，天上的寶座就與地成爲
一。這必須是今天衆地方召會中間的光景，是得勝
者中間的光景，也是我們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光景和
情形。
（曾廸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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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會所加強福家排架構蒙恩報導

去

年三月底北區開展十七會所，得一百零三個
果子，接着八週的初信成全，及每週四的新人
小排，新人漸漸穩定聚會並學習事奉，開始有分於
福和家的架構。聖徒家中的兒童與青少年，常一同
週週外出訪人；有的小區讓尚未家聚會聖徒，有主
日會後屬靈教育，三三兩兩同讀牧養手冊。並且，
積極送週訊給主日未到會之聖徒，提高家聚會比
例。目標是人人受成全，全體都事奉。
在排生活方面，會所附近的公園排，現今仍堅
定持續；只要天氣好，都會在公園接觸到福音小朋
友。目前主體服事者多爲去年得救的新人或恢復的
聖徒。而幼幼排裏，除了幼兒們的聚集外，媽媽們
也在每次會後的追求中得着加力。她們在育兒生活
上有同伴，常常交通禱告，彼此扶持，漸漸都能在
排裏盡功用。這兩個月有四位家長，五位幼兒與我
們有召會生活。有位姊妹作完月子就帶着孩子來，

孩子目前六個月，
不怕生、不隨便哭
鬧，她也因着和姊
妹們一同享受主，
有了穩定的召會
生活。
十七會所福音茶會
除此外，鼓勵
各小區進入職事應時說話。這次錄影訓練有一小區
全體報名參加，其他各區也竭力跟上。聖徒也在週
三、週六到會所晨興；並從今年一月一日起，聖徒
建立 LINE 羣組，天天彼此題醒讀經，豫計年底前
讀完新舊約一遍，目前已有二十七位加入操練。
本會所目前主日聚會雖僅六十餘位，卻有五個
兒童排，盼望今年底能再增兩個區及國中區，並且
再增出一個幼幼排，得着更多青職的家，帶進更多
年輕人成爲常存的果子。（十七會所 陳元賀弟兄）

訓練學員海外開展蒙恩見證

今

年一月二日至二月四日，全時間訓練學員連
同輔訓、壯年班聖徒約四十餘人，前往德國四
個主要城市（法蘭克福、杜賽多夫、斯圖加特、柏
林）配搭開展、牧養新人。一個多月下來，總共有
十一位受浸得救，並有逾百位的新人、尋求者接受
牧養，其中有許多是來自中東的新移民及本地德國
青年人。我們這一隊先在柏林開展兩週，之後有四
天分成三組在基爾、漢諾威和布萊梅，與當地聖徒
相調並配搭，最後集合到漢堡有爲期十天的開展。
柏林召會目前主日人數約六、七十人，因着有
許多聖徒從主領受負擔，舉家移民至此，加上許多
剛得救的新人、被恢復的聖徒，召會生活滿了繁茂
復活的光景。白天，我們在三個主要的大學校園發
放免費的新約恢復本聖經，接觸尋求真理的青年
人。雖然外面天氣嚴寒，仍有許多人停下腳步，聆
聽我們分享恢復本註解的內容，他們都相當珍賞這
分職事並願意留下資料與我們有進一步接觸。晚
間，我們則在當地聖徒的家有小排或相調，衆人的
見證都激勵我們。
布萊梅目前尚未設立主的見證，有七、八位聖
徒穩定參加每週的主日聚會。因着我們來訪，弟兄
姊妹首次走出去傳福音，而當地人對福音的敞開程

度令我們大得
激勵。其中一
天，短短一個
下午就發出二
十多本聖經，
與布萊梅聖徒於主日會後合影
後續也有幾位
尋求者與聖徒家聚會並參加主日聚會。
漢堡也尚未有主的金燈臺，穩定參加主日聚會
的聖徒約十五位。在十天的開展中，天天都有聖徒
出代價和我們配搭在火車站或大學校園發送聖經。
一位新移民在幾天內與我們有多次接觸，當週小排
就在身體的扶持中得救了！隔天，他帶了兩位朋友
來，藉着弟兄們配搭傳講，其中一位也受浸得救。
在德國開展雖然只有短短五週，但在我們裏面
都萌發了對德國的負擔，盼望將來我們或讀書、或
工作、或全時間服事，都能再回到德國。
（訓練學員 林郁蘅弟兄）
----------------------------------------------------------------們前去開展的地方是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法
蘭克福位於德國西部的黑森邦，是德國及歐
洲實質上的經濟首都。法蘭克福召會是去年五月成
立，主日聚會人數約六、七十位，召會生活人數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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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一百多位。
本次開展分成校園組及新移民組，我是配搭在
校園組，開展目標是哥德大學。學員及聖徒帶着午
餐，到餐廳與不認識的學生一同用餐；下午以分組
方式，在校外擺放 Bible table 及在路上或咖啡廳接
觸學生，Bible table 是發送免費的英語及德語恢復
本聖經。最終希望能留下聯絡方式以利後續接觸。
剛到
德國的時
候，因着語
言文化各
方面的不
適應，覺得
主爲甚麼
美國和臺灣學員與當地聖徒合影
要把我帶
到這裏；藉着書報的追求，我看見了原來這一切都
是為着神的建造，我不能憑自己的努力被建造，或
建造別人。而是只需要不斷的喝祂，並且聯於受膏
者。在家聚會的配搭中，我的活力伴有一位美國人，
一位俄國人，她們都說英文，但我的英文不太好。
在第一次活力排交通禱告，她們要我開口分享，我
操練否認己勉強開口；當我們一起禱告時，我裏面
就通了，主讓我看見一個新人的圖畫。雖然外面有
語言的限制，當我們在靈中禱告交通，卻能被建造
在一起，實在經歷約翰福音三章三十四節『那靈是
沒有限量的。』感謝主，把我帶到這裏，不是要我
爲祂作甚麼，爲要使我有分於基督身體的建造。我
願意更新奉獻自己往全地去，主阿，我在這裏，請
差遣我。
（訓練學員 翁恩臨姊妹）
----------------------------------------------------------------次在斯里蘭卡的開展中，我來到莫拉圖瓦
（Moratuwa）
。這裏是靠近首都可倫坡將近二
十公里之處，也是斯里蘭卡的第三大城市。當地主
要的工作以木工爲主，並有一所全國排名第一的莫
拉圖瓦大學（University of Moratuwa）。
爲得着這些優秀的青年人，我們開展範圍以校
園爲主，盼望與當地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全面實行
神命定之路，使這裏開始有校園工作。我有三點蒙
恩：第一，我深刻的認識沒有一事能攔阻神的行動，
無論面對甚麼環境，我只作奴僕放膽講說神的話。
雖然有許多的逼迫，但與當地弟兄姊妹活力排的交
通中，主題醒我要操練靈，回到靈裏，甚至每時每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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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都當經歷主的靈能衝破一切的限制。
第二，在身體裏盡功用是我事奉的本錢。這裏
沒有膚色的差別，因爲基督作爲調和的憑藉，我就
能在新人裏配搭盡上生機的功用。因此，我學習不
在自己裏面，而是在配搭裏作四活物，突破文化及
語言的隔閡，在愛裏將基督的身體建造起來。
第三，禱告使我活過來。在宗教濃厚的氛圍下，
靠着禱告維持實行神命定之路的活力，使我不在死
的宗教活動裏傳揚福音。每當佛教徒恐嚇我們，越
是需要爲主的行動禱告。我寶貝每天午禱的時光，
使我從逼迫中轉向主；當我越禱讀經文或綱要，就
越有膏油，靈裏也越發燙，能重新得力。
謝謝親
愛的弟兄姊
妹在主面前
堅定持續的
代禱，使我
有機會赴斯
可倫坡會所三處召會集中主日
里 蘭 卡 開
展，並在海外摸着神的願望。但願我們都是開展的
人，開展直到主來。 （訓練學員 徐釩予弟兄）
----------------------------------------------------------------到印度時，面對廣大的人羣，裏面真是對這地
滿了盼望；另一面卻因着語言、文化的不同，
常常使我們感到灰心。感謝主，在那地早已豫備一
班尋求祂的人，等着我們去將他們找出來。在一次
的開展中，一位在其他基督教團體聚會的姊妹被我
們遇到，經過簡單的交談，知道她正準備去聚會，
我們也決定繼續找下一位傳講。但一陣子後，她竟
轉過身來與我們一同傳福音。她對於真理十分渴
慕，在最後一週，她天天和我們一同讀聖經、追求
真理並一同外出傳福音。讚美主，這分職事是吸引
人的，這分職事也能將身體建造起來。
我們不僅經歷了神在外面的祝福，更經歷從身
體得着加強。有來自臺灣和印度的學員與服事者，
也有許多聖徒搭着長途火車前來，另有兩位臺灣的
青職聖徒分別他們的假期而來。過年期間，還有一
團從新竹來的青職聖徒也加入我們的開展，實在都
大大加強了我們。至終，藉着身體的配搭，帶進一
百位的新人歸入主名。這不是人作的，乃是主爲着
祂自己，並爲着身體的建造所作的。求主繼續加強
祂在各地的見證。
（訓練學員 黃苓芸姊妹）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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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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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主耶穌，領我進入榮耀

羅

馬書八章三十節，
『祂所豫定的人，又召他們

不可貪心的神，藉

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爲義；所稱爲義的
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回想四十五年前的軍旅生活，當時主安排了李
弟兄、秦弟兄（當時還未得救）和我一同在大溪龍
華部隊。李弟兄在化學兵工羣擔任下士班長，我和

着 秦弟 兄多 次的
聯繫，引領我來到
平安的路上；並向
我開啓，宇宙中這
位獨一的神，乃是

秦弟兄爲其前後任的排長。我於三十六年前退伍，

耶和華。因着認識真理，我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爲

與妻子撫育二女一子。秦弟兄在二○○八年得救
後，參加初信成全訓練，與李弟兄重逢於中部相調

自己雕製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當照耶和華我神
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中心。當時李弟兄就傳輸負擔給秦弟兄，要同心合
意來配搭帶我得救。
得救前，我是信鬼神的，在鐵的紀律和愛的教
育洗禮之下，守着常規操課、晚點名和座談會，也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李弟兄、秦弟兄的
傳揚與鼓勵下，我歡喜快樂的相信並接受了主耶
穌。受浸後，站在浸池中，高聲讚美主，現在我是
神的兒女了，阿利路亞！主耶穌作了我救恩的元

涉獵佛教經書。退休後，沉浸在國樂二胡的吟奏練
習中。然而奇妙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了。這位叫人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帥，把我從墮落的光景中拯救到榮耀裏，我還要與
弟兄姊妹一同被主帶進榮耀裏去。
（七會所 秦漢武弟兄）

書報導讀

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十三至十四篇）
信息內容
第十三篇說到『聖靈與復
活』
，第十四篇進一步說到『復
活的原則』。
真理要點

復活，將人性帶進神性裏，並將神性建造到人性裏
面，使人有神的性情。
實行要點
一、我們必須操練在復活裏，有摸着天、摸着
神的意思的禱告；能在大小事上經歷死而復活。我

一、使徒行傳說到聖靈，

們與人的談話不能出於我自己；弟兄們治理召會必

也說到復活。聖靈在使徒身上
作工，也藉着使徒作基督復活的見證。這種見證乃
是復活基督的彰顯，從使徒不一樣的生活和工作中

須是聖靈的工作，不是屬肉體的工作；傳福音、看
望聖徒，都必須順服聖靈的引導，並滿了膏油的塗
抹。我們要被置於死地，不能固執己見，不能抵擋

給人看見。聖靈是主的另一化身，而主是復活，所
以聖靈就是復活。我們惟有看見是靈的基督，纔能
看見復活。

聖靈。
二、我們還有許多部分尚未與神調和，我們的
性情需要更深經歷基督的死與復活，好叫我們能與

二、死不僅是一種了結，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神調和，並憑着那靈生活行動。二性品的生活，就

凡屬於自己天然的事物，都要經過死，被帶進神裏

是死而復活的生活。這種生活流露二性品的愛、二

面。這就是復活的原則。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說到，種子雖然死了，但經過變化，加上別的元素、

性品的情感，叫我們成爲一個在復活裏的屬靈人—
心思、情感、意志，都在復活裏與神調和。

新的元素，就在復活的新生命裏，結成了許多新的
子粒。

（三會所 陳景川弟兄）

三、加拉太二章二十節給我們看見，人性與神
性的調和。這種調和沒有抹煞人性，而是藉着死而

請爲 3/8~6/14 春季桃園市召會聖徒成全聚會代禱，
北區在一會所，南區在二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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