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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十二） 

生命內在的恢復，為着完成神的經綸 

命的恢復開始於以西結三十三章，接着在三

十五章，主題醒我們要定罪由以東所表徵之

我們的舊人（結三五 2）。舊人指我們魂裏天然的生

命；舊人乃是神所創造卻因罪堕落的人，與加拉太

二章二十節的頭一個『我』同。我們的魂原是獨立

的，有舊人爲其生命和個格；如今舊人旣已釘十字

架（羅六 6），我們的魂就應當只作基督的器官，受

我們靈的支配，有基督爲其生命。因着舊人非常難

對付，所以對舊人的審判必須一再重複，直到我們

身體得贖的那日。 

  以西結三十六章二十一節說：『我卻顧惜我的

聖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

我們得恢復、得復興，不是因着自己有甚麼長處，

乃是因着神爲祂自己的名，在我們裏面作事。三十

六章二十五節繼續說：『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

污穢，脫離一切的偶像。』這裏的『清水』乃是指

主救贖、潔淨的血，就是潔淨並開啓的泉源，爲要

洗除罪與污穢。主洗淨我們，使我們脫離一切的污

穢，包括各種罪惡的事、不公的事、不義的事和黑

暗的事，並使我們脫離一切的偶像。這就是詩歌六

八六首第一節所說：『今有一泉，血流盈滿，湧自耶

穌肋邊；罪人只要一投此泉，立去全身罪愆。』 

  以西結三十六章二十六節說：『我也要賜給你

們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

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神賜給我們新心來愛

祂。我們的心代表我們的傾向、情愛、喜愛和渴慕。

我們的心是我們行動的代表，我們行動的機關。神

賜給我們一個新心，因爲祂要我們傾向祂、羨慕祂、

渴慕祂並愛祂。我們的心要維持新鮮，我們就必須

一直將心轉向主並追求清潔，全心愛祂。就如詩歌

五四○首所說，需要一個『正確的心』：心柔、心清、

心愛、心安！主也賜給我們新靈，以接受祂並接觸

祂。要維持我們的靈新鮮，我們必須不斷的運用我

們的靈接觸主，使我們在靈裏且照着靈行事、生活

並爲人。因此，我們必須操練呼求主的名、禱讀主

的話（這話就是靈）、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

謝恩、將我們的靈如火挑旺起來，不銷滅那靈；也

必須爲着召會的建造，操練申言，而不藐視申言。 

  以西結三十六章二十七節說：『我必將我的靈

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遵行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

的典章。』神爲了祂子民內在的恢復，不僅賜給我

們一個新心和一個新靈（26），也將祂的靈放在我們

裏面，就是在我們的靈裏面，使二靈成爲一個調和

的靈（羅八 9、16），並使我們與祂成爲一靈。 

  以西結三十六章三十五節說：『他們必說，這先

前爲荒涼之地，現在成如伊甸園；這荒廢淒涼、毀

壞的城邑現在堅固有人居住。』生命內在的恢復，

結果乃是先前爲荒廢、淒涼之地，將要成如伊甸園。

主的恢復應達到一個情形，就如伊甸園一樣。在『伊

甸園』裏，我們有基督這有名的植物（三四 29），

就是基督這生命樹，帶着豐富食物的供應。 

  最後，以西結三十六章三十七節說：『主耶和華

如此說，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羣；他

們必爲這事向我求問，我要給他們成就。』主在祂

藉着生命的恢復裏，渴望加增我們的『人數，多如

羊羣』。雖然主應許要加增我們的人數，使荒廢的城

邑充滿『人羣』（38），但我們仍必須向主要，求祂

作祂所要作的。我們不該說數字沒有意義，我們不

在意人數；我們必須爲人數加增禱告，取用以西結

三十六章裏主的應許；我們需要記住：質出自量。

恩典是因人多，就顯爲更多！因此，我們需要禱告，

求主給我們加增人數，求祂把人如同羊羣帶來。 

（林天德弟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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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四會所銘傳福音節期蒙恩報導

二月底開始至三月三日期間，銘傳校園的學

生弟兄姊妹，連同四會所社區聖徒，展開了爲

期兩週的福音節期。兩週下來，實際只有五個開展

日，學生加上聖徒共有一百二十人次出訪，得到四

十份敞開且願意繼續與我們接觸的福音名單。 

  因着是學生的下半學年，不像九月初容易得人

的新生烏魚季，又正值二二八連假及寒流來襲，但

聖徒們仍領受負擔，把握每一次外出的機會，傳福

音給校園中的青年人。一天三個固定時段，早、午、

晚都有聖徒配搭，卽便是白天大部分聖徒都在上班

的時間，仍有弟兄姊妹每天分別出來傳福音。到了

晚上，則由各小區聖徒輪流作簡單的晚餐，大家一

同用餐後，再一同外出接觸人。在職的聖徒們雖經

一天工作勞累，晚上也竭力爲福音擺上。最後，大

家回到會所，臉上滿了喜樂的笑容，學生受激勵而

更積極傳揚福音。 

  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三月三日的兩場福音聚會

中，受邀的一些學生在受浸的陪談中，雖然並非立

刻相信接

受主，但他

們對衆聖

徒的熱切

感到印象

深刻。實在

叫我們看

見，神不是只要我們外在有一個福音行動，而是衆

聖徒們能配搭成爲一個團體的實體來彰顯神。這也

使我們爲這羣學生有更多的禱告，盼望他們能在後

續的聯絡下早日得救。 

  這次的福音節期受浸一位新人，雖然外面看起

來得救人數不多，但衆聖徒實在見證每次的福音行

動，都叫我們更深的經歷配搭與建造。神需要一班

活物能在地上與祂的行動配合，看見我們在這裏所

作的就是有分於主今日的行動，當我們在配搭中往

前，神行動的大輪就隨着我們往前，並要藉着我們

擴展到地上。      （四會所 黃令媛姊妹） 

 

高中生涯規劃座談報導 

○一七年三月十一日首次於二會所舉辦全

桃園高中生涯規劃座談。與會家長含服事者

六十六位，學生三十七位，共有一百零三位，一同

瞭解並關心高中生面臨選系選校的問題。 

本次座談邀請到四位在大學任教的弟兄們，分

別有長庚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大學、陸軍專科學

校四所學校。弟兄們對於本次座談相當有負擔，樂

意擺上時間與個人經歷，向學生及家長分享。座談

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弟兄們對於選系選校分

析、讀書經驗談、成績落點分析，以及對莘莘學子

的鼓勵。第二階段是問答時間。第三階段是學長姊

經驗分享與大學召會生活簡介。第四階段進行分

組，分別爲高中與技職體系學校，給予升學選擇上

最合適的幫助。 

在第一階段中，四位弟兄不僅提供成績落點精

闢與專業的分析，讓學生瞭解自己選系時的方向，

對於個人興趣、學校資源也提供見解，同時分享他

們的求學過程，如何經歷主的同在與帶領。雖然求

學過程中面臨挫折，但那『拚上去』的態度，非常

激勵衆人，也成爲學生往前的動力。第二階段的問

答時間，反應相當熱烈，除了學生，家長的提問也

相當踴躍，問題內容包含選系、選校、未來發展等。

弟兄們不僅單從個人能力與社會現況的角度分享，

更從信仰真理中答覆。第三階段，學長姊的經驗分

享及交通，包含如何在興趣與選系上作結合、如何

選擇學校以及如何從學校資源來看未來發展的考

量等。最後也題到，經歷主帶領他們作最適合自己

的選擇。 

接着有豐富的大學召會生活簡介影片，使學生

們瞭解進入大學並非只有課業、社團和愛情，而是

有更高的人生目標需要去追尋。最後階段的分組討

論，弟兄們分別給予不同高中體系的學生們，有不

從 

二 

教授們生動豐富的見證與問答 

福音聚會學生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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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同的建議與問答。由於反應熱烈，甚至超過聚會結

束時間，仍有許多人繼續交通討論。 

這次的座談，不僅內容具體，其涵蓋範圍擴及

不同學制下的高中生，使學生們皆得益處。也因着

弟兄們經驗分享、話語鼓勵、落點分析等，減輕不

少學生家長對於未來升學所必須面對的種種疑問

和擔憂。大學弟兄姊妹的所經所歷，更是成爲高中

弟兄姊妹往前的方向和動力。讚美主，祝福並帶領

這次的座談，使少年人有豫備、有方向和目標，放

膽向前邁進！（十會所 王賜恩弟兄、王運琳姊妹） 

 

高中生涯規劃座談蒙恩見證 

這場生涯規劃座談中，我最寶貝的就是弟兄

們說：『我們這些基督徒的孩子們，有一個獨

一無二的方法，來面對壓力和前面的道路，那就是

「禱告」！』高三這一年，我和同伴們總是會一起

禱告，將未來的大學和科系奉獻給主，但我仍然有

很多自己的想法。雖然期待大學的召會生活，卻不

知道自己能不能搆得上大學的操練和各樣成全，也

害怕會受外界新奇事物的攪擾。 

當我在講座中看到大學的弟兄姊妹有這麼豐

富的召會生活，並被主成全，這讓我心生渴望和羨

慕，也讓我想起自己在學測前的奉獻。所以我再次

轉向主，求祂爲我豫備合適的學校和姊妹之家；求

主帶領我，使我能順服祂的旨意。當我將這一切交

託給主後，面對申請大學這件事，就不再憂慮了。

藉着禱告，我確信主已經替我豫備了祂所悅納的道

路。『不要怕，只要信。』就是神對我的應許；『一

事我所知，祂永不會錯。』人生的道路交給主來豫

備，真是喜樂有福！     （一會所 陳容希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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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現在纔高一，升學的壓力離我還遠，雖然

很多人告訴我要拚繁星推薦，這樣很快就有

好的學校唸，但是我卻一點動力都沒有，對目前的

課業一點都不感興趣，反而覺得很累。看到同學朋

友都有自己的興趣，而我卻沒有甚麼想法，不然就

是三分鐘熱度，對未來是迷惘的，雖然常與家人討

論我的目標，但這個目標也常變來變去。 

參加這次的座談，我聽到一位姊妹見證自己在

各方面的表現也都差不多，沒有特別突出的，但她

藉着許多的禱告來尋求主；我們和世上的人不一

樣，因爲我們裏面有神，我們可以依靠神。我纔發

現和主的交通真的太少了，常常想要憑自己作決

定，忘記裏面有神可以依靠，也忘記祂量給我的都

是最好的。於是我向神認罪，常常向神禱告。弟兄

們也說要立定心志，雖然現在只是高一，但必須先

作好規劃，先有豫備，需要設立一個目標，一邊朝

着目標往前，一邊尋求主的帶領，並且『拚上去』

就對了！              （二會所 陳苡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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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的高中生涯規劃座談，我覺得很有幫助，因

爲就讀應外科二年級，大學院校所開設的名

額皆有限，必須確定目標努力準備。從二年級開始，

我轉變念頭，很想去讀國北護的心理系，但是媽媽

不太放心。直到這次座談有題問的機會，便詢問弟

兄們的意見，沒想到不少弟兄姊妹們也是讀心理系

的，這讓媽媽放心不少。我也很高興，因爲我有個

明確的目標，知道該往那個方向加強並努力。 

我還很摸着弟兄說到只要愛主，主會爲你開

路。以前有位學生平衡不了聚會和課業，跑去問李

弟兄怎麼辦，李弟兄就給了兩個字：『拼了！』所以

不要怕，只要努力拼了！因爲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有主耶穌作我的依靠和幫助。 

（十四會所 廖沛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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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有機會參加生涯講座，弟兄們以他們自

身經驗來教導題點我們，不僅是讀書的方法

上，更是在讀書時倚靠主。其中我比較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位教授，他沒讀高中，但憑着自己的努力

和凡事禱告倚靠主，考到交通大學，現在成爲清華

大學的教授。四位教授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

先向主獻上自己，一切的決定都是爲着福音的傳

揚。還有一位教授見證，在他畢業後原本可以在臺

積電工作，賺爲數不少的錢，但他因着在學校認識

了這位寶貝的主耶穌，因此也立志要成爲一位教

授，在校園中牧養青年人。弟兄們交通到要立定心

志，而不是灰心喪志，這使我在學習上更有動力。 

透過這次的生涯講座，我學到的不僅是如何設

定目標及有技巧的選校，更重要的是，要不住的禱

告。當面臨選擇時，除了各種外在的考量，還需要

內在靈裏的平安與穩妥，接受主耶穌的帶領，祂必

豫備一條最適合我的路。（十五會所 遲牧恩弟兄） 

在 

因 

這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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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走出黑暗，迎向真光 

時候爸爸喜愛

跟親友飲酒，常

常酒醉而忘了帶我回

家，我只好被留下在

親戚家中過夜。幾次

之後，我開始怕黑，睡覺總是不准關燈。有次強度

颱風造成停電，還記得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使我無法呼吸，直到奶奶點上蠟燭，我纔發現臉上

的淚水。我喜愛各種生物，動物是我的玩伴，花草

昆蟲是我觀察的材料。我愛動物，卻不愛人，我覺

得人說謊、貪婪、破壞環境、虐待動物，根本不值

得存在。有一陣子不喜歡交朋友，活在自己的世界

裏。那時還曾想，大學畢業最想作的就是去綠色和

平組織，開船去衝撞日本捕鯨船。 

工作後，同事向我傳福音，對於這位主真的陌

生又好奇，很想去瞭解，但又害怕會忤逆原本拜的

神，也會讓家人不悅。但同事說人都是有罪的，所

以主耶穌纔會來到地上，爲我們受死，洗淨我們的

罪。我聽了覺得希奇，因而知道人內心的污穢與不

堪，乃是因爲人是有罪的，但神卻賜下祂的愛子來

拯救我們；只要信入祂，就可以脫去這樣的罪，並

得着一個新的生命。一陣子之後，我就相信受浸了。

因着認識主耶穌，祂幫助我學習愛人，也能愛從前

所厭惡的『人類』，因爲我知道主也同樣愛着他們。 

後來繼續念了研究所，需要常常待在山上夜觀

（夜晚觀察）。有一次，走在漆黑的山路尋找動物，

當我意識過來，纔發現已距離同伴好遠，恐懼突如

襲來，我開始緊張。但是當我抬頭看着滿天星星，

想起這位奇妙的造物主，想起主說：『…我是世界的

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得着生命

的光。』（約八 12）我開始呼求祂的名，平安與安

息充滿我，便不再害怕。從那一刻起，知道自己不

再怕黑，因爲主作了我的真光。現在我已成家，更

盼望能為主發主。   （十二會所 梁林佩蓉姊妹）

書報導讀

為着召會享受耶穌的人性（第一至二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七一

五月十四至十五日，在美國加

州沙加緬度所釋放的信息集

成。 

信息內容 

第一篇論到『喫耶穌作我

們的素祭爲着聖別的祭司體系

和屬靈的殿』。第二篇則是『享

受耶穌的人性作召會連接的力量』。 

真理要點 

一、利未記二章二至三節，『…祭司就要從細麵

中取出一把來，…燒在壇上，是獻與耶和華爲怡爽

香氣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

孫；…』我們看見，素祭首先是神的食物，爲着祂

的滿足。神能享受素祭的程度，在於供職之祭司手

的大小。這指明神能享受基督作我們所獻上素祭之

實際的程度，在於我們的度量。 

二、耶穌的人性不但是召會站立的能力，也是

召會聯結的能力、連接的力量。在以弗所四章二至

三節，『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

竭力保守那靈的一。』實在說來這些乃是在耶穌人

性裏的屬人美德。要保守那靈的一，我們必須享受

耶穌的人性，使我們有這些人性美德。 

實行要點 

一、爲了向神獻上素祭，以色列人必須在美地

上勞苦。他們必須耕地、撒種、澆灌作物並收割莊

稼。然後將子粒磨成麵，將麵與油調和作成麵團，

並在爐裏烘烤，好作成素祭的餅。同樣的原則，我

們需要在作我們美地的基督身上多多勞苦，經歷祂

的人性，並將我們所經歷並在其上勞苦的基督，帶

到召會聚會中，好將祂獻給神作素祭。結果，神會

得滿足，祭司也會得供應。 

二、我們要享受耶穌的人性，就需要經歷聯結

的靈。那聯結我們的靈，不但是帶着神性的靈，也

是帶着人性的靈。要經歷聯結的靈，首先需要否認

我們天然的人性，學習不信靠它。我們該不斷呼求

主的名。這使我們享受耶穌的靈，藉此經歷基督的

人性。                 （六會所 趙俊倫弟兄） 

小 

4/13~4/15（第一梯次）全臺弟兄事奉集調在中部相

調中心舉行，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