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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特別聚會信息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行動的特別交通（三）（四）

第

三篇講到傳佈神聖的真理，以及看見世界終

第四篇說到在神終極的行動中擔負終極的責

極局勢、神終極行動、和主終極恢復的異象。
主需要將祂恢復的真理傳佈到全地（太二八 19）。

任。我們必須擔負有關世界終極局勢、神終極行動、
以及神終極恢復的終極責任。我們終極的責任乃是

主恢復之神聖真理的傳佈，要豫備主的回來，好帶
進以色列和整個創造的恢復和復興。爲着主的恢復

被基督浸透並浸潤，好爲着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就
是一個新人。我們終極的責任乃是作耶穌的見證。

和復興，需要傳佈繙譯出來、闡釋並解明的神聖真
理；傳佈神聖的真理，會帶進主的復興。主對我們

啓示錄這卷書陳明耶穌的見證，就是召會作基督團
體的彰顯。我們終極的責任乃是建立地方召會作金

的吩咐是要去，教導萬民，使這世代得以終結（太
二四 14）。世界局勢總是神在地上行動的指標，這

燈臺，藉此擴展耶穌的見證。
我們要在神終極的行動中擔負終極的責任，就

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當我們看到世界局勢的許多改

必須照着神永遠的經綸，認識並經歷基督作神行政

變時，我們應當醒過來，並考量主要作甚麼，以及

的中心。基督在升天裏已登上寶座，執行神的管理，

這些改變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我們需要看見世界終極局勢、神終極行動、和
主終極恢復的異象。世界終極的局勢包括美國的至

就是祂行政的工作。基督這位神的具體化身，今天
是宇宙的管理者；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已賜給祂
了。主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並埋葬之後，神使祂復活，

高地位。美國蒙保守，是爲着傳佈保羅完成職事的
中心異象（箴二九 18 上）
。美國是神爲着祂末後的
行動，所要使用的最後一個強國。神終極的行動是

並使祂坐在自己的右邊，立祂爲全宇宙的主。按啓
示錄，升天基督所坐的寶座是神聖行政的寶座。羔
羊，救贖主，那位爲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被殺的，

要完成祂關於基督是神的奧祕，以及召會是基督的

現今在寶座上對全宇宙執行神的行政。主耶穌已登

奧祕這經綸。神完成祂永遠心意的終極行動，是要
基督在我們裏面作生命，在我們裏面湧流，浸透並
滲透我們，使我們適合建造成爲祂的身體，作祂的
彰顯。傳揚福音、教導聖經、以及按照聖經聚會，
並不是神終極的行動；神終極的行動乃是要得着一

上寶座，在宇宙中執行神行政的管理。基督在神宇
宙的行政中登基爲屬天行政的管理者，祂乃是地上
君王的元首；列國的事都在祂元首的權柄之下。
我們若要在神終極的行動中履行終極的責任，
羔羊無論往那裏去，我們都要跟隨（約十四 4 下）
。

班有基督作生命並活祂的人。
主終極的恢復和主終極的行動是一樣的。神終
極的行動，人已經看不見了；但現今主要恢復這行
動，因而完成祂想要作的。主要恢復基督，神的奧

跟隨羔羊就是在釘死、復活、升天、並登寶座之救
贖主的行動中與祂是一，以執行神聖的行政，爲着
神聖經綸的終極完成。我們都應當跟隨羔羊，行在
祂所命定的道路上。我們必須找出主所命定的道

祕，成爲內住的靈，將三一神分賜到相信的人裏面，

路，忠信的行在其中，出一切的代價，一心一意的

因而使我們成爲祂身體的肢體，作祂團體的彰顯；

繼續前行，直到我們達到終點。主爲我們所命定的

這個身體彰顯在地方上乃是燈臺，成爲祂的見證，
就是耶穌的見證。這是主終極的恢復，祂也得着了
美國來維持世界局勢，使祂終極的恢復得以開展，

道路，乃是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在神終極的行
動中擔負終極的責任需要忠信；因此，我們該求主
憐憫，好成爲忠信的。
（鄭憲宗弟兄）

好完成神終極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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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所週週傳福音蒙恩報導

馬

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
名裏。』這是主給我們的託付。六會所的弟兄姊妹
承繼這樣的託付，每個主日下午三點三十分至五點
到會所禱告後，隨卽編組成軍，三三兩兩的挨家挨
戶叩門、或去公園傳福音，堅定持續的操練將人帶
進三一神的聯合裏。
傳福音難免遇到拒絕的人，可是我們靠着主的
恩典從不氣餒。如果遇到願意停下來聽我們傳講的
人，便欣喜若狂的把生命的種子種到人裏面。不論
情況如何，就是抱着『傳，就對了』的態度而往前。
因爲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我們都是欠
福音債的人，需要週週去還債。至終會發現最得益
處的是自己，能使我們的屬靈生命健康有活力。
再加上召會呼召要得着青年人，看見青年人絕
不輕易鬆懈，要放膽積極的傳揚福音。因此，去年
七月的青職福音聚會，一位姊妹邀請她的青年同
事，他在聽完福音之後第一個跑到浸池受浸。雖然
工作繁忙，但在得救後卽操練盡量將主日分別爲
聖，每週一也接受聖徒們在家聚會中的餧養，阿利
路亞，榮耀歸神。
今年的青職福音聚會，這位姊妹繼續邀約她的

上司來聽
福音，雖
然沒有受
浸，但在
公司裏會
一 起 禱
六會所福音聚會
告，呼求
主名，甚至把聽到的見證分享給同事聽。在上個月
六會所的福音聚會中，這位姊妹與另一位姊妹配
搭，也邀了二位同事及二個朋友、一個青少年參加；
其中青少年和一位青職也受浸歸主。現在這位得救
的青少年在三會所享受甜美喜樂的召會生活。同一
場福音聚會中，我們代禱多年聖徒家裏的媳婦也受
浸了，並且週週有分主日聚會，真是喜樂歡騰。
祂是信實的神，只要我們對祂認真，並擺上自
己的時候，神就賜福給我們，使我們成爲結果子的
枝子，陸陸續續結新果。然而，傳福音不該只在主
日下午或某個時段，而該是我們的生活，叫我們越
傳越喜樂，越傳越老練，越傳越有負擔！在這末後
的世代，世人是何等需要主的拯救，我們豈能再旁
觀，豈能閒站呢？我們要起來！速興起傳福音！作
神勤奮的福音祭司！
（六會所 賴月玲姊妹）

姊妹事奉特會報導

這

次桃園市姊妹事奉聚會於四月八日在一會所
舉行，與會的弟兄姊妹共有三百五十八位。特
會追求的信息爲二○一七年春季長老及負責弟兄
訓練信息：『與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當天
上午九點，赴會的姊妹們來得相當整齊，現場幾乎
沒有空位。之後姊妹們又陸陸續續來得更多，原來
的座位不彀，追加後方的座位也已補滿，見證姊妹

全桃姊妹事奉特會

們看重每次話語與負擔的釋放。
第一篇說到『尋求在上面的事』（西三 1），
按新約來看，在上面的事包含基督的升天、登寶座，
以及被立爲元首、爲主、爲基督；我們若尋求在上
面的事，就是回應並返照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活
動。第二篇論到『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
作，牧養作神羣羊的召會，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第三篇題到『使徒保羅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牧
養人以建造基督身體的榜樣』
，保羅是信徒的榜樣，
他在靈裏活基督，並供應基督作那靈，爲着建造基
督的身體。第四篇說到『在升天基督天上的職事之
下繁殖那復活的基督』，使徒行傳這卷書啟示一位
在諸天之上復活升天的基督。第五篇說到『對升天
的基督作爲憐憫、忠信、尊大之大祭司的啓示、經
歷與享受』。第六篇說到『回應基督在祂天上職事
裏的代求』，基督作為君尊和神聖的大祭司一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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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我們代求。第七篇說到『在作爲天上真帳幕執事之
基督的職事下實行召會生活』，我們要過真實且穩
固的召會生活，就必須持定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基督，並且要在靈裏享受這位天上的基督
作恩典。第八篇鼓勵我們『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
前頭的賽程，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
始者與成終者，而在基督天上的職事裏與祂合作』
。

2017.04.23

弟兄們正直的分解主話，用靈將主話中的負擔
推出來，姊妹們聚精會神的接受神聖話語的分賜，
衆人同得鼓勵，阿們聲此起彼落，互相呼應。感謝
主，桃園市召會自四月份起，滿了福音的行動，此
時主的說話與弟兄們的加強如同春雨澆灌，及時供
應並滋潤每位聖徒，使我們滿有力量，能以配合開
展神的國度。
（一會所 歐李彥軍姊妹）

姊妹事奉特會蒙恩見證

歌

羅西書三章一節，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
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
的右邊。』我們若要與升天之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就需要轉向我們的靈，操練我們的靈並經歷靈與魂
的分開，而思念在上面的事。當我們在靈裏時，就
經歷升天基督的傳輸，使我們成爲祂的見證人，繁
殖復活的基督並牧養人。
可是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會打岔我們
離開這屬天的傳輸，使我們輭弱，無法與神配合。
感謝主，我們有升天的基督作爲憐憫、忠信、尊大
的大祭司，爲我們代求，拯救我們到底，使我們能
不斷的活在靈裏，不注視許多的人事物，望斷以及
於祂，作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以致一直留
在生命線上，而成爲使徒行傳的繼續，讚美主！
（三會所 彭林慧君姊妹）
----------------------------------------------------------------謝主，使我從一切的綑綁中得釋放，能與姊妹
們一同參加特會。這次信息說到『與升天基督
天上的職事合作』
。當我們尋求在上面的事，就回應
並返照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活動。很寶貝藉着經
歷魂與靈的分開並藉着操練我們的靈，我們就能尋
求在上面的事，並思念這些事；於是基督天上職事
裏的豐富就傳輸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被變化並爲基
督所構成。
很摸着使徒保羅的榜樣，他與基督天上的職事
合作，牧養人以建造基督身體。保羅是信徒的榜樣，
他在靈裏活基督，並供應基督作爲那靈，爲着建造
基督的身體。這樣的榜樣使我在操練牧養人的事上
很得幫助，明白牧養人、顧惜人並餧養人最好的路，
乃是給他們正確的榜樣。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
子，也要像父親待自己的孩子，勸勉、撫慰所牧養
的對象，同時行事爲人當配得過神。
我們還需要回應基督在祂天上職事裏的代求，

感

以代求之基督的禱告爲禱告。羅馬書八章二十六
節：
『況且，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輭弱；我們
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
歎息，爲我們代求。』藉着我們禱告，元首基督就
得着一條路，藉着祂的身體施行祂的行政，成就祂
的旨意。我願意再次更新奉獻，在牧養人和代求的
操練實行上更往前。 （十四會所 蔡盧瑞奇姊妹）
----------------------------------------------------------------着有姊妹邀約撰寫蒙恩見證，這次特別儆醒
禱告要準時赴會，也是第一次全程呼求主名，
逼着自己專心進入信息；前一晚更是爭戰禱告，
『主
阿，我要把孩子放心交託出去，要準時參加早上的
姊妹聚會去得主的牧養，還要有彀用的恩典帶着孩
子繼續參加下午的福音大遊行。』感謝主，過程中
比我想像的還要順利，各方面都蒙主眷顧保守，再
一次經歷聽禱告的神。
在第三篇信息說到『使徒保羅與基督天上的職
事合作，牧養人以建造基督身體的榜樣』。帖前一
章五節下：
『…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中間，爲你們
的緣故是怎樣爲人。』弟兄說保羅不只說，還去作；
他不只叫人去傳福音，他也親自傳福音。這裏說出
我們牧養人最好的路，是『榜樣』
。並且保羅照顧屬
靈兒女，甚至是願意傾倒自己的性命。很光照自己，
孩子都還小，不彀認識主，也還不彀剛強，我怎能
輕易在屬靈上發死或下沉呢？我們在孩子面前的
行事爲人，都是榜樣，這不是知識道理的事，是生
命的事，要看重並追求在生活各面能有主活的彰
顯。因此作父母的，實在需要率先剛強爲主站住，
竭力取用主、享受主，竭力作主工，竭力討神喜悅。
感謝主一路的帶領，使我現在更加確信要時常操練
靈並積極過召會生活，接受現今在主恢復中所解開
的一切真理。
（一會所 葉王依婷姊妹）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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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在

過往的一年，自己曾經輭弱，離開召會，但是
區裏的弟兄姊妹卻依然對我不離不棄，不放
棄任何一個迷失的羊，就如詩篇二十三篇一節：
『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主就是大牧人，
因着主的愛，讓我現今能再回到召會爲主作見證。
自己是在一個傳統燒香拜拜的家庭裏長大。家
裏曾經遭逢劇變，但危機就是轉機，我的母親、外
婆、舅舅都陸續信入主耶穌。之後因着外婆過世，
弟兄姊妹爲外婆辦了一場安息聚會，這是我第一次
接觸主、認識主。藉着這場安息聚會，弟兄姊妹的
扶持與見證，讓我決定參加召會舉辦的福音聚會。
也就是在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第一次參
加復興路巷內的一會所福音聚會，並且很喜樂的，
當天在這場聚會中受浸得救，成爲神的兒女。
因着家人陸續得救，有了主的引導，使我也能
聽見福音並且受浸。在我人生當中，甚至我全家，
來到了一個轉折點，雖然我們逐步走過死蔭的幽
谷，卻又重新站立並往前。詩篇二十三篇四節：
『我

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爲
你與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
一開始還不太能
適應召會裏的生活，
區裏的弟兄姊妹，總是以主的愛，教我唱詩歌，讀
主的話，讓我更加親近主、接觸主。而自己也在每
個主日的聚會裏，慢慢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過着
爲主生活的日子。曾經有一段時間輭弱，暫時離開
召會，但『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
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
我的魂甦醒，爲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卽使到
了外面的世界，卻常想念着弟兄姊妹，也實在經歷
聖徒的愛與關心，彼此相顧，讓我再回到神的家中。
我願在耶和華的殿中一生享受神聖的恩惠和慈愛，
直到永遠。
（十三會所 陳明宏弟兄）

書報導讀

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第一至二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二
年九月至十一月，在臺北的訓
練中帶領查讀羅馬書的記錄編
輯而成。
信息內容
第一篇『概論』
，第二篇『引
言—神的福音』
。
真理要點
一、羅馬書的題目是『神的福音』
。本書裏面最
重要的一句話，就是『神的義』
。神的福音是建立在
神的義上。沒有神的義，神的福音就沒有根基，也
沒有能力。神的福音所以有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
人，乃是因爲神的福音是以神的義爲根據。
二、神的福音是論到神的兒子。所論到的這位
神的兒子，是有神人二性的。祂是神子，也是人子。
所以羅馬書一章三節說，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
衛後裔生的。』按這一面說，祂是人子，有人的肉
體，有人的性情。四節接着說『按聖別的靈說，是
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爲神的兒子。』這是說

到主耶穌身位的另一面。在靈的一面，主耶穌因着
經過死而復活，就顯出是神的兒子。九節上『我在
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一章一
節說神的福音，九節說神兒子的福音，給我們看見
神的福音就是祂兒子的福音。神兒子的福音是使徒
事奉神的範圍和憑藉。
實行要點
一、使徒所以不以福音爲恥，是因爲這福音是
神的大能。人無法改良自己、管理自己，也不能約
束自己、救拔自己；但他若是接受福音，福音就要
把他改變了。我們若看見這個，就能以福音爲榮耀，
不以福音爲恥。
二、神的義在福音上顯示出來，是因着人的信，
而顯示與人的信；也就是因着人相信，而顯示與那
相信的人。所以人必須信，並因着信，纔能得着神
的義。
（十四會所 李開新弟兄）

第四版

請爲 4/23~5/6 各大學校園期中福音開展及五會所、
十一會所社區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