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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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照着那靈的引導、作工和說話作一切事；為着主獨一的行動，
尊重主是基督身體的頭；受基督身體的平衡，好蒙保守在其獨一的一裏

新

春特別聚會的第五篇信息是『照着那靈的引
導、作工和說話作一切事；爲着主獨一的行
動，尊重主是基督身體的頭；受基督身體的平衡，
好蒙保守在其獨一的一裏』
。在使徒行傳的開頭，那
一百二十人沒有形成甚麼、開始甚麼、發起甚麼、
或想要作甚麼；反之，他們一再禱告十天之久（徒
一 14）
；他們的禱告絕對是在那靈裏。然後，叫他
們希奇的是，那靈澆灌在他們身上，他們就成了一
班完全在那靈裏的人；從那時起，他們無論作甚麼、
說甚麼、到那裏，都完全是在那靈裏的事。因此，
凡我們所作的，必須照着那靈的引導、作工並說話；
爲神所作最好的事，如果與那靈無關，就成了宗教。
我們大家，尤其是青年人，必須記住：在那靈
裏，沒有運動這樣的事；那靈必須領頭，那靈必須
作工，那靈必須說話，那靈甚至必須作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是在一種運動裏，乃是在聖靈活的行動裏。
在行傳十三章，申言者和教師沒有召開會議來討論
並定規事情；反之，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
靈說，
『要爲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
作的工』
（1～4 節上）
。使徒行傳裏沒有運動；只有
耶穌活的人位、活的行動，這活的人位就是聖靈。
按照神新約的經綸，神在地上的行動沒有總機構，
也沒有控制別地召會的總會。在神新約的經綸裏，
神行動的總機構是在諸天之上，並且管治衆召會
的，乃是召會的元首基督（西一 18，啓二 1）。
我們必須從使徒行傳這卷書有所學習，絕不要
憑自己定規；此外，我們也不該給別人建議或指示；
我們沒有一個人彀資格這麼作。爲着主獨一的行
動，我們必須尊重主是基督身體的頭。我們都必須
有這種態度；否則，我們就會侮辱主，至終祂會把
我們放棄；元首權柄單單歸與基督；只有祂有元首

權柄；惟有祂是獨一的領頭者。雖然主使我們有負
擔出去，將國度的福音傳到整個居人之地（太二四
14）
，但我們不該使這件事成爲一種運動。這是主的
恢復，不是重複基督教可憐的歷史；不要從任何人
接受命令，也不要給任何人命令；要到主那裏去禱
告；這纔是正確的路。
爲着主的行動，我們也需要受基督身體的平
衡。假設領頭的人經過許多禱告之後，對某件事情
有真實的負擔；那麼他們所該作的，就是藉着交通
把負擔傳給衆聖徒，並請求衆聖徒禱告。最終，聖
徒會從主得着個人的引導，於是有所行動；這樣就
沒有一個人是個人主義的或背叛的。那靈與基督的
身體使我們平衡；我們必須核對一下，我們從主所
得的引導是不是與基督身體的感覺一致。
如果我們有負擔要移民，卻沒有透徹禱告，與
別人也沒有交通，我們就侮辱了主，並篡奪了祂的
地位；不僅如此，如果我們沒有禱告和交通就移民
到某地，當試煉、苦難和逼迫臨到的時候，我們就
會搖動。如果我們有禱告和交通，我們就會尊崇主
是基督身體的頭，我們也會有把握是主引導我們；
在我們移民到某地去以後，就會有把握是主差遣我
們到那裏；無論外面的環境如何，我們絕不會後悔。
我們在衆召會裏並與衆聖徒在一起時，必須顧
到兩個元素：那靈與基督的身體。我們必須問：
『這
是那靈麼？』以及『這是爲着基督的身體，還是造
成分裂？』我們必須確定我們所作的是在那靈裏，
並且顧到一。我們不要重複基督教的分裂與混亂，
完全沒有顧到那靈，也不顧到獨一的一。我們都需
要爲着主的恢復迫切禱告，使我們蒙保守在那靈
裏，並在獨一的一裏。在那靈裏並在基督身體獨一
的一裏，就是蒙保守在主的恢復裏。
（黃志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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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所復興區蒙恩現況報導

在

約翰福音六章三十五節裏，主啓示自己是生
命的糧；在六十三節裏，進一步啓示得着那是
生命的靈就是藉着喫喝祂的話。在七會所復興區的
弟兄姊妹，藉着在週中的晨興、家聚會與小排享受
主的話，主日聚會操練申言，使我們能在生命上漸
漸長大變化，在基督的身體裏盡生機的功用。
桃園市復興區屬原住民（泰雅族）生活區域，
且原住民大都已是基督徒，在這所需要的不僅是福
音，更需要恢復真理、生命與牧養。一位剛被恢復
的姊妹作見證，已往原是過着醉酒、放蕩且黑暗的
生活，使得自己不敢與人接觸、不敢走出家門，只
能躲起來，甚至一度想要尋短。如今藉着享受主的
話而漸漸開始與人接觸，現在能倚靠主外出找工
作，並過正常的召會生活，甚至在聚會中申言，爲
主說話，享受主話成了她最喜樂的事。
雖然七會所復興區聖徒人數不多，弟兄姊妹大
部分都年輕且生命幼嫩，卻能學習爲着主日聚會操
練服事。一位青年姊妹因有心願配搭作餅服事，但
所作的餅總是會有裂痕，雖然想放棄，藉着禱告，
主動和老練的姊妹們學習。後來她見證，從姊妹們
學習作餅最大的收穫不僅在於製作技巧，更是在於
服事的態度，使她藉着服事得着成長與變化。另一

位青年弟
兄被安排
鳥瞰信息，
原來他對
主的話總
是囫圇吞
棗，如今卻
主日聚會信息分享
能爲此學
習深入晨興聖言，也會分別時間進入信息的禱研背
講，使自己被主的話構成，更使聚會變得豐富。
因着去年初七會所開始有青職排，主也使這裏
青年在職的弟兄姊妹漸漸調入青職小排中。就連在
深山工作的弟兄，爲着參加小排與弟兄姊妹有聚
集，仍能週週喜樂的開車往返。在聚會中享受唱詩、
禱告與信息的追求分享，藉着聚會加深了我們對主
話的進入，也看見如何將主的話在各面上有經歷與
應用。願主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羣，使更
多青職弟兄姊妹被恢復，一同過召會生活。
目前七會所復興區有兩位兒童，願主得着他
們，能彀漸漸調入兒童排，以致帶進當地兒童福音，
使七會所復興區成爲生命園子，成爲主恢復在這地
的見證。 （七會所 羅志偉弟兄、羅陳立婷姊妹）

二○一七年北區春季福音遊行報導

四

月八日，一如往常的週末，天氣晴朗，大約下
午一點四十五分起，桃園市政府廣場前漸漸
有人潮匯集而來，每個人身穿同樣的背心，正面寫
着『主耶穌愛你，請來聽福音』，背面有『耶穌是
主，神愛世人』。不僅如此，衆人手上高舉福音小
旗，看似有如軍隊般的隊伍。現場也傳來『需要耶
穌，需要耶穌，人人都需要耶穌』的詩歌聲。
這天大約有九百位的聖徒，共同參與『一切應

北區聖徒於市府前集合整裝待發

心、萬事如意』春季福音大遊行。這是桃園市召會
繼二○一四年與二○一五年福音遊行之後，所舉辦
的第三次福音大遊行；也是改制後首次北區一同有
分的福音行動。此次遊行共有四大隊，從市政府廣
場出發，第一大隊往西北邊繞城經永安路；第二大
隊往東北邊傳揚，進入民族路市區；第三大隊往西
南方向直行中山路到武陵高中；最後第四大隊走復
興路往桃園火車站圓環繞行。
在禱告聲中，開啓了福音遊行的序幕，並在青
少年的福音鼓隊中氣勢高昂的勇往前行。行進中不
時宣布：『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是桃園市召會的基
督徒，祝福你們一切應心、萬事如意。今天晚上七
點半在桃園市召會，舉辦春季感恩福音聚會，歡迎
闔家前來，同蒙恩典。』隊伍中的弟兄姊妹，就像
哥林多後書二章十四節所說：『感謝神，祂常在基
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帥領我們，並藉着我們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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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所有隊伍在下午四點半剛強得勝的回到桃園
市召會一會所，聖徒們臉上喜樂的表情，似乎也豫
告着晚上七點半的福音聚會，基督要大大得勝。果
不其然，當天晚上的福音聚會，聖徒們沒有任何疲
憊，只有滿滿對福音的迫切，並在福音見證與信息
的傳輸之下，受浸九位新人。此次的福音遊行，其
隊伍所到之處，因着聖徒（尤其是兒童）發福音單

2017.04.30

張和面紙，走遍所有店家，人心也被征服。這幅復
興的景象，就像以色列人攻佔美地那樣的榮耀，主
將我們腳掌所踏之地都賜給我們爲業。聖徒們無論
是在禱告中記念的、或參加遊行與福音傳揚的、財
務奉獻的、以及所有事務服事的，都一同有分神今
日行動的歷史。讚美基督得勝！願榮耀歸與神！
（十八會所 賴朝松弟兄）

二○一七年北區春季福音遊行蒙恩見證

羅

馬書十章十五節下：
『傳福音報喜信的人，他
們的腳蹤何等佳美！』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
至十九節：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爲祂膏了我，叫我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復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
人的禧年。』在四月四日的禱告聚會中，負責弟兄
在講臺上很重的傳輸負擔，不僅自己要參加，也要
邀人一同參加福音遊行。我接受負擔後就爲此儆醒
禱告，發簡訊和打電話邀請同伴共同有分。
當天興高采烈的與邀來的同伴一起走路到市
府廣場，看見大人小孩穿着福音背心，手拿『神愛
世人』的旗
子，在凱旋行
列中有分於
主福音的宣
揚；當鼓聲、
宣報聲、福音
第三大隊福音遊行
口號聲響起，
我們的靈真是澎湃感動不已。我們是第三大隊，周
弟兄擔任總指揮，人數約有三百人。遊行路線從市
府廣場走中山路，再走至上海路口廻轉中山路，右
轉復興路回到一會所。行進中滿有神的同在，天空
有雲彩覆罩，弟兄姊妹不覺疲累並且洋溢着喜樂，
小朋友們也放膽的發福音單張。
我在中路派出所旁看見一位年輕人坐在那裏，
就給了他一張福音單張，他不但接受單張也呼求主
名，之後我還邀他與我們同行了一段路，讚美主！
回程時，與區裏一位姊妹在遊行折返處遇見剛得救
的小羊，得知她正等着要觀看神的軍隊，感謝主讓
我們遇見她，我們就在路邊一同唱詩並爲她禱告，
使她得着安慰、鼓勵和加強。
這次福音遊行經歷林後二章十四節：
『感謝神，

祂常在基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帥領我們，並藉着
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每次
召會的行動，我要抓住並擺上自己。讚美主是我們
的元帥，阿利路亞。 （一會所 陳江寶珍姊妹）
----------------------------------------------------------------次福音遊行，在服事弟兄們禱告與交通中，於
四月八日下午展開。當天早上我們先是參加
姊妹集調聚會；下午在市政府廣場集合，接續參加
福音遊行。現場只見一家一家的扶老攜幼，推着嬰
兒車，全員出動。身穿福音背心，手拿福音單張、
面紙與旗子，在飄揚的『耶穌是主』大布條引導中，
滿有秩序的列隊出發，如同軍容壯盛的福音精兵。
我們是第一大隊，一路上大家跟隨着帶領，大
聲呼求主名並唱詩歌，孩子們跟着父母一起發福音
單張，傳馬
路福音。隊
伍中有剛
下班趕來
同赴盛會
的，也有剛
第一大隊福音遊行
出院或病
痛中的弟兄姊妹參與，人人喜樂洋溢的爲將這國度
的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各個都奉獻自己
的一他連得，這讓我看見主的救恩是以家爲單位，
也讓我看見使徒行傳一章八節：
『…在耶路撒冷、猶
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整個遊行過程，親自經歷身體的配搭，看到傳
福音報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是何等佳美！能彀跟
上凱旋的行列，讓我覺得非常榮耀；弟兄姊妹傳福
音的靈也非常激勵我，更堅固我活在召會中，並要
一直有分神永遠心意的終極行動，迎接主的回來。
（八會所 金美娟姊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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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神主宰憐憫

我

生在一個基督徒家庭，住在澎湖。國小三年級
以前想成爲基督徒，但是到了五、六年級後漸
漸覺得這件事不那麼重要了。國中時，只要召會有
愛筵就會去，對主耶穌沒甚麼興趣。國三考試時，
因家人希望我到臺灣本島念書，便跨區申請到了中
壢高中。同時，爲了住進學生中心，我答應受浸成
爲基督徒。
那段時間，一面適應新的召會生活，一面得面
對龐大的課業壓力，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
直到有一天，有位弟兄踩了我的底線，一氣之下就
跟他打了起來。雖然發生衝突的事讓我心情很差，
但最令我難過的是，似乎沒有任何人真正瞭解我、
關心我。之後搬出了學生中心，獨自一人住在外面。
有時會懷疑，爲甚麼神要給我這樣的環境：學校的
課業沒有顧好，交不到朋友，對這位主耶穌也沒甚
麼經歷。
感謝神，祂是在這宇宙中主宰的一位！林前十
章十三節：『那臨到你們的試誘，無非是人所能受

的；神是信實的，必
不容你們受試誘過於
所能受的，祂也必隨
着試誘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在我最沮喪，最想從
召會離家出走的時
候，神總是多方藉着弟兄姊妹保守我、照顧我，甚
至還有專車接送、專人陪伴。
因着過去自己優異的成績，而無法憐憫分數不
如自己的人，故而曾在主面前有過一個心願：就是
期盼能彀有體會排名倒數的心情，沒想到主在課業
上讓我徹底的經歷這件事。看見這一切的遭遇，再
再叫我認識祂是主宰的神！過程中，也讓我學習到
禱告的力量是強的，卽使我是輭弱的，但仍能彀藉
着禱告被加強。願在接下來要面對的大小事上，讓
祂的大能顯現在我身上，完成祂的經綸。
（十會所青少年區 房耕綸弟兄）

書報導讀

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第三至五篇）
信息內容
『定罪—說出救恩的需
要』
（一）至（三）
，共有三篇。
真理要點
一、神的救恩是根據信，
以信爲原則。所有的人都需要
救恩，人若先認識自己的光景，
纔能信服在神的定罪之下。我們都需要基督。
二、羅馬書一章十八節至三十二節是說到外邦
人中不道德者，以不義抑制真理，不榮耀神並將神
改換爲偶像去敬拜，不以認識神爲美。神就任憑人
逞情慾行情慾，任憑他們存可棄絕的心思，就在神
面前有了不虔不義。因此招惹了神的忿怒，該被神
定罪，受永遠的刑罰。
三、羅馬書二章一節至十六節則說到外邦人中
道德者，都證明爲有罪而該受神的審判。十七節至
三章八節轉至猶太人的定罪，特別是以神誇口、倚
靠律法、並看重割禮三件事上面。末了九節至二十
節說到普世人的定罪，沒有義人，沒有明白神的，

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神，一同變爲無用；沒有
行善的。凡屬肉體的人，都不能本於行律法或行爲
在神面前得稱義，都不能靠行爲得救。
實行要點
一、我們藉着受造之物來認識祂，就能曉得神
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
二、我們必須以公義持守真理，以認識神爲美。
我們需要榮耀、感謝、敬拜、並事奉祂。
三、我們要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因人的本
性是出於神，是神所創造的，原是正直的。並且我
們有良心在人裏面和人的本性同作見證。還要顧到
在我們心思中有那正確美好思想的功用。
六、要作一個基督徒，要事奉神，不能只在外
面掛名，徒有虛儀，必須從內裏作，必須有內裏的
實際，在神面前纔算得數。我們要記住這一句話『外
表上作的，不是；惟有在內裏作的，纔是；在於靈，
不在於字句。』
（七會所 李榮耀弟兄）

第四版

請爲西濱會場購置需八百萬元，及九會所會場增購
需六百五十萬元的財務需要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