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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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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牧養作神羣羊的召會，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翰福音有二十一章，但事實上結束於二十章。

整卷約翰福音書說到基督在地上的職事，開

始於祂這神的話成了肉體，結束於祂這末後亞當的

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因此，二十一章應當是一

篇附言。這樣說雖然是對的，但更內在的說，二十

一章乃是約翰福音的完成與總結。該章總結整卷約

翰福音，給我們看見基督在天上的職事與使徒在地

上的職事一起合作，以完成神新約的經綸。 

  在約翰十章，主向門徒揭示，祂是好牧人，來

使羊更豐盛的得着生命，並且祂另外有羊（外邦

人），祂必須領這另外的羊與他們（猶太信徒）合爲

一羣（一個召會），歸於一個牧人之下。主的牧養先

是在祂地上的職事裏，『祂看見羣衆，就對他們動了

慈心，因爲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 

（太九 36）主看見以色列人如同羊，受到他們首領

的攪擾，流離失散，沒有牧人。主這位神選民的牧

人就禱告，於是神告訴祂所差的這一位，要設立十

二使徒，使他們照顧神的羊。『到了牧長顯現的時

候，你們必得着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五

4）然後，主的牧養是在祂天上的職事裏，照顧神的

召會，結果帶進祂的身體。當主在地上時，祂是在

牧養。祂復活升天之後，仍然在牧養。 

  當主在復活之後，並在祂升天之前，與祂的門

徒在一起時，在祂一次的顯現裏，祂託付彼得，當

祂不在這裏而在諸天之上時，要餧養祂的小羊，並

牧養祂的羊。彼得對主的這個託付印象非常深刻，

以致在他的前書裏，他告訴信徒，他們好像羊走迷

了路，如今卻歸到他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基督住

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但祂也監督、

察看我們內裏所是的光景和情形。祂藉着顧到我們

裏面各部分的益處，並監督我們魂的光景，而牧養

我們。彼得勸勉長老，要牧養他們中間神的羣羊，

好使他們這些忠信的長老在牧長顯現的時候，得着

那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得的話指明，基督天上

的職事主要的是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祂的羣羊，結

果帶進祂的身體。 

  以下使徒保羅的話，也給我們看見使徒的職事

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併，以照顧神的羣羊。在行傳

二十章二十八至二十九節，保羅告訴在以弗所的長

老：『聖靈立你們作全羣的監督，你們就當爲自己謹

慎，也爲全羣謹慎，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祂用自己

的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離開以後，必有兇暴的豺

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羣。』『我卻不以性命爲

念，也不看爲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

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鄭重見證神恩典的福音。』

（徒二十 24）保羅不顧自己的性命，但他非常關心

召會的前途，召會是神的珍寶。 

  福音大會可能有許多人得救，最終卻沒有多少

人加給召會。我們也不該用知名人士在我們聚會中

作見證，這不會拯救人，把人加給召會。卽使某人

是總統，他在聚會中該和別人沒有甚麼不同。要有

效的拯救人，路必須是藉着小的活力排，在其中每

一個人都必須是牧人。這樣過了短時間，召會就會

復興。沒有別的路比這牧養的路更有效能。 

  盼望我們都禱告說，『主，我要得着復興。從今

天起，我要作一個牧人。我要去餧養人，牧養人，

把人聚成一羣。』我們該學習餧養人，牧養人，並

使人成爲一羣。衆召會都必須學習如何使人成爲一

羣，好叫他們能調和在一起。在聚集成羣的氣氛中，

人就被主征服、勸服，得着主的滋養。所有鄰近的

召會該成爲一羣，使聖徒得着牧養，並被挑旺。 

（郭明貴弟兄）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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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九會所增購會場負擔交通

會所位於中原大學校園環抱的社區裏，九會

所特爲這個校園的福音所興起，如今主更擴

大度量，爲全桃大學生成全的需要，加增豫備合用

的會場。中原大學有一萬六千多位學生，其中絕大

多數為桃園本地高中入學之學生，同時由於中原大

學對福音的敞開居全臺之冠，敞開大門歡迎聖徒傳

福音。這廣大的漁場，是桃園市召會大學校園工作

的發源地，也是原中壢市召會耕耘最久的學校。迄

今已逾一甲子，培育出許許多多優秀的聖徒，成爲

海內外各地召會的祝福，其中更不乏畢業後定居桃

園，在本地盡美好的功用，成爲召會穩固的因素。 

然而，多年囿於缺乏合適的場地，弟兄姊妹之

家與聖徒的聚集歷經多次的搬遷，在這裏的見證始

終受限制。直到一九九四年，主分別了位在中原校

園內的這塊地，始購得現有會所二樓以上的樓層，

聖徒人數纔漸漸增加。一九九九年再購得一樓會

場，九會所的見證方得顯明。然而可用空間仍嫌拮

据，每逢聚集常有重疊使用會場、彼此干擾的情形。 

再加上爲着大學生的需要，直至現今，桃園一

直沒有合適的場所，提供大學聖徒成全訓練。每年

總是跟着臺北的行動，而去年暑假，因着臺北無法

提供接待，纔在本地非常克難的舉辦成全訓練，其

品質因而大受影響。 

今年初，主釋放了現有會所隔壁的住屋。整合

原有會所重新規劃，一樓會場可擴充至一百二十人

的聚會場地；全會所可提供六個分組場地，加上鄰

近的元智學生中心，接待度量可達九十人以上。此

外，九會所位居桃園各大學的中心位置，未來捷運

甚至設立中原大學站，僅五分鐘步行距離，非常適

合舉辦在地大學生的各式成全訓練。 

目前增購會場與原會所重整財務預算總額六

百五十萬元；九會所願意擔負四百萬元之款項，其

餘不足，由各會所在身體的原則裏一同擺上。願主

使用九會所，加強祂在桃園的見證與大學工作。 

（九會所服事弟兄們 同啓） 

 

桃園大學生期中特會報導 

忙的期中考週結束之後，四月二十二日週六

的上午，在五會所舉行了桃園大學生的期中

特會，與會的大學生加上服事者共計六十人。 

聚會以補充本詩歌六○三首『建造當趁今日』

開頭，點出了本次特會的主題：『爲着神家的建造，

省察自己並獻上自己』。弟兄從創世記二十八章雅

各的夢，讓學生看見神家建造的異象，神永遠的定

旨是要得着建造；再從以西結書四十三章題醒學生

們，我們的所是和所作要符合神殿的量度，並核對

我們的生活；最後再從哈該書一章鼓勵學生們，爲

着這樣的生活就需要有潔淨和奉獻的祭。 

在信息交通完，有十五分鐘的個人禱告時間，

並在禱告之後填寫生活檢核表。學生根據表格上的

各個項目，一點一點的在主面前蒙光照並自我檢

視，照着主的引導奉獻自己。接着學生上前分享關

於信息的享受，並有具體奉獻的宣告。在宣告中，

許多學生向衆人見證，在召會生活中只顧到自己的

情形，而沒有看見神渴望的乃是建造。爲此需要奉

獻，在神人生活的操練上能彀準時且堅定持續，並

能彀有個人早晨親近主的時間。在團體的一面，也

有學生願意分別出固定的時間來傳福音、牧養人，

並有分於召會中各樣的服事。 

九 

繁 

弟兄於特會中釋放信息，學生們仔細聆聽 

今年二月菲律賓全時間同工到九會所相調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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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最後弟兄再加強期中福音的負擔，好使學生們

在要來的學期中仍堅定持續傳福音。今天我們傳福

音，就是得着材料以建造神的殿，需要學習規劃時

間來爲着主的權益，鼓勵大家都出去訪人，接觸親

友同學，把福音傳給他們。不僅傳福音帶人得救，

更是學習保養顧惜年幼的聖徒。 

神人生活乃是事奉的基礎。對主有享受、有光

照了之後，纔能出去湧流生命。盼望學生們藉着期

中特會的信息被加強，奉獻宣告回應主的吩咐，在

傳福音、餧養初信者、並照顧人的工作上，被主耶

穌佔有，使主的殿，就是召會作爲基督的身體，得

着建造。               （四會所 黃令媛姊妹） 

 

桃園大學生期中特會蒙恩見證 

期中特會裏，很摸着詩歌說到，『我們何等眼

瞎，只顧自己的事務，任憑神殿荒涼—哦主，

你必須有路！』很被主光照，在我所追求的許多事

務裏，何嘗是有主在之中呢？弟兄交通的負擔題醒

我們，是如何看待現今世界局勢的變化？是否看見

主的計畫？藉着我們讓祂在地上有路，成就主永遠

的經綸。主要回來，就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主不會

再興起一班人；但我們若不願意擔負這個責任，我

們就會失去領受恩典與榮耀的機會。 

在個人禱告時，主讓我看見，我是一個只顧自

己安逸生活的人，若是祂現在呼召我，恐怕無法承

接託付。在已過弟兄姊妹之家的生活，太常爲自己

找藉口，攔阻了神在我身上所要作的。我願意再次

向主有更新的奉獻，願每件事上都有主在其中，更

在姊妹之家擺上自己，過一個與主是一的生活。  

（四會所 黃正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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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特會講到『爲着神家的建造，省察自己並獻

上自己』。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個神與人調和

爲一的居所，爲此需要擺上我們自己，讓神親自的

在我們身上作工。馬太六章三十三節說到，『但你們

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

了。』這句話讓我很蒙光照，常常我們作事的優先

順序不是把神擺在第一順位，而是像雅各的光景一

樣，先與主辦交涉還斤斤計較，真是求主打破我這

樣的老觀念，並且在生活上也操練讓神在我身上居

首位，沒有自己的揀選。 

在特會的末了，我們花了不少時間禱告在主面

前，檢視我們在弟兄姊妹之家的神人生活操練，是

不是足彀的。深深發覺自己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也奉獻自己在生活操練上更加竭力追求。感謝

主，在這個的特會裏，藉着向主有更新的奉獻，使

我們在愛裏被建造成爲一。（四會所 陳冠霖弟兄） 

次期中特會的主題是『爲着神家的建造，省察

自己並獻上自己』。哈該書一章四至五節說

到：『這殿仍然荒涼，這時候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

房屋麼？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

己的行徑。』讀完這處經節發現到，我們常常只顧

到自己的房屋，含示自己的事情、活動、課業等，

卻沒有顧到耶和華的殿。許多時候我們一忙碌，就

把主放在一旁了。這實在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題醒，

也看見神的心意乃是要我們子民的工作、行爲和爲

人必須與神家的建造有關，需要更多追求主，先顧

到主的殿。 

我也很摸着特會所唱的詩歌補充本六○三首：

『哦主，你必須有路！我們情願上山取木，爲建你

殿勞碌；絕不再說：「且等明日」，建造當趁今日！』

求主激勵我，使我的靈更剛強，不再作一個眼瞎的

人，只顧自己的事情，乃是爲你上山取木，建造你

的殿，將自己全然獻上。 （九會所 張逸新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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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總題是：『爲着神家的建造，省察自己並獻

上自己』。在信息裏，我很摸着馬太六章三十

三節，『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

都要加給你們了。』很受主題醒，是否有先尋求祂

的國和祂的義呢？ 

信息結束後，弟兄給我們一些時間到主面前禱

告，就着早上的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的光景與主禱告

交通。主光照我，我不彀早起床，也沒有建立個人

晨興的習慣，這些事情雖然之前就知道了，但還是

爲着貪睡幾分鐘而忽畧主。求主憐憫，使自己迫切

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還要作個絕對的人，經歷基

督作我們的燔祭，不要不冷不熱，乃是要靈裏火熱，

在凡事上讓神來居首位。也求主加強我，能彀更多

看見這個異象，被這個異象所管制而生活，爲着神

家的建造！             （六會所 周哲毅弟兄） 

在 

期 

這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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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不憑頭腦明瞭，用靈讚美信靠 

前我是一位無神論者，從小到大因着所受知

識教育，對於世間萬物及宇宙形成，很自然的

用進化論及大爆炸去解釋。但這些乃是人去合理化

所看見的現象，其正確性我們無從求證。然而，我

卻深深感受到天地之間存有一位創造之神，在聖經

羅馬書一章二十節題到：『自從創造世界以來，神那

看不見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是人所洞見的，

乃是藉着受造之物，給人曉得的，叫人無法推諉。』 

  我是在國小學校服替代役時，受某位姊妹傳福

音而正式接觸主耶穌，雖然祂並未讓我的生活因此

變得輕鬆。還記得在準備受浸當天，我猶豫是否太

快太趕了？有位弟兄立刻對我說：『人若想前進就

必須擺動雙腳，你光是相信主耶穌卻不受浸是不彀

的；就好比你向前跨了一隻腳，但另一隻腳還停留

在原地，那麼你永遠只能待在原點。』馬可福音十

六章十六節說：『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受浸而不

信，只是虛空的泡水儀式；信而不受浸，只是靈得

救，缺少外在見證的宣告。因此藉由受浸，主耶穌

賜給我新的生命。 

在信主前，我容易

抱怨，作事沒耐心；信

主後，我告訴自己要多

讚美並信靠神。在每週

的詩歌小排及主日聚

會，我發現聖經裏有許

多智慧的言語，經由誦

讀，生活頓時變得喜樂且有意義。也使自己的眼光

提升到有神的眼光，來看事情、看世界。我也不再

獨自憂愁、失眠、煩惱、挫折。主耶穌爲我們死在

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開創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

我藉着祂重新回到父神那裏。如此大愛的顯明，竟

是在神親自捨去祂獨生愛子時；而我只是一個罪

人，這樣的愛激動我不得不信靠祂是主。 

雖然剛受浸不久，未能知曉神所有的豐富，藉

着召會生活，進入聖經與信息及呼喊主名去享受

主，同時也操練我的靈，使我的靈與主耶穌那永恆

的靈能彀二靈相調，活出並彰顯神生命的豐盛。感

謝主，我得救了！     （十五會所 許少勳弟兄）

書報導讀

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第八至九篇） 

信息內容 

第八、九篇說到『因信稱

義的結果』（一～二），從羅馬

書五章一至十一節看見，人因

信稱義得了甚麼有福的結果。 

真理要點 

一、羅馬書五章三節下半

至五節上半說，『因爲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蒙羞。』沒有人生來

就有忍耐，忍耐是藉着忍受患難所產生的；『老練』

這辭也可繙作蒙稱許，忍耐能產生蒙稱許的品質；

而蒙稱許產生盼望，一個人越受苦難，就越有主的

稱許，裏面也就向主越有盼望，越有榮耀，並且這

盼望永不會落空，所以不至於蒙羞。 

二、羅馬書五章一至十一節乃是一個段落，給

我們看見『因信稱義』有十大結果：第一，我們得

與神和好，對神有了和平；第二，我們因信得進入

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第三，我們因盼望神的榮耀

而誇耀；第四，我們在患難中也是誇耀；第五，我

們得着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第六，我們得着神

的生命；第七，我們天天在神的生命裏不斷的得救。

除了這七項之外，還有聖靈、基督和神自己，三一

神也是我們『因信稱義』所得的福分與結果。 

實行要點 

一、神救了我們，把我們擺在恩典中，若患難

與我們沒有益處，祂絕不會叫我們遭遇。一個人不

經過患難，他的意志仍然倔強。這樣的人只能在自

己的形狀裏，不能進入主榮耀的形像裏。 

二、基督徒初期得救的經歷的確很美妙；我們

現在已經是從神而生的人，但『更要』在基督的生

命裏得救。每一個經歷基督是救主的人，都必須被

帶進這個『更要』的經歷中，就是進入一種聖別的

生活，天天在祂的生命裏，不斷的得救，脫離種種

消極的事物，而達到榮耀的地步。 

（一會所 羅雲峰弟兄） 

從 

請爲西濱會場（新屋、觀音、富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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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