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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來十二章㇐節說，
『所以，我們旣有這許多
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
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耐奔那擺在
我們前頭的賽程。』雲彩是爲着引導百姓跟隨主（民
九 15～22），並且主是在雲彩中與百姓同在（出十
三 21～22）。凡要尋求主引導的人，都必須跟隨雲
彩，就是召會。我們旣是有信心的人，就是今天的
雲彩，人只要跟隨我們，就可以跟從主；凡尋求祂
的人，都能在我們中間得到祂的同在。
基督徒的㇐生就是㇐個賽程，所有得救的基督
徒，都必須奔跑這賽程，好贏得獎賞；這獎賞不是
指㇐般的救恩，乃是指特別的賞賜。賽跑的人脫去
各樣不必要的重量，纏累人的重擔，使他們沒有障
礙，以贏得競賽。按上下文，這裏獨特的、纏累人
的罪，乃是故意犯的罪，指停止與聖徒們的聚集，
放棄神經綸中新約的路，以及回到猶太教去。重擔
和纏累人的罪，都會阻撓並限制希伯來的信徒，使
他們不能在新約的路上跟從耶穌，奔跑那屬天的賽
程。我們需要憑着忍耐奔跑，求主引導我們的心，
進入神的愛，並進入基督的忍耐。
保羅在希伯來十二章二節告訴希伯來的信徒
說，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
終者；祂爲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望斷，原文指
轉離其他各種目標，以專㇐的注意力注視。我們需
要望斷以及於耶穌，從其他各種目標轉離，以專㇐
的注意力注視祂；耶穌是信心的創始者、發起者、
開創者、源頭和因由。祂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所
有尋求祂的人歸向祂。我們乃是受祂迷人的美麗
（可愛、可悅、可喜）所吸引，纔望斷祂以外㇐切
的事物。信徒的信，乃是基督進到他們裏面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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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我們的信是我們對基督的珍賞，作爲我們對
祂吸引所起的反應。當我們望斷以及於耶穌，祂這
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就將祂自己，將祂信
的成分，灌輸到我們裏面。因此，基督自己就是我
們的信。信乃是信神是，就是信祂是我們的㇐切，
而我們㇐無所是。信神是，含示我們不是；祂必須
在凡事上是惟㇐的㇐位，獨㇐的㇐位，我們必須在
凡事上甚麼也不是。
耶穌是我們信心的成終者、完成者、完全者。
我們不斷的望斷以及於祂，祂就要完成並完全我們
奔跑屬天賽程所需要的信心。接受這樣的信的路，
乃是藉着呼求主，向主禱告，並禱讀主話，來接觸
這信的源頭，就是主，也就是那經過過程並終極完
成的神。當我們接觸祂時，祂就在我們裏面湧流，
並且我們中間就有相互的信心；我們因着彼此的信
心，就同得鼓勵。
按照希伯來十二章二節，耶穌爲那擺在前面的
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
的右邊。主耶穌知道祂要藉着死，在復活裏得榮耀，
並要釋放出祂神聖的生命，產生許多弟兄作祂的彰
顯；祂爲那擺在前面的喜樂（約十六 20～22）
，就
輕看羞辱，自願被交與撒但所霸佔的猶太和外邦首
領，被他們定罪以至於死。因此，神將祂高舉到諸
天之上，使祂坐在自己右邊，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
上的名（腓二 9～10）
，立祂爲主爲基督（徒二 36）
，
並賜祂榮耀尊貴爲冠冕（來二 9）
。我們若仰望祂這
奇妙且包羅萬有的㇐位，祂就要把天、生命和力量
供應我們，將祂的所是傳輸並灌注到我們裏面，使
我們能奔跑屬天的賽程，在地上過屬天的生活，帶
我們走完㇐生的路途，領我們進榮耀裏去。
（吳文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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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北區青職福音聚會結束後，青職服事
者交通到如何繼續舉辦青職福音；當時決定
由鄰近的會所配搭相調來辦。十六會所和十五會所
相鄰甚近，於是就開始多有交通。聖靈帶領我們不
只是來在㇐起規劃青職福音聚會，也帶領我們有相
調。從福音遊行、十六會所共同烤肉、十五會所共
同青職排，直到已過端午連假的週六（五月二十七
日），我們兩個會所更是合辦了烏來的青職相調。
豫備過程中，主體服事是十五會所；他們爲着
相調的策劃十分完備：爲相調訂定主題、主題詩歌、
闖關遊戲、製作名牌等安排。風聞十五會所的青職
專項作得強，常有青職出外相調的機會，這次我們
身處其中，㇐同蒙恩。
剛開始報名時，本會所並不踴躍，參加人數還
不滿二十位，而十五會所已衝到五十人。但感謝主，
我們與總管的聖徒們加緊邀請，本會所最後報名的
人數達到五十餘位，並且看見青職或是帶着孩子來
的家，皆滿心期待相調的到來。
當天早晨，出發前往烏來的㇐個小時車程中，
青職聖徒拿起負擔，在遊覽車上彈吉他、帶唱詩歌，
使衆人唱熟主題詩歌：
『踏上更高之地』
、
『主阿，更
多來湧流』
。到達烏來後，先搭乘纜車上到更高之地，
之後開始有闖關遊戲，分作『呼求主名』
、
『詩歌帶
動唱』、『機智問答』
、
『扛抬約櫃』等關卡。這些遊
戲幫助我們彼此相調，不分會所，大人小孩玩在㇐

在

杜賽多夫召會的聖徒約有三十至三十五人，
而得救的新移民則是聖徒人數的㇐倍以上，
甚至更多；新移民的得救人數，每隔㇐週都會有近

杜賽多夫
法蘭克福

起。起初天氣尚可，到第四關開始下起雨來，然而
大家興致仍然高昂。接着中午用餐，大家都喫得飽
足喜樂。只是雨勢繼續，原定雲仙樂園內的自由遊
覽，大部分的人待在餐廳㇐樓的咖啡廳茶敘交通，
彼此再有認識與分享。雖然雨勢困住遊覽的行動，
但也使我們有更多交通的機會，聖徒還藉機向福音
朋友傳講福音。
下午搭乘纜車下山，漫步烏來老街，認識烏來
的臺車歷史，早期路線廣佈的臺車軌道，只剩沿瀑
布路的㇐段，供觀光搭乘使用；可惜前年遭遇風災，
當天仍未修復。因天氣仍未好轉，沿路雖撐着雨傘，
穿着雨衣，褲管、衣袖、鞋子仍不免淋溼；值得安
慰的是，青職聖徒們並未覺得掃興，仍然在靈中喜
樂。兩個會所的服事聖徒們，在事後的交通中都爲
着這次聚集滿了感謝與讚美，真是甜美又成功的青
職相調。
（十六會所 謝文鋒弟兄）

十位的增⾧。弟兄交通到，在杜賽多夫開展可以順
利得人，但『牧養』纔是杜賽多夫召會急切需要的。
得救的新人多數是從伊朗移民過來。伊朗是㇐
個政教合㇐的國家，人民主要爲波斯民族，其國教
爲伊斯蘭教；因領導人是伊斯蘭保守派人士，若相
信接受基督，將會遭到逼迫甚至判處死刑。許多伊
朗人因改變宗教信仰被逼迫而逃出，也有的人是爲
脫離宗教束縛，因此許多得救的伊朗弟兄姊妹都相
當渴慕真理。㇐位姊妹隻身來到德國，卽便家人都
在伊朗，卻仍對主有強烈的確信，願意在德國打開
家，並說我的家就是主的，隨時打開爲着弟兄姊妹。
還有㇐些被牧養的家，他們週週期盼着弟兄姊
妹前去與他們家聚會。當弟兄姊妹到了家門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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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會在樓上探出窗外，開心揮手。他們是如此單
純絕對，渴慕主話的供應。
新人固多，能配搭與牧養的人數卻少。杜賽多
夫當地主日聚會的聖徒，其組成主要分成三部分：
分別為當地聖徒、短期開展者（㇐至三個月）、波
斯語聖徒。而當地聖徒裏面只有二至三位是德國人，
其餘都是各地移民至杜賽多夫開展的聖徒；移民的
聖徒又因着簽證問題不㇐定能久留，可以穩定⾧期
配搭的人不多。至於得救新人，多是講波斯語言，
雖有能協助繙譯的弟兄姊妹，但很多都是新人，需
要主來成全穩固他們。我們也持續爲着主能得着㇐
同配搭牧養和繙譯的弟兄姊妹禱告。感謝主，藉着
衆聖徒的代禱，這開展的五週裏，主興起㇐位伊朗
的弟兄，他對主的話有主觀的經歷，並有英語、德
語的語言能力，得以配搭㇐些家聚會的繙譯。
許多新移民，擁有基督徒的身分，而有利於定
居德國的想法，因而欲藉受浸以取得證明。爲着這
樣的情形，也需要多有代禱，不僅使我們有智慧，
知道如何陳明真理領人歸主，也幫助人對真理有真
實的渴慕與經歷。如提摩太前書二章四節所說，『祂
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在杜賽多夫不僅有校園工作，也有新移民的福
音與牧養，雖持續有不同梯次的開展安排，但因爲
每㇐梯次皆是短期的停留，當地聖徒需要不斷的適
應與不同開展隊配搭，牧養的新人也要適應不同人
的牧養照顧，而開展隊成員之間亦需要時間來交通
與磨合。求主能得着這些尋求主的波斯語家庭，被
牧養並成全起來，成爲當地的見證，乃至㇐同配搭
盡功用；並且也能有更多穩定的家（前去移民開展
或當地聖徒的家）在這地被興起，使新人藉着這些
家被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讚美主，祂的行動是快的，需要是大的！主調
度萬有，使這些在各民族、各邦國不可能聽見福音，
而渴慕尋求祂的人，都帶了出來，這真是主要回來
的㇐個徵兆。願主使我們每㇐位不僅有看見，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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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並且禱告去、財物去、更能彀人去！裝備語言
及真理，豫備好我們的靈，隨時奉主差遣，往全地
去，迎接主的回來。
（十會所 王運琳姊妹）
----------------------------------------------------------------謝主的憐憫，使我有分德國法蘭克福的開展。
法蘭克福目前主日聚會人數約有八十位，新
移民就佔了㇐半，聚會以德語爲主，但有專門負責
繙譯波斯語及英語的服事。法蘭克福主體的服事爲
大學校園工作，以及新移民的福音與牧養。
在這五週裏，我與不同國家的弟兄姊妹㇐起配
搭，雖然來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語言及文化，但
很寶貝主將我們擺在㇐起，在基督的身體裏生活、
行動，使我們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感

剛開始到了德國，我不知道自己能作甚麼，英
文不流利，又不會德文、波斯語，心裏很受挫。總
是㇐直問主，
『主阿，我當作甚麼？』主說：
『每個
肢體都有他不同的功用，留在身體裏，跟隨身體的
行動。你不能作的，身體裏別的肢體能作。』正如
羅馬書十二章四至五節說，
『正如我們㇐個身體上有
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樣的功用；我們這許多
人，在基督裏是㇐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
也是如此。』之後，我享受在這裏每天的配搭，不
再去想自己語言的情形，而是竭力操練靈，並盡力
擺上自己的那㇐分。
每天追求結束，我們就外出看望、牧養。因着
牧養對象（多爲新移民）的居住地較分散，每次至
少要㇐個小時的車程到鄰近的小城市，纔能與他們
家聚會。車程固然遙遠，每次的牧養都很激勵我們，
因他們非常渴慕主的話。看見這裏的行動，都有主
等着我們與祂配合，走出去得着並餧養他們。主的
行動是快速的，願主繼續呼召我們，叫我們禱告去、
財物去，甚至人也去，更多得着德國當地的青年人，
恢復祂在德國的見證。 （十會所 王彥珺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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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後書四章八至九節：
『我們四面受壓，卻
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無出路；遭逼迫，
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滅亡。』我出生在三
〇年代，成⾧於高雄㇐個貧窮落後的小漁村。由於
家境不好，時常搬家，也因着到處遷徙，我們三兄
弟經常遇到鬼怪的事，甚覺可怕。當時因着不認識
主，遇到許多恐怖的事也不知如何面對。但是感謝
主，都在祂保守的手裏。
直到有㇐次搬至㇐個地方，因着房東是⾧老會
的基督徒，我就常跟着那位阿婆去教會上主日學。
當時學唱臺語詩歌，聽牧師講道，雖很喜樂，卻未
受浸歸入主名。之後小學畢業沒有繼續升學，十六
歲跟着父親出海打漁。有㇐次因着睡眠不足，工作
又重，㇐不注意就掉進海裏。當時冰冷的海水讓我
瞬間清醒，情急之中，我就大聲呼喊求主救我。沒
想到主竟聽了我的呼救，差遣㇐位船員及時將我救
起，否則我早已葬身大海。
從那之後，主就深住我心。有許多次，在我生

哥

命最危急的時候，祂都來向我施拯救。主的恩典是
何其偉大，我的命都是主給我的。民國六十九年在
⾧榮的貨櫃船上，船⾧向我傳福音，我馬上就接受
了。雖然當時外面
有爭戰，但是只要
㇐跪到主的面前
禱告，就有莫大的
平安在深處湧流，
帶我渡過許多的難關。
當年㇐下船，就在現今的桃園㇐會所和妻子㇐
同受浸歸主，阿利路亞！但因着海上生活，多年無
法過正常的召會生活，深覺浪費了許多時光，經歷
了許多波折。感謝主的憐憫，就在民國九十五年退
休後重回神的家中。至今十㇐年多的召會生活，讓
我重回生命的實際，再被主的愛所浸透。願我將所
剩的餘生完全交託給主，求主保守我㇐直活在召會
生活，能彀⾧大成熟，同衆聖徒配搭建造，迎接主
的回來。
（三會所 顏啓明弟兄）

信息內容
第二十㇐篇至第二十二篇
論到『羅馬五至八章要點復習
（㇐）~（二）
』
。
真理要點
㇐、得救的人都經歷過這
四個『在裏面』
：在亞當裏，在
基督裏，在肉體裏，在聖靈裏。這四者之間是有關
聯的：亞當和肉體有關聯，基督和聖靈有關聯；肉
體是亞當的化身，聖靈是基督的化身、表現。我們
在亞當裏所承受的，乃是罪和死，在基督裏所得着
的，乃是義和生；在肉體裏我們受罪的挾制，在聖
靈裏生命之靈的律來釋放我們。
二、與生命之靈合作，需要照着靈並思念那靈
的事（羅八 4～5）
。那靈在我們裏面就是生命之靈，
祂是活的，是運行的，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照着祂。
另外，思念是心思的作用，心思代表我們這整個人。
因此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靈裏，就是生命，就是平安。

實行要點
㇐、當人溫柔不發脾氣，或者不作壞事，不撒
謊時，他是在亞當和肉體這二者裏面，但肉體還沒
有表現出來，所以我們只能說他是在亞當裏，但還
不能說他是在肉體裏。等以後他發脾氣了，亞當就
在他的肉體裏顯出來。當我們得救了，就在基督和
聖靈裏；我們若活在聖靈裏，基督就要從我們裏面
活出來。不信神的人看見就會說，這人很特別；基
督徒會說，他很屬靈。
二、與生命之靈合作時，我們不必立志、掙扎、
努力，因爲我們是輭弱的，我們自己和肉體爭戰，
必定失敗。現今聖靈在我們裏面已得着我們的合作，
我們照着靈，思念那靈的事，也將自己獻給祂，與
祂聯合，活在祂裏面。結果，我們裏面滿了靈，滿
了生命平安。這樣，祂在我們裏面有了地位，我們
就能靠着祂治死這肉體。 （十會所 王賜恩弟兄）
（一）請爲 8/12~13 路加集調代禱，7/16 報名截止。
（二）請爲在美國夏季訓練及各地錄影訓練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