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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國殤節特會信息 

認識生命與召會（二）（三） 

生命的認識、我們一切的事奉必須是由神發起 

二篇信息『生命的認識』。基督作爲生命乃是

生命樹的實際，生命樹是宇宙的中心（創二 9，

約十四 6，十五 1）。我們若熟讀創世記頭兩章，會

看見生命乃是神創造的目標。到了新約，神生機的

救恩，就是在基督的生命裏得救，乃是神法理救贖

過程的目標。生命是神自己在基督裏作爲那靈的流

出，爲着給人享受，使人喜悅滿足。召會所有的美

麗、能力、光明，以及召會能作出許多的事，都是

因爲裏面有這位是生命的基督作內容；召會是生命

的結果，生命是召會的內容。 

我們需要看見神的生命在人裏面所遇到的難

處，就是（一）我們不認識我們人的觀念乃是黑暗

的、（二）假冒、（三）悖逆、（四）天然的幹才。這

些難處在我們身上，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我們

必須經過十字架，讓十字架來破碎。 

我們需要看見神的生命在我們身上所遇到主觀

的難處，就是我們心思的難處、意志的難處、情感

的難處。神的生命從我們身上活不出來，就因我們

這個人是難處；所以我們需要被破碎，需要天天得

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弗

三 16～17）。 

我們需要看見生命的道路就是死路；甚麼時候

基督的死在我們裏面運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身上

就有出路（林後四 10，腓三 10，加二 20）。我們乃

是藉着那靈經歷基督的十字架。並且聖靈的管治也

在我們身上執行十字架的工作。 

我們必須有異象，看見神的生命如何能從我們

裏面活出來。我們需要領悟並認識神的生命在我們

裏面。也需要看見我們天然的人，就是我們的人位，

是神生命的攔阻。我們需要看見自己這個人已經釘

在十字架上，並且恨惡自己；我們越看見神、認識

神並愛神，就越厭惡自己並否認己。 

我們一切的工作和活動，都該是出於生命的。

若不是出於生命的，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奉，就

不能持久，也不能有多少分量。我們作工，只該是

釋放主的生命，將主的生命分給人，供應人。神在

這世代裏最中心的工作，就是叫人得着祂的生命，

並在祂的生命裏長大成熟。惟有出於祂這生命的工

作，纔能搆上祂永遠的標準，纔能蒙祂悅納。 

第三篇信息『我們一切的事奉必須是由神發

起』。我們在召會中一切的工作和事奉，必須是神所

發起的，並且必須照着祂的意願來作；否則，我們

在事奉神的事上，就有了干犯聖所的罪孽（民十八

1，羅十一 36）。凡從人發起，是人開始的，不管多

麼爲着神的，都不過是宗教活動，沒有基督的同在。 

亞伯照着神的啓示，憑信獻上祭物（來十一 4）；

挪亞照着神的吩咐事奉神，方舟裏的每一個尺寸，

每一個造法，都不是挪亞這個人能想出來的，乃是

神自己定規的（7）；亞伯拉罕照着神的顯現事奉神

（8～10）；摩西照着神的指示事奉神，拯救以色列

人，並且照着神的模型建造會幕（八 5）；大衞敬畏

神，與神合作，讓神作事（徒十三 36 上）；保羅照

着他在被征服的轉變時所見的異象而事奉（徒二二

8，10）。 

事奉上的基本原則乃是，一切必須是神發起的。

神的工作需要人的配合，但不要人發起；我們該毫

無保留的聽從祂。出於人的事奉，其中有自己的享

受、愛好和味道；出於神的事奉，卽使遇到爲難，

仍會向主獻上敬拜，繼續往前，不會着急也不和人

爭執。雖然我們一切的事奉都是由神發起的，但我

們必須在主面前學習背負責任，並絕對的忠心；我

們要倚靠主，聯於主並與主有交通，而執行我們的

事奉（林前四 1～2，七 25）。這種的事奉建造基督

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並豫備我們在永世

裏永遠的事奉祂。       （彭啓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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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五會所接待蒙恩報導

召會生活中的美德，其中有一重要項目就是

接待客旅。希伯來書十三章二節：『不可忘記

用愛接待客旅；因爲有人藉此不知不覺的款待了天

使。』爲着一個新人的出現，這樣的接待不僅擴大

了我們的度量，也在彼此的交通上摸着了基督身體

的一，使得基督身體的建造成爲實際可行的。 

桃園市召會十五會所於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

日接待了十三位韓國首爾全時間訓練中心的服事者

和學員。風聞韓國聖徒在操練靈上非常認真，這次

全時間訓練學員來臺移地訓練之旅，瞬間也叫我們

的靈跟着緊了起來，一同進入七倍加強的氛圍裏。

雖然在語言上的溝通，頗有爲難，然而從學員的到

來及各家的接待相調，我們能一同唱詩、彼此禱告，

乃是主爲我們衝破一切外在的限制，叫我們在愛中

彼此相愛，在靈中見證我們是一。感謝主奇妙的帶

領，使我們這兩地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生長

的人，在主裏能成爲一羣，作衪榮耀的見證。 

在六月二十五日的主日聚會，韓國全時間學員

與十五會所聖徒一

同擘餅，我們藉着一

個餅和一個杯，見證

宇宙中只有一個身

體。當天除了有青少

年展覽、各小區展覽

外，也有韓國學員們

的參訓見證及訓練

蒙恩分享。看見主恢

復中的下一代，他們

願爲主的名撇下一切，爲要接受訓練成全，向着主

奉獻的心志，就如同美麗的彩飾，如同清晨的甘露，

成爲一個個合乎主心意的青年人。我們心中的感動

不可言喻，也讓衆聖徒同被激勵。 

這次接待使我們深深感受到，主用身體的豐富

祝福了我們，也加強了我們對主的恢復之榮耀的盼

望，使我們都願跟從主的帶領，與衆聖徒一同見證

我們乃是一個身體。   （十五會所 徐之懿弟兄） 

 

桃園市召會國殤節信息特會報導 

月十日週六上午，北區國殤節信息集中特會

在一會所舉行，約有二百多位聖徒參加。感謝

主的調度，當天原本陰霾的天氣變得晴朗涼爽，弟

兄姊妹能不受天氣打岔，陸續前來。特別比起已往

的特會，有好多青年聖徒參加，叫我們很受激勵。 

信息主題說到『認識生命與召會』。特會共有

兩堂聚會，有兩首詩歌：補充本九二五首『永遠之

神榮耀定旨』、及補充本五○八首『哦，基督有一

榮耀召會』。弟兄姊妹藉着詩歌，靈裏先得着挑旺。

接着信息有六篇，前五篇由十位弟兄彼此兩兩配搭

話語服事，傳講過程實在滿了靈、滿了生命和供應。

末了，林弟兄交通第六篇『身體的實際與建造』及

總結，並

且說到實

行的點。

最讓人印

象深刻的

是，兩個

時段的分

享弟兄姊妹都相當踴躍。雖受時間限制，許多聖徒

只能簡短分享，但弟兄姊妹的靈和申言，更加強了

弟兄們的說話。如同信息裏題到的，生命在弟兄姊

妹裏面，也從弟兄姊妹身上活出來。 

這次信息題醒我們，需要看見神的定旨，乃要

得着召會。爲完成這個定旨，神要作活水的泉源，

湧流到我們裏面作生命。認識自己、認識生命，使

我們生命長大走神命定生命的道路。認識召會是我

們第二次的得救；使我們蒙保守在獨一的立場上，

受基督身體的限制。爲着基督身體的實際與建造，

我們需要凡事問問主，主動用靈，主動禱告，在一

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 

南區國殤節信息特會相調部份，在六月十日和

十一日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大人和小孩共計六百

二十二人參加。在兩天一夜的行程中，南區聖徒們

除了一同進入國殤節特會信息，還分爲中、西、東

三個照顧區有不同行程的外出相調。這樣的相調使

臨近生活圈的聖徒們有更多的聯結，也讓許多初蒙

恩的弟兄姊妹更調入召會生活。 

第一天晚上有專題的交通，爲着加強照顧區的

實行，特別由青職弟兄們製作專題報導，交通到『福

音與牧養』，弟兄們依各個照顧地區，規劃了召會

生活實行的負擔與方向。不僅讓弟兄姊妹看見新的

在 

六 

接待韓國學員與主日聚集 

北區國殤節信息特會，聖徒踴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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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氣象，也拔高了衆人的眼界，使我們能同心合意在

福音和牧養上一同與主往前。 

第二天的擘餅聚會，真是帶衆人上到了天上，

滿了對主的感謝與讚美。之後有兩堂國殤節特會的

信息，主題說到『認識生命與召會』。弟兄們藉着

信息內容幫助聖徒們更注重內裏生命的事；召會生

活不是僅僅在外面有活動、有聚會，而是讓神的生

命更多分賜到人的裏面。召會今天在地上作爲基督

的身體，是要完成神的心意，因此，召會必須是神

聖的，基督的，復活的，屬天的。本次特會相調的

服事，因着有更多青職聖徒的配搭，不僅在行程規

劃、專題內容豫備，都讓聖徒們覺得豐富且享受。

願主祝福祂的召會，使我們衆人在生命、福音和牧

養上，都能滿得祂的恩典和繁增。 

（十五會所 張賜滿弟兄、十會所 王賜恩弟兄）

 

桃園市召會國殤節信息特會蒙恩見證 

彀參加這次的國殤節信息特會，與有榮焉。我

最摸着的是，弟兄告訴我們，『在召會中一切

的工作和事奉必須由神發起。』千萬不要憑着自己

的天然熱心來事奉，乃要問問主：『主阿！我當作甚

麼？』一切的事奉都當照着神的吩咐或啓示來作，

纔能討神的喜悅。另外需要看見神的子民總該是一，

我們該聚集到獨一的名裏；必須站在獨一的立場上，

受其他肢體的限制。從『不見一人，只見耶穌』，擴

大到『不見自己，只見身體』。爲着主的恢復在地方

一面並宇宙一面的行動，我們必須在同心合意裏有

身體的感覺。 

生命長大的最好機會，就是在身體裏學功課、

被變化、得建造。最後弟兄給我們三個實行的路：

（一）活在相調的靈裏，操練運用我們的靈，在靈

中有更多相調，帶進身體的建造。（二）財務上彼此

有交通，爲着南區西濱會場購置，擺上我們的奉獻。

（三）年終展覽彼此代禱，讓人數加多，生命長大，

讓主得着榮耀。       （十八會所 房子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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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特會，我特別摸着關於召會的交通。召會在

屬天的這一面，要看見召會乃是在神的權柄

之下，弟兄題醒我們，在作一切日常決定時，是否

有活在祂的權柄之下？另一弟兄交通到，我們要儆

醒並忠信的保守召會的性質。是否漸漸覺得屬世的

娛樂可以滲進聚會方式裏呢？我們實在需要這樣警

告的話。如同祭壇位在會幕的入口，召會的入口就

是十字架，就如海關查緝拒絕一切的走私、病媒進

入國家，召會生活入口也需要十字架的消殺工作。 

  我們尤其需要操練靈，連外出相調，弟兄鼓勵

我們一上車就禱告。對於神在身體裏安排的一切，

都是神的主宰，我們也要樂意受限制。再怎麼輭弱

或剛強，都還是一個肢體，彼此需要，更要在一切

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 （十八會所 周士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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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讓小子在研究所最忙的一年，還能參加

國殤節信息特會。這次特會信息是交通生命

與召會，雖然這兩件事時常聽到，但藉由弟兄們的

幫助，讓我對生命與召會有更深的認識。 

  神有一個目標，就是這位三一神要作三部分人

的生命，爲要完成祂永遠的定旨。神的生命在我們

身上會遇到主觀的難處，就是我們心思、意志及情

感的難處。這些難處在我們身上，只有一個解決辦

法，就是我們必須經過十字架，讓十字架來破碎。

我們還需要看見一切的事奉必須是由神發起，並且

必須照着祂的意願來作。所以召會的性質是神聖的，

屬天的。此外，召會還需要站在獨一的立場上，受

基督身體的限制，在同心合意裏有身體的感覺。爲

要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還要認識基督身體的實際

與建造，就是在基督獨一的元首權柄之下活在基督

復活的生命裏，並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 

  弟兄專特解釋：『相調』。相調不是指外面的活

動，乃是讓神性與人性互相的調和。所以，我們天

天都可以相調，就是操練我們的靈與神的靈調和。

不只個人可以過這樣的生活，與弟兄姊妹也可以一

同操練靈，一同相調。另外，很寶貝在行程中互相

介紹，使我更認識西照顧區的弟兄姊妹。願藉由信

息的幫助，使我們的生命更長進，並在一切事上長

到元首基督裏面。       （十會所 廖元維弟兄） 

能 

這 

感 

南區國殤節信息特會相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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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祂是我真實的寄託 

小在傳統信仰家庭長大的我，屢屢見到長輩

們跪在廟裏，唸唸有詞，擲杯燒紙，還拿着籤

詩有笑有愁的。這是長輩們萬事的寄託。每當我望

着一尊尊各式各樣的像，他們不動也不說，莫名的

距離感及恐懼，更別說感受到愛。拜拜是母親的習

慣，我雖毫無感覺，但卻成了我的責任及義務 

三十五歲那年，在路上接到一張福音傳單，他

請我留下電話，並希望邀我參加他們的聚會。當時

心想，我怎麼會去呢？不久果真接到電話邀請，當

下順服答應。在聚會裏，有位弟兄簡介了聖經，很

好奇這本書爲何這麼多人讀？也有點害怕到底有甚

麼威力？暗想着，『怕甚麼，就算不信這本書，也要

找出個反對的道理。』結果兩個月過去，雖有讀經，

卻讀不甚懂。當再次受邀參加福音聚會時，心裏有

些期待，並且帶着妻子一同參加。當晚，我們夫妻

皆被感動，心中有了渴慕，一同呼求主名並受浸了。 

因工作必須奔波港臺兩地，以及初爲人父的勞

苦，成了我沒有過正常召會生活的藉口。之後經歷

了姊妹辭世、發現自己的肝腫瘤，不僅使我恐慌，

身心俱疲，甚至憤憤不平，

不懂自己作錯了甚麼，爲何

發生這樣的事？我在愁煩

中繞不出來，無法出門上

班，更不知如何安排失去母親的兒女們生活。 

此時，弟兄姊妹爲我們家代禱，使原是一身無

力的我，心暖了，淚崩了。向主吶喊：『主阿，你在

麼？我想你來緊緊抓住我，我就要掉到很深很深的

無底洞穴，我快撐不住了…』頓時，身體似乎被托住

了，閉着眼卻不見黑暗，呼吸也平緩了。就在耳邊

的代禱聲中，我也開始與主對話與禱告。 

弟兄姊妹如雲彩般探望並圍繞着我們，不住的

代禱、關懷、顧惜，緊密的與我們聯結，我得以回

到正常的生活，甚至肝腫瘤得到控制，孩子們也在

召會中開朗的長大。『主耶穌』成了我每早晨的第一

聲呼喚；『感謝主』成了我家睡前的禱告！我們一家

過着簡單踏實的召會生活，有享受，有盼望，而至

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八會所 楊德峯弟兄）

書報導讀

從羅馬書看神完全的救恩（第二十六至二十八篇） 

信息內容 

第二十六至二十八篇『神

的揀選』，我們來看羅馬書九至

十一章論到神的揀選這段話。 

真理要點 

  一、羅馬書第九章跟第十

章論到神揀選人的旨意和主權

（九 1~29），以及以色列人失去恩典的原因（九 30~

十 21）。關於神的揀選，一面神有絕對的主權；另

一面，人在神面前也有該負的責任。 

二、羅馬書第十一章，這是關於神的揀選的第

三段，陳明以色列人與外邦人彼此蒙恩的關係，說

到神的揀選永遠不改變。 

實行要點 

一、神願意向誰施憐憫，就向誰施憐憫；願意

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這是祂的主權。祂是創造

者，祂是造物的主；我們都是受造之物，我們在祂

跟前只有低頭敬拜，承認祂的主權。 

二、神爲人豫備好了義，人只要來到祂面前用

信心接受，祂就將義賜給人；這樣人就服在神的義

之下，就得着這義。結果，人在神面前就只有俯伏

敬拜，沒有可誇口的。直到今天，人來親近神，還

是在這兩個原則裏：第一，要憑信心，不憑行爲；

第二，人不能建立自己的任何事物，乃要讓神將祂

的事物建立在人身上。以色列人違反了這兩個原則，

所以他們失去了神的恩典。 

三、我們傳福音的結果有兩面：第一，叫人心

裏信主耶穌是救主，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第二，

叫人的口承認耶穌是主。這信乃是聖靈把恩典的話

放在我們心裏；因此，不必我們花功夫，不必我們

去找祂；等到我們蒙恩成熟的時候，神就安排環境，

叫我們聽見主的名字；也就是說，神把這恩典的話

擺在我們心裏，擺在我們口裏。我們口裏就說，祂

是救主，並在心裏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我們就

得救了。               （五會所 張忠永弟兄） 

從 

一、請爲各會所錄影訓練代禱。 

二、請爲 8/12~13路加集調代禱，7/16報名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