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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十） 

被神的建造所量度 

本聖經是一本建造的書；聖經的主題乃是

神的建造。建造乃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

的三一神在榮耀裏團體的彰顯。建造是聖經的主

題，是神心頭的願望，是神經綸的目標，也是主

恢復的目標。以西結書開始於主榮耀顯現的異象，

結束於神那聖別建造的異象；這指明主的榮耀、

神的審判和主的恢復，都是爲着神那聖別的建造。 

按照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節上半之豫表的豫

言，基督旣是那建造召會作神的殿者，也是用以

建造召會的元素。基督建造召會乃是藉着將祂自

己建造到我們裏面，就是藉着進到我們靈裏，並

從我們靈裏將祂自己擴展到我們的心思、情感和

意志裏，以佔有我們整個魂（弗三 17）。這建造就

是神性與我們蒙救贖、復活並被拔高之人性的調

和，成了神的居所和我們的居所—相互的住處（約

十四 23）。至終，這建造將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

冷，直到永遠；在新耶路撒冷裏，神的贖民是帳

幕給神居住，而神自己是殿給祂的贖民居住（啓

二一 3、22）。 

主囑咐以西結將神的殿指示神的百姓，使他

們被神的殿所量度，而因自己的罪孽慚愧（結四

三 10~12）。神的心意是要藉着殿，核對以色列人

的生活、行爲；在以西結書裏，神用殿量度祂的

百姓。因爲神的殿要作他們的規律，所以神就囑

咐以西結將殿的設計指示他們。神的殿是規範，

百姓若在這規範的光中察驗自己，就會知道自己

的缺點。我們需要從以西結書看見，內住基督的

要求乃是照着祂的殿；每個人都必須照着神殿的

尺寸被量度並核對。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

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結四三 12）在山

上就是在復活裏，並在升天的地位上；這指明召

會生活必須是高的，在山頂上。召會也必須是聖

的，從一切屬世的事物分別並聖別出來。神殿的

法則與神的特性有關。在召會生活裏，我們若在

復活裏，並在升天的地位上，且我們若是至聖的，

那麼我們就能作神的住處。今天大多數信徒覺得，

道德的規律和屬靈的原則足以作行爲和舉止的規

則；很少人領悟，我們的行爲和舉止不但該照着

道德規則和屬靈原則受察驗，也該照着召會，照

着神的殿受察驗。今天主所關切的不是律法，乃

是殿；祂所關切的不是屬靈，乃是召會。 

身體生活是我們屬靈最大的試驗；我們若不

能通過身體生活的試驗，我們的屬靈就不真實。

屬靈是身體的事；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身體裏，

都是經過身體，也都是爲着身體的。在身體裏不

能有獨立或個人主義。我們必須保守身體的一並

實行相調；相調對保守基督身體的一，是最有幫

助的。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藉着基督復活的大

能而模成基督之死的一個團體生活。基督身體的

實際，乃是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身體要求信徒

完全在基督復活的生命裏。惟有基督是身體的頭，

只有祂有權柄指揮祂身上肢體的行動。我們必須

有身體感，顧到身體的感覺和身體的平安。 

身體長大和發展的基本要求，是我們認清自

己的度量，不越過這度量。身體有正確的等次；

因此，我們應當承認並尊重身體裏的等次。彼此

互相是身體的特徵；我們在身體裏的關係乃是彼

此互相、互相倚靠的關係。神聖的交通就是活在

基督身體裏的實際。我們需要顧到身體的長大，

以及身體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我們應當一直

考慮到身體、顧到身體、尊重身體，並且作任何

事都要對身體最有益處。得勝者看見身體、認識

身體、顧到身體、尊重身體、作身體的工作；並

且他們持守基督身體的每一個原則，使基督得着

完滿的彰顯。               （吳文宏弟兄）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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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八會所外出事奉相調報導 

謝主，在八會所弟兄們的安排下，七月二十

二日帶領全會所共約一百六十位聖徒，到北

投地區舉行今年度第二次外出事奉相調活動。除

了參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貴子坑露營場，也訪

問暑期接待滿檔的臺北市召會第三十七會所，邀

請弟兄爲我們交通『作區負責該有的作爲—如何

經營自己的區』。神的心願是要我們建造基督的身

體，而作爲一個區負責該有的體認就是領受從主

來的託付，並忠信服事。在交通前，弟兄讓我們

先以兩個『區』爲單位，思考目前區裏在主日、

牧養及福音上所遇到的問題，並試着提出改進作

法，接着各區上臺分享檢討與改進方向。 

各區分享後，弟兄帶着我們從盡功用、氣氛、

投入聚會、吸引度、繁增、晨興、禱告聚會以及

彼此身體感等指標，來評量一個區的健康程度。

弟兄也分享經營小區的關鍵步驟：（一）建立事奉

核心，要找到一班能同心尋求的屬靈同伴；同時

要學習作一個會『黏』人的人、『就』的人、『敞』

的人。（二）學會照顧人與餧養人，保持每週與區

裏每一位聖徒有交通，成爲值得信賴及託付的區

負責，並幫助每一位聖徒建立晨興的生活，藉着

主的話

彼此餧

養。（三）

要有活

潑豐富

的區聚

會，事先

作充分的豫備，帶領合適的詩歌，讓區內所有的

人都能申言爲主說話。（四）看重禱告聚會，帶領

弟兄姊妹一同進入禱告的負擔，還要把禱告聚會

作的有享受。（五）要不斷的有新人出現，不斷的

有人受浸、餧養，推動聖徒實行活力組（伴），推

動兒童活力排，並開家愛筵接觸人。 

  最終弟兄勸勉我們，要『作中學、學中作』，

珍惜主量給我們的機會，操練被成全，作一個有

度量、有性能的人。內容語重心長，雖然是交通

區負責的負擔，也說到聖徒們不能置身事外，因

爲召會的建造不僅是長老、同工、服事者的事而

已，需要把自己當作一個區負責來經營所屬小區，

最終達到『人人盡功用、全體都事奉』。 

（八會所 胡哲瑋弟兄） 

 

二○一七年桃園大學生印度開展報導 

園大學聖徒配搭海外開展，到了印度擁有

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城市─孟買。計有十六

位桃園的大學聖徒與服事者，以及八位印度訓練

學員於八月二日至十三日寫下了神聖的歷史。 

  爲期十天的開展，弟兄姊妹處於一個高度被

吵雜髒亂、氣味難耐的環境環伺下，不免令人擔

心養尊處優的臺灣青年能否適應？然而在這個處

處不便、各面艱難的境地，啓發出青年人隨遇而

安、克服困難的性能，以及適應一切環境的復活

生命。個個充滿福音的負擔，在人羣中搜尋印度

大學青年的蹤跡，若有發現便行動快如閃電，以

親切的問候融化印度青年對我們的陌生感，真誠

的傳講讓他們卸下心房的開口呼求。 

  每天兩個時段共五小時，持續走在赤熱又會

突然暴雨的街上傳福音，這對大家的體力是很大

的考驗。儘管勞碌奔走，裏面卻不斷的催促，要

堅定往前尋找平安之子。十天內共接觸了上千位

福音朋友，其中有七百餘位聽到福音傳講，五百

餘位當場呼求主名，約四百位留下聯絡資訊。雖

然當地大部分的人都會停下來聽我們說話，但實

際受邀前來的卻少之又少，因此在第一週開展留

下無人受浸的記錄。衆人負擔迫切，禁食禱告，

向主要八個果子，終於當天晚上有了突破，兩位

福音朋友受浸。接下來幾天經歷了失望、調整、

忍耐、破碎，最後一天主將八位新人加給我們。 

  回顧這次開展，衆人具體經歷了以下六項恩

典：（一）主的主宰與保守，在險境中享受主作奇

妙的平安；（二）新人相調與配搭，超越種族差異，

感 

桃 

與當地聖徒合照 

訪問臺北市召會第三十七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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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彼此珍賞、學習、一同爭戰；（三）天然的了結與

復活生命的釋放，勝過環境落差與開展絕境，同

心合意迫切禱告；（四）生命度量的擴大，更懂得

奉獻與付出，在失敗中學會突破與往前；（五）國

度的開展，帶着擴展印度見證的負擔；（六）榜樣

的激勵，看見當地開展的家鮮活的見證，吸引衆

人海外開展的心志。願主繼續祝福祂在孟買甚至

全印度的開展！       （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二○一七年桃園大學生印度開展蒙恩見證 

大一上學期開始，服事者就經常說到大學四

年中，一定要去一次海外開展。原本心裏很

抗拒，尤其是去一個不熟悉且常在新聞中出現負

面消息的國家。實在是主的呼召，某天晚上不知

爲甚麼竟答應服事者，會一起去印度開展。 

  在印度開展的八天裏，真是不斷的經歷自己

的失敗，然後再轉向主。第一天到了開展的公園，

腦中一片空白，結果在印度的第一天沒有接觸或

傳講到半個人。當時心情十分下沉，仍不知到底

該怎麼辦。隔天的晨興，讀到與升天基督天上的

職事合作，不是憑着我們自己，乃是要憑着三一

神在我們身上作我們的生命，並靠着祂作我們的

力量、能力和權柄。因此就向主有一點禱告，讓

我不再只是想要靠着我天然的能力，而是讓三一

神在我身上有主權。接着就在信心中出去，用我

蹩腳的英文跟人講說我所有的這位神。 

  很摸着出去開展，就是不斷的反我們的天然，

只有當我們自己被削減，主纔能來使用我們。印

度學員跟我們分享他對於奉獻的一些蒙恩，並認

真的看着我們這班大學生，告訴我們說他希望我

們每個人都要作一個奉獻的人，直到主回來的日

子。當下很感動，覺得自己需要愛主更多。感謝

主給了我去印度開展的機會，不但開拓我的眼界，

也讓我更愛我的主。    （四會所 林祈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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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的憐憫，讓我有機會在漫長的暑假中有

分於印度開展的行動。在開展中，很寶貝能

經歷基督的治死並祂復活的大能。開展的前幾週，

由於語言能力不足，開始狂背英文版『人生的奧

祕』，以爲背得很流利就不用擔心傳講。到了當地，

配搭開展的聖徒說，在印度傳福音並不適用『人

生的奧祕』，當下

自己就像是失去

武器的士兵一樣。

外出前感到非常

的不安，撒但頓時

利用這件事來攻

擊我，使我覺得灰

心喪膽；再加上同伴們都能自然的跟印度人傳講

福音，讓我倍感壓力。此時主題醒我，人的盡頭

就是神的起頭，卽使多麼想盡上自己的那一分，

但背書是我天然的能力，主就藉着這個環境讓我

一切天然的能力都用盡，使祂能在我身上作祂所

想要作的。 

  這一天結束時，我向主有個奉獻的禱告，感

謝主將我天然的能力治死，讓祂的大能在我身上

能彀運行，不只是開展期間，更是未來的每一天

都要倚靠祂。之後幾天的開展中，根本不需要使

用『人生的奧祕』，只靠着主在我裏面卽時的說話；

而當我們學習倚靠祂時，主的祝福自然就來，將

可以接觸的人擺在我們面前。感謝讚美主，在人

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九會所 胡季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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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主的帶領使我有分於這次印度開展，一開

始想了很多也擔心許多，弟兄讓我們學習的

第一堂課乃是忘記一切，傾倒以贏得基督。於是

接下來幾天裏，常常與主有交通，求主使我能放

膽。因着在開展期間，看見許多敞開的學生，也

摸着印度聖徒的分享交通，以及與學員們在同一

的靈裏迫切禱告，我開始對人有負擔，很渴望將

主的生命帶到他們裏面。這使我在傳福音的事上

有了突破，願意主動接觸人並打電話回訪。然而

主卻來光照我，看見我需要有配搭、需要活在身

體裏面，因爲傳福音時總是倚靠自己的英文能力。

很寶貝主量給我的同伴，他們幫助我時時回到靈

裏並激勵我，用主那活的話供應我，雖然有開展

壓力，卻能一再否認己，爲着主的行動繼續往前。 

  這樣的開展實在太喜樂了，一面來說，我享

受這位作我們每日供應的神，使我在傳福音時能

不斷聯於祂，並在禱告的靈裏爲接觸的對象禱告；

另一面，我也經歷到祂是又真又活的神，當我們

放下一切，憑信往前，主給的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這讓我對海外開展的異象有更新的看見：我們傳

福音乃是因爲我們愛主！盼望我能更多裝備語言

和真理，繼續與主的行動合作，竭力擺上自己，

爲着迎接主的回來。   （十會所 杜潔恩姊妹） 

在 

感 

藉 

向印度人講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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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神就是愛 

小生長在一個缺乏愛的家庭裏，父母之間

感情不好，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也很冷淡。

家中是傳統信仰，父母非常熱衷拜拜，甚至出資

和朋友合蓋一間廟。當時我被強迫跟着父母靜坐、

念經，卻不懂有何意義；也看過被邪靈附身的人

舉動怪異，口裏唸唸有詞，或是說着誰會發生甚

麼事。大人們又跪又拜，讓人心裏更不平安，結

果使人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來尋求真實的平安。 

  在十二歲那年，有一神明豫言我家會發生大

事，不久父親生意投資失利，最後演變爲破產倒

閉，於是父母就分開了。母親帶着姊姊哥哥和我

搬到廟裏生活，她還將忿怒以及恨惡父親的心情

全宣洩在我身上，對我常是又罵又打，甚至打得

皮開肉綻。一天過一天不斷責打，很氣母親、很

不諒解爲何她要如此待我。直到十九歲那年，我

選擇離家生活，母親也沒想過要找回我，反倒說

我若離開了就不要再回來。聽到母親的話，對這

世界更加心灰意冷，世上真有神麼？佛法不是助

人爲善麼？不該讓人有平安、有和平麼？ 

在外獨自一人的生

活並不順遂，工作換了

又換，心中沒有依靠，常

常有消極的想法出現：

要不要就此結束自己的

生命？是否一了百了？ 

公司裏來了一位新同事，是個基督徒，我常

向他訴說煩惱。因着在工作上受到一位主管極大

的誤會，使我內心憤憤不平，十分難過。這位基

督徒同事就陪着我流淚禱告，使我心中充滿感動，

並向我傳福音，帶我參加聚會，心想不妨一試。

聚會中，我在弟兄姊妹身上找到了所渴望的愛與

溫暖，更是找着人生的目的，在神愛子的國度裏

一切的問題都得到了解答。原來基督就是愛的源

頭，祂先愛我們，我們纔能愛；當我們充滿了神

的愛，也纔能去愛別人。主說，『我來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這愛是

遠超一切、不可度量的愛。 

（八會所 陳徐韻婷姊妹） 

書報導讀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篇） 

信息內容 

第二十二篇是『關於召會

之奧祕的啓示與職事（二）』，第

二十三篇是『恩典賜給人，是叫

人傳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

第二十四篇是『將神奧祕的經

綸向衆人照明』。 

真理要點 

一、以弗所三章七節保羅說，他照着神恩典

的恩賜作了執事，意思是神給保羅得着恩典，就

在他裏面發生一個作用，成爲他屬靈的才能，作

爲恩典的恩賜，這恩賜的產生乃是照着神大能的

運行。恩典是指神自己作生命，給人有分並享受。

恩典的恩賜，意思就是因着享受神的恩典而產生

的才能和功用。 

二、三章八節我們看見保羅裏面的生命和我

們裏面的生命是同一個生命，都是神的恩典。並

且這個恩典賜給人，是叫我們將基督當作福音傳

給人。三章九節說，這恩典賜給保羅，要他傳揚

基督的豐富以及神奧祕的經綸。神對於召會之奧

祕的啓示包含：（一）這奧祕是關於基督的；（二）

是神在永遠裏所立的定旨；（三）從前是隱藏的；

（四）如今啓示出來；（五）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

同樣有分的；（六）目的是要藉着召會，使諸天界

裏執政的、掌權的，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實行要點 

一、我們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生命是

生命，恩賜是恩賜，二者是分開的。但以弗所書

告訴我們，屬靈的恩賜乃是從生命裏長出來的。

一個聖徒若是生命不長進，恩賜就不能成形；恩

賜的成形乃是藉着生命的長大。 

二、召會的職事，就是將基督這豐富分賜衆

信徒作恩典，給他們享受。因此，我們不只得到

啓示知道基督的奧祕，還要傳揚基督的豐富，叫

人知道神在祂奧祕的定旨裏對召會的安排。 

            （四會所 林語光弟兄） 

從 

一、請爲 9/6~29各大學校園福音節期開展得人代禱。 

二、請爲 9/23（週六）青職特會，各會所能有更多青

職聖徒及朋友報名參加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