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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召會的恢復（二）
召會原初的情形、召會的墮落、以及召會的恢復

我

們要認識召會恢復的需要，就需要知道召
會原初的情形以及召會的墮落。召會原初
的情形有以下的特點：
（一）信徒不分階級（羅十
二 4~5）。（二）召會在世界而不屬世界（羅十二
2）
。
（三）遠避偶像，讓神說話（約壹五 21）
。
（四）
一地只有一個召會（啓一 11）
。
（五）各地召會交
通雖是一個，行政卻是各自獨立的（林前十 16）
。
（六）衆召會尊崇基督爲元首，讓聖靈掌權（徒
十三 2）
。召會的墮落包括：有了階級，與世界聯
合，有了偶像，不讓神說話，有了分裂，有了統
一的組織，篡奪了基督作頭的地位，侵犯了聖靈
的主權。
我們要明白召會的恢復，就需要認識神的心
意和祂的成就，以及撒但破壞的工作。新約啓示，
神對召會有一個明確的心意、定旨和目標；首先
神有一個定旨，然後祂進來完成祂的定旨。新約
也清楚的記載，神的仇敵如何進來破壞神所成就
的。撒但用以破壞神所成就之事的方法，有兩面：
內在的一面，乃是損害並敗壞神的子民；外在的
一面，乃是破壞神所成就的。針對基督，撒但產
生許多基督的代替品，分裂基督的身體，並藉着
聖品階級與平信徒制度，扼殺身體上肢體的功用。
神乃是一位有永遠定旨的神，祂滿有定旨，祂一
旦定意要作一件事，就沒有甚麼能改變祂的心意
或使祂停止。因此，在撒但的破壞後，神就進來
重新作祂先前所作過的。這就是把一切被撒但破
壞，而失去的事物再帶回來，並照着祂永遠的定
旨和原初的心意，使召會得着恢復。
第一世紀還沒有過去，主的恢復就開始了。
一世紀接着一世紀，這恢復接續不斷的往前。在
十六世紀，路德馬丁起來改教，將封鎖的聖經解
禁；他也根據聖經恢復因信稱義，但正確的召會
生活仍未恢復。在十八世紀，新生鐸夫被興起，

帶領摩爾維亞弟兄們恢復召會生活；他們與世界
斷絕，去掉階級之分，注重交通配搭，盡力保守
合一，去掉形式上統一的組織，並且讓基督爲首，
讓聖靈掌權。
在十九世紀，主在英國興起一班弟兄們，進
一步恢復召會生活。聖經在弟兄們手中，真是一
本解開的書，一本發光的書，因爲他們絕對聽從
主的話，許多重要的真理都藉着他們釋放出來。
他們絕對去掉階級，同作弟兄，互爲肢體，特別
注重相愛和交通。他們絕對消除宗派，維持合一
的見證。不過，他們在某些方面是失敗的，所以
那時主在整個西方世界都無法繼續往前。
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間，我們清楚看見一件
很重大的事，就是召會以地方爲界限的原則。這
一面避免分裂與紊亂，另一面又能避免超地方的
聯合。按聖經的教訓，每一個地方召會都該直接
活在主面前，向元首基督負責。召會的行政是地
方的，召會的交通是宇宙的，這是我們持守的原
則。各地召會有各自的行政，是不能超過地方的。
召會的交通不能僅是地方的，而必須是宇宙的，
因爲召會的交通乃是基督身體的交通。我們清楚
看見各地召會不能有統一的組織，因爲各地召會
都該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治，也該直接服聖靈的
權柄。我們注重普徧的祭司職分，也就是注重每
個得救的人都是祭司。我們也注重身體的配搭事
奉，勸勉衆聖徒都以身體爲原則，一同配搭事奉。
我們中間的歷史，一直是毫無妥協的完全離
開基督教。地方召會與基督教之間不該有橋梁，
我們應該就是我們所是的，沒有妥協或假冒，維
持我們與基督教之間的鴻溝。召會的恢復，就是
要帶我們脫離不合乎聖經的聖品階級與平信徒制
度，並歸回起初，照着神聖啓示而有之召會生活
的純正實行。
（郭明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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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會所青少年蒙恩報導

十

四會所青少年主日聚會於去年九月開始，
聚會人數平均有七人，含國小、國中及高中
生；服事者四人，皆爲青職。今年九月引進家長
們一同配搭服事。
藉着弟兄們的帶領，教導我們如何配搭牧養
祂的羊。一開始的主日聚會，我們共同追求享受
聖經之旅；之後漸漸調整爲青少年各自以一週七
天的聖經之旅內容豫備申言，使大家能一起操練
並豫備。除了每週的主日聚集，觀察週間的晨晚
興和與家長的交通、服事者的交通、以及週三爲
着主日的備課、特會信息的進入等，可以看見青
少年們內裏的基督逐日發光並鮮活。原本在小組
分享中不太開口的青少年，遂轉爲一個一個起來
申言，讓神得着榮耀，何等喜樂。
記得有次在特會中，領會的弟兄讓青少年站
起來會前禱告，十四會所的青少年姊妹們都站了
起來，一個接着一個禱告。此時，有位年紀較小
的姊妹由於害羞，等不到跟上禱告的時機，另一
位高中姊妹立刻走至小姊妹身旁，陪着她呼求並
禱告。姊妹們彼此相愛、活而生機的扶持，讓站
在她們身後的服事者非常感動，這樣的舉動勉強

不來，一切都是神作的。
因着
基督在青
少年裏面
的增加，擴
大青少年
的度量，從
今年十月
青少年參加中學生特會
開始，青少
年們一同操練背經，週間家長和服事者陪伴他們
一同禱讀、背誦，並於主日早上八點四十五分的
青少年團體禱告時驗收，聚會時展覽。希望主的
話更多的住在青少年們裏面，使他們在凡事上都
尊主爲大，凡事都有神的說話和顯現。
詩篇一一○篇三節說：
『當你爭戰的日子，你
的民要以奉獻爲彩飾，甘心獻上自己。你的少年
人對你必如清晨的甘露。』這是我們全體服事者
心中的盼望和負擔。願十四會所的青少年們能甘
心將自己獻給神，蒙保守脫離這敗壞的世界，一
生活在召會中，一同建造召會。
（十四會所 王曉嵐姊妹）

桃園市召會大學生九月福音節期報導

又

到九月各大學院校開學的時間，爲着各校
園的福音開展，在期初特會結束後，桃園
大學生有爲期一週的延伸特會暨開展訓練，使大
學生們能豫備好在校園中作福音的祭司。
在開展訓練中弟兄釋放信息，開啓大學聖徒
對校園傳福音的認識，並加強挑旺他們對福音的
熱火。後半段有實際的操練，帶學生們到校園中
傳福音接觸人，或到人多的公共場所大聲唱詩歌，
藉此突破自己的限制，操練靈並在靈裏放膽講說
神的話。到了下午，各自回到校園傳福音接觸人。

中原大學福音聚會

藉着這樣的訓練，每位大學聖徒都靈裏火熱，爲
主剛強開拓。
這次全桃大學福音節期出訪人次爲一千八百
四十八人次，共受浸三十九人，在各大學院校都
有許多的蒙恩：
中原大學的學生聖徒，出去配搭的靈比去年
更積極，不只舊生，剛入住的新生對於傳福音也
滿了負擔，每位學生的靈都新鮮活潑。
元智大學的學生聖徒，因起初福音聚會無人
受浸而過不去，興起團體的禱告一同拼到主面前，
並再次更新奉獻，隔天主將果子加給了他們。不
僅如此，先前穩定牧養的同學也在這次福音節期
中受浸得救了。見證我們的勞苦不是徒然的。同
時，元智校園因着有中原學生聖徒加入配搭，使
『讓愛飛揚』的愛筵交通中，得了三個果子。
中央大學的學生聖徒，則是主觀的認識主將
這所學校託付給他們；在禱告中看見主的需要是
大的，不能單有外面的工作而沒有主的同在，乃
是與主配合，與主一同前去傳揚國度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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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的學生聖徒，經歷了在身體裏配搭
開展的蒙恩。已往福音節期皆是各校弟兄姊妹服
事所屬校園，然而銘傳學生們不僅在自己校園盡
福音祭司的職分，甚至跨校園、跨地區去扶持福
音遊行或福音聚會，不管路程多遙遠，都樂意配
搭開展。
開南大學今年雖招生情形不佳，但在衆聖徒
的配搭下，得着二百多個名單，並有許多對象是
能繼續接觸與牧養。因着衆人多而迫切的禱告，
有位同學第一次來聽福音就受浸得救了。

2017.10.29

盼望
福音節期
不是一時
的，願這
福音的負
擔能在學
生和聖徒
開南大學傳福音前的團體禱告
身上成爲
一種生活和習慣，個個都宣揚福音並靠福音養生。
（十一會所 于艾寧姊妹）

桃園市召會大學生九月福音節期蒙恩見證

在

已往的福音節期裏，我常是第一週很火熱的
向人傳福音，到了第二週或第三週，因着功
課加增、體力不彀而使福音的火漸漸消退。但是
在這次的福音節期中，卻深深體會到配搭的重要
性，不只是與同伴間的配搭，還有許多來自各校
的學生們一同配搭扶持，經歷到我們在靈裏是一。
這股聖靈的大風吹來，使我再有新的復興。
另外也經歷若要將基督栽種到人的裏面，我
們自己就要先被主來餧養。當我在豫備福音聚會
的短講時，覺得這些詩歌、信息和見證故事，好
像也是在說給自己聽的，這些話向我發出亮光。
也就是說當我們向人傳福音時，自己就先享受了
福音。儘管在短講前，心裏仍有些膽怯、緊張，
藉着禱告求主給我剛強壯膽的靈和當說的話，並
竭力操練運用靈，把基督的豐富供應給人。
（四會所 陳冠霖弟兄）
----------------------------------------------------------------次開展是我第一次操練傳福音。一開始只
會與人打招呼，遞出單張給人；我向主禱
告，求主給我剛強壯膽的靈，讓我能放膽講說祂
的話。感謝主，現在可以流暢的講完『人生的奧
祕』，甚至邀約人呼求主名。
有次遇見一位福音朋友，她很敞開且願意呼
求主名，也答應受邀前來。傳講完後她問我甚麼
是受浸，那時有種感覺她會得救，藉着讀經並帶
她看浸池，她毫不遲疑的決定受浸。過程中主似
乎告訴我，祂揀選了我，乃是要我爲祂結果子。
感謝主，她順利得救了；藉着姊妹們的幫助，使
我知道後面的餧養纔是重點。想想自己仍在被餧
養階段，現在換我來牧養人，真怕自己搆不上。
姊妹們說，這並非個人的事，乃是身體的事。我
很摸着，我們是在基督身體中一同開展與牧養，

這

沒有人是單獨的。
（九會所 梁慈恩姊妹）
----------------------------------------------------------------謝主，對於主在校園的工作，我從一開始知
道是主的需要，而非我的需要，如今轉變爲
這是主所託付我的。當大家向主迫切禱告，我越
發看見主的需要是大的。那次禱告之後，我們的
靈重新如火挑旺起來，聖靈推動我們，經歷我們
不是出去傳福音而已，乃是同着主，與主同工！
當我們渴慕得着祂更多，不僅讓主流進我們裏面，
更藉着我們湧流出去。雖然過程中會輭弱，一旦
同着弟兄姊妹禱告，又再被衆人禱告的靈點活，
使我們也渴慕點活我們所接觸的毎一個人。
我們的能力不在於作工多少，乃在於禱告多
少。中央大學是主賜給我們的美地，我們需要擔
起託付，然而這次我更是經歷到不憑自己努力，
作出汗的工，乃是獻上更多的禱告與主同工，在
同心合意裏配搭往前。 （十會所 廖敏君姊妹）
----------------------------------------------------------------是在這次福音節期得救的新人，一得救後，
就跟着弟兄姊妹出去傳福音。好幾次遇見不
敞開的福音朋友，他們不接受主耶穌，但是感謝
主，至少我把主耶穌告訴他們了。因着英語是我
的興趣，當我遇見外籍生會上前接觸他們，就算
他們不接受，裏面也滿了喜樂，因爲我把福音傳
出去了。不僅如此，我也帶朋友們來召會，他們
雖然不感興趣，但相信主會在他們身上作事。
然而自己纔剛受浸，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需
要學習，但我很喜樂，因着福音節期我認識主更
多了，也藉着聖經和詩歌，明白主在我身上的旨
意。所以不只我成爲基督徒，我的朋友們也要成
爲基督徒，使我們能一起享受主，在校園中作見
證。
（十一會所 戴子恬姊妹）

感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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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耶穌何甘甜，有祂話語作把握

我

升國一時，在臺北市召會第十會所受浸，那
時有政治大學的大哥哥大姊姊陪着我們過
甜美的召會生活。之後高中讀夜校，工作又要輪
班，慢慢就不聚會了。
二十六歲那年，發生了一個擦撞的車禍，我
的右腳受傷，當時同事的叔叔熱心幫忙筋絡推拿，
結果拗一下，右腳膝蓋反而更嚴重。隨後到醫院
開刀，經過兩個月拆石膏，腳卻無法站立。有位
弟兄介紹一位國醫給我，當醫師看了 X 光片，告
訴我不用拿藥，會好就是會好，沒別的法子。聽
到醫師這樣的宣判，整個人跌到谷底，無法接受。
我撐着拐杖，在回程的計程車上淚流不止。
絕望之際，想起我的主耶穌，開始向祂禱告：
『主阿，我的腳不能站，無法使力，該怎麼服勤
站崗（當時擔任交通警察）
，而且我還沒嫁人，我
的將來怎麼辦？』主給了一句話：
『我的恩典彀你
用的。』
（林後十二 9）記得這話向着我是透亮清
楚的，但我還是哭。主又說：
『應當一無罣慮，只
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帶着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裏，保衛你們的
心懷意念。』
（腓四 6~7）
就在我害怕雙腳是否真
能行走之時，主繼續說：
『小信的人哪，你們爲
甚麼膽怯？』
（太八 26）我立刻停止哭泣，擦乾眼
淚，有主的話作把握還怕甚麼！
以前聽弟兄姊妹見證，主是如何對他們說話，
我真羨慕，一直疑惑主怎麼都不向我說話？經過
這事，我知道主是愛我，祂向我說話，我就抓住
祂的話，有更多的禱告。不僅開始恢復正常的召
會生活，因着努力作復健，主是信實的，我的腳
真的好了，可以正常走路，甚至能跑三千公尺。
後來結婚成家，回想國中時接受弟兄姊妹的
照顧，就有心願開家服事青少年、大學生，如今
家中常有許多青少年唱詩的歌聲及歡笑聲。感謝
主，在我最需要時向我說話，加強我的信心，使
我認識祂是又真又活的神，並消除我的擔心，以
祂自己來供應，完全滿足我所有需要。
（十三會所 李徐麗雲姊妹）

書報導讀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四至六篇）
信息內容
第四篇說到『恩賜的盡功
用，與基督身體的長大並建造
（二）』
，第五篇信息闡述『身體
的一以及肢體的恩賜』
，第六篇
信息說到『恩賜的盡功用，與基
督身體的長大並建造（三）』。
真理要點
一、恩賜的賜下乃是爲着建造召會，而建造
召會是爲要藉着召會，使基督能充滿萬有。有恩
賜之人所作的事，就是要叫人裏面充滿基督。真
實屬靈的恩賜，乃是使人裏面基督的成分加多，
使人裏面充滿基督。召會裏各肢體恩賜的產生，
乃是由於神因着並藉着基督的救贖所賜給的恩
典。神把恩典賜給基督所救贖的人，這恩典在他
們身上顯出功用，就成爲他們的恩賜。
二、召會的功用要顯出來，首先需要有一，
但是光有一不彀，還需要恩賜。若僅有身體的和
諧一致，而沒有各肢體的盡功用，整個身體仍沒

有顯出功用。身體要有功用，首先需要維持並保
守一，其次需要肢體的恩賜顯出來。有恩賜的人
盡他們的職事，以成全聖徒；衆聖徒得了成全以
後，就顯出他們的功用。這樣各個肢體都盡功用，
就叫身體能彀長大，把身體建造起來。
實行要點
一、我們傳福音、幫助弟兄姊妹，實際上是
要使他們裏面基督的成分加多。我們今天所要作
的，乃是要使這位榮耀的主能彀經過我們，好叫
我們能爲祂勞苦，使祂能進到人裏面，加增到人
裏面。
二、神所託付那職事的工作，不是叫人發熱
心，或叫人爲着基督有更多活動，乃是要把人帶
到基督裏，帶人更深的經歷基督。因此我們要在
愛裏持守着真實，在每一件事上都長到基督裏面。
（三會所 滕以勳弟兄）

第四版

一、請爲 10/29～11/4 姊妹集調蒙恩代禱。
二、請爲 11/9（週四）全召會長青聖徒在虎頭山
相調蒙恩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