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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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召會的墮落—巴比倫的原則以及得勝的路 

篇信息說到召會的墮落，並題到巴比倫的

原則以及得勝的路。我們要看，得勝的路乃

是以基督作我們的燔祭，並讓祂在我們的裏面重

複繁殖的生活，使我們能彀被基督化，來爲着建

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我們先來

看巴比倫的原則是甚麼？巴比倫（希伯來文，

Babel，巴別）的原則是人打算用人的能力（由甎

頭所表徵），憑人的努力從地上造到天上（創十一

1~9）。石頭是神造的，甎頭是人造的。照着巴比

倫原則而活的人，沒有看見他們是有限的，卻以

爲他們有天然的本事，能憑着人的努力，就可以

作主的工。神的建造不是用人造的甎，靠人的勞

力，乃是用神所創造並變化的石頭，且靠着神的

工作。 

巴比倫的原則就是裝假（啓十七 4，6，太二

三 25~32），是亞干所犯之罪的意義（書七 21），

因他貪愛一件美好的巴比倫衣服，想要把自己妝

飾一下，讓自己體面一點，光彩一點。裝假這也

就是欺騙了聖靈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所犯的罪。

甚麼時候，我們穿上一件與自己實際光景不相稱

的衣服，我們就在巴比倫的原則裏。因着要得人

的榮耀所作假冒的事，是憑着妓女的原則作的，

不是憑着新婦的原則作的。 

巴比倫的原則就是不看自己爲寡婦，反倒榮

耀自己，生活奢華（啓十八 7）。惟有墮落的人，

不看自己爲寡婦；就某種意義說，在基督裏的信

徒在今世是寡婦，因他們的丈夫基督不在他們這

裏了；因爲我們所愛的主不在世界這裏，我們的

心也不在這裏。我們生活中任何過分的就是奢華，

就是巴比倫的原則。 

巴比倫的原則就是妓女的原則（啓十七

1~6）。巴比倫的目的就是要傳揚人的名，否認神

的名。巴比倫的意思就是混亂，在召會中我們不

該有不同的說話；我們該只有一個心思，一個口。

對於在巴別背叛的人，結果乃是分散。巴比倫也

是神的物與偶像之物的混雜。 

主在啓示錄裏的呼召，乃是要祂的子民從巴

比倫，就是從背道的召會出來，回到召會的正統

（十八 4~5）。神的話是說，一切有巴比倫性質的

東西，神的兒女都不能有分在內。神最恨巴比倫

的原則，一切不絕對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

倫。我們要求神給我們光，讓我們在光中審判我

們裏面一切向祂不絕對的東西。當神審判了那妓

女，把她所作的工作、所有的東西、所代表的原

則，一起都摔碎丟棄了，天上就有聲音說，『阿利

路亞！』。 

我們要勝過巴比倫的原則，就需要天天以基

督爲我們的燔祭；燔祭豫表基督過一種完全且絕

對爲着神並滿足神的生活，並在於祂是使神子民

能過這樣一種生活的生命（利一 3，9，林後五

14~15，加二 19~20，腓一 19~21 上）。當我們藉

着禱告按手在作我們燔祭的基督身上，我們就與

祂那賜生命的靈聯結成爲一，祂就立刻在我們裏

面行動並工作，而在我們裏面過一種生活，是重

複基督在地上所過的生活，也就是燔祭的生活。

燔祭要留在壇上的焚燒處，直到早晨，表徵燔祭

該留在焚燒的地方，經過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

晨，就是直到主耶穌再來（利六 9，彼後一 19）。

且壇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燒着，不可熄滅。燒成

的灰是燔祭的結果，是神悅納供物的記號。灰指

明基督之死的結果是把我們帶到盡頭；就燔祭而

言，灰不是結束，因爲基督的死帶進復活。神重

視這些灰，因爲這些灰至終要成爲新耶路撒冷。 

（林啓天弟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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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五會所福音架構蒙恩報導 

永遠的目的是要得着基督的身體，並且所有

經過成全的聖徒，個個都能作建造基督身體

的工作。在神所命定新約事奉的路上，我們第一

需要實行的事，乃是傳揚福音，且是基督身上的

衆肢體個個有分。 

十五會所實行福音的架構已有一段時間，原

先傳福音的時段是在週六下午。然而爲使更多的

弟兄姊妹能一同有分，從今年九月起，十五會所

規劃每週一晚間七時三十分至八時四十五分爲共

同傳福音、家聚會的時段，弟兄姊妹們領受負擔，

積極配搭，在陽明運動公園、後火車站、便利商

店門口等地，尋找平安之子，一同還福音的債。 

在實行上，禱告是傳福音的開始，我們於七

時三十分先到會所禱告，叫我們先進入神祝福的

享受裏，使我們在賜福的雨下成爲福源，並得着

從高處來的能力，放膽講說神的話。八時再編組

成軍，兩兩三三，成爲一個個祭司團，沒有一位

是落單的，在身體的配搭裏一同出外訪人。 

因着這樣的實行，衆人皆見證神實在祝福祂

的召會。從時段調整至今，已有五次的外出傳福

音，參與聖徒人數逐漸增多，一開始大約十位聖

徒，增加到超過二十位聖徒配搭傳福音，參與人

數成長了兩倍以上。年齡層從三歲到六十多歲，

環環有分，衆肢體各盡功用。一張單張、一聲問

候，使附近鄰居與看望對象都得安慰顧惜。 

由於

十五會所

位於後火

車站，緊

鄰陽明運

動公園，

晚間滿了

下班及運

動的居民，藉着福音開展，聖徒們接觸了許多願

意留下聯絡資料的青職、國高中生、祖孫、親子

等，可以進行後續的邀約。特別是在九月十一日

實行第一次福音行動的晚上，三位弟兄遇見一位

簡姓福豐國中三年級生及另兩位小六學生，他們

都答應參加福豐國中小排。神的揀選何等奇妙，

這位簡同學在十年前，還是幼童就參加過聖徒家

中的兒童排。在弟兄們的邀請下，簡同學也邀了

另一位國三生陳同學及就讀桃農高一的林同學，

相約參加九月二十九日的青少年福音饗宴，反應

良好，之後更是答應參加十五會所的戶外相調。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節：『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

名裏。』願主記念這樣的福音行動，叫衆聖徒同

心合意傳揚福音、興旺福音，好在這地上，建立

祂的國。            （十五會所 李文聖弟兄） 

 

桃園市召會青職特會報導 

年桃園市召會青職特會於九月二十三日舉

行，共有三百四十五位的青職與服事者，一

同於七會所聚集。雖然特會時間不長，但是藉着

弟兄們話語的服事，以及小組方式進入信息與分

享，使我們都得着特會的負擔，再被加強。 

  本次的特會共有三篇信息、兩項專題交通。

信息交通首先看見基督身體的建造，不是倚靠少

數人，乃是個個都能作建造基督身體的工作。所

以傳揚福音，人人要去；家排聚會，人人該作；

爲主申言，人人都能。而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我們也需要基督生機的牧養，享受基督作草場。

在生活中更多的喫基督，也就是讀恢復本聖經、

生命讀經，使我們得着豐富的裝備，得以餧養人。

另一面，我們也需要過牧養的生活，爲着傳揚福

音並復興召會。因此，我們需要有豫算，在主面

前禱告，列出親友名單，找出可能得救的人，爲

他們禱告並餧養他們，這樣我們就能得着果子。 

專題交通則是關於生命讀經追求，以及明年

國際華語特會的服事。首先，爲幫助大家更便利

的追求生命讀經，弟兄們製作一個『生命讀經追

求平臺』，可透過手機閱讀，或可播放以『聽』的

神 

今 

桃園後火車站傳福音 

弟兄在臺上釋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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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方式進入，使我們更容易的到草場享受基督，也

在手機的使用上，操練『揀選生命』。另外，爲着

明年的國際華語特會，弟兄們特別交通我們需要

抓住蒙恩的機會，打開家接待海外的親人；同時

也需要爲另一個特別的服事作豫備，就是與全召

會二百位的青職配搭，在大會中與二位帶詩的弟

兄一同領唱詩歌。感謝主豫備服事的機會，使我

們能在要來的特會中，與衆多青職們一同蒙恩。 

藉着這次的青職特會，更新我們的異象，也

有具體實行的路。願主繼續加強我們，起來追求

主話、配搭牧養，與衆聖徒建造基督的身體。 

（十會所 花林羿岑姊妹） 

 

桃園市召會青職特會蒙恩見證 

次青職特會的主題：『生機牧養，建造神

家』，讓我看見在神的心意裏，要我們個個

都能成爲生機的肢體。在第一篇內容說到，不單

是倚靠召會的負責弟兄、同工或全時間的聖徒，

而是看見我們需要人人有分，並在配搭服事中得

着建造。 

  爲要讓身體擴增，得着並托住新人，我們需

要有負擔先讓自己被話語構成，纔能藉着家聚會

傳輸真理、供應生命。因爲人肯花費好幾個小時

聚會，不單是因爲我們這裏的人好或是有東西喫，

而是在聚會裏有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因此，

我們要操練禱、研、背、講，得以將聖經中所啓

示的基督申言出來；還要讀生命讀經的信息，使

我們陳明的真理滿有生命。求主保守我們，讓我

們爲着結常存的果子，個個裝備真理，傳揚高品

福音，牧養成全聖徒，並彼此建造，爲着召會的

復興。               （九會所 程柏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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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篇篇題爲：『藉着基督生機的牧養，並帶

領聖徒享受基督作草場，爲着建造基督的身

體』。在信息中題到人肯來聚會，是因這裏有剛強

的話語供應及豐富的真理傳輸。對我來說真是如

此，每逢聚會後總能再剛強起來。然而藉此特會

也知道，只靠接收話語供應是不彀的，惟有自己

研讀聖經與生命讀經，纔能被主的豐富浸透，不

僅裝備自己還能傳揚福音、陳明真理、供應生命、

牧養羣羊。實在需要留在基督這草場上，享受豐

盛的生命。弟兄交通，已開發便利的 APP 程式及

網站，能隨時觀看並收聽信息，您使用了麼？是

否被娛樂、喜好、各樣試誘捆綁而不自知？需要

懂得揀選生命來喫，隨時隨地都要享受基督。 

（四會所 蔣昕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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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所四章十二節：『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

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這次青職特會標題：『生機牧養，建造神家』，我

很摸着第三

篇信息：『過

牧 養 的 生

活，爲着傳

揚福音並復

興召會』，我

們需要過牧

養的生活，就是在愛裏將基督供應給人的生活。 

  牧養就是周全柔細的照顧羣羊；牧養是指顧

到羊『一切的需要』，因爲所有的羊都需要得着充

分的供備和妥善的照料。還記得四、五年前剛得

救時，有一位姊妹每天早晨六點鐘，在我上班出

門前，陪我有十分鐘簡單的晨興，供應了我的需

要。所以對於不信者、年輕信徒、初信者和較輭

弱的信徒，我們都必須拿起負擔來照顧他們，餧

養這些對象。我們都不該嫌麻煩，甚至要將福音

朋友服事成爲平安之子。（八會所 張婉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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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這次的特會真是轉我的觀念。在詩篇

二十二篇說到基督救贖的死，二十四篇說到

基督作王回來。而連接這兩篇的二十三篇，則是

說到基督在祂的復活和升天裏作牧者。叫我們清

楚看見，要迎接主的回來，最重要的是牧養的工

作。牧養除了以主話裝備自己，使主能從我們身

上流到弟兄姊妹與福音朋友裏面；也需要常有交

通尋求，以就着牧養對象的胃口，定時定量的餧

養。在這過程中，不僅餧養對象有屬靈生命的長

進，自己也受成全。 

最後，則是題到要對神家的建造有負擔。爲

着召會的擴增，爲着結出常存的果子，不只是在

馬路傳福音，更是要爲着身邊的親友、鄰居一一

題名代禱。當我們有這樣的操練，對人的得救有

負擔，就會看到自己身爲葡萄樹的枝子應該要有

的本分與定律，就是結出果子。感謝主，願我們

都有這樣的操練與牧養，爲着神家的建造。 

（十會所 賴璿光弟兄） 

這 

第 

以 

感 

大家踴躍上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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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是神憐憫的心腸，眷顧罪人的憂傷 

從小到大對朋友講義氣，但行事任性。國小

畢業後，同學邀我去考中正預校，後來保送

到高中部。高中時因着義氣，學業成績故意擺爛，

與好友一同留級一年。在高一時期，因家人的期

望，信主受浸，但沒有正常聚會。 

  後來保送到海軍官校，大一時，夢想赴美軍

校作交換學生，卻常利用補習時間溜到外面玩，

最後成績直落被迫轉學到士官學校重讀。畢業後，

因爲嚮往出國而報考赴美進行接艦任務，並順利

錄取。赴美前交了女友，她答應等我回來，然而

在美國待了兩個月，卻因擔心而自願放棄任務。

家人及長官勸阻，我仍堅決回臺灣；不僅未服完

役期，之後還面對一筆數十萬的債務。這時女友

提出分手，失業、失戀、負債這三重打擊全部臨

到我身上，人生頓時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 

  藉着投入網路世界、喝酒、抽煙等來麻醉自

己。雖有信主，但對主耶穌的認識非常有限，卽

使聖徒常來探望，我卻很抗拒他們。過程中浮浮

沉沉一年時間，每晚睡前，回想我這一生到底有

甚麼意義？因爲任性

傷害家人、斷送前途，

換來的只是渾渾噩噩

過日子，如同行屍走

肉，毫無生活目標。 

  由於弟兄姊妹持續牧養關心，受邀参加聚會，

也追求到聖經路加福音，看見主耶穌赦免世人的

罪，使我悔改這一生所行的一切罪過。之後，我

更是參加了青職特會，特會信息說到『得勝，走

奉獻的道路』，而弟兄們說的每句話都觸動我心。

當晚試着與主禱告：『哦！主阿，像我這般罪人，

實在是配不上你。你多次來尋我，我卻百般拒絕，

你非但沒有放棄我，還赦免我的罪！主阿，要是

你還肯用我，我願意全人獻上！』 

  回想過去，真是一段黑暗的歷史，我像坐在

死蔭裏的人，無力掙扎，無力逃脫；主乃是一道

光照亮我並指引我的道路。求主繼續保守我，也

照顧我的需要，不再消極黑暗，而是積極且喜樂

的過甜美的召會生活。（十六會所 陳日昇弟兄） 

書報導讀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聖靈裏的生活與職責（第七至九篇） 

信息內容 

第七、八篇說到『恩賜的盡

功用，與基督身體的長大並建

造』。第九篇則論到『在日常行

事上需要的生活（一）』。 

真理要點 

一、職事的工作所作的，乃

是爲神的兒子建造一個身體。按照聖經，神在宇

宙中所作的一切都包括在這四步裏：第一，神創

造宇宙，這是一個大的範圍；第二，祂在宇宙中

創造萬有；第三，祂在萬有中創造人類；第四，

祂在人類當中作工以產生祂兒子的身體。這樣神

就達到祂永遠的目的。 

二、從以弗所書四章十七節起的這段話裏，

保羅要我們特別注意日常生活的問題。他先說到

基本的原則（17~24），再說到生活的細節（25~五

21）。論到基督徒的生活爲人，我們必須看見神藉

着基督的救贖，使我們脫去了舊人，並且穿上了

新人（四 22~24）。所以，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則 

就是：不活在舊人裏，而活出新人。 

實行要點 

一、那職事的工作乃是帶領人達到在信仰上

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長成的人，

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在這光照之下，我

們該厭煩今天基督教裏那種膚淺的工作；他們叫

人發熱心、有愛心，注意許多基督之外的事物，

卻忽畧基督自己。求主憐憫我們、拯救我們，使

我們不作那樣的工。 

二、一個人愛妻子太過，不合真理，他愛妻

子不彀，也不合真理；他太死板，不合真理，他

太時髦，也不合真理；他太吝嗇，不合真理，他

太慷慨，也不合真理。當神進到我們生活的各方

面以及各種的關係裏，來平衡一切的人事物，使

其中都有神，這樣我們生活各面就都正常了。這

就是實際。            （二會所 趙俊倫弟兄） 

我 

一、請爲 11/9（週四）全召會長青聖徒在虎頭山

相調蒙恩代禱。 

二、請爲 11/12~17 大學期中福音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