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桃園市召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200巷 16號 週訊投稿 Email：tychurchnews@gmail.com 

電話：(03)332-2602 傳真：(03)334-7508 網址：http://www.tychurch.org.tw/ 全臺衆召會網址：http://www.recovery.org.tw/ 

119 
2018.05.06 

二○一八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 

主恢復的目標─產生一個新人（五） 

爲着一個新人，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仲裁，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

住在我們裏面，並堅定持續的禱告 

篇信息從歌羅西書繼續說到爲着產生一個

新人，我們需要的經歷與實行。首先，我們

需要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仲裁（西三 15）。

『作仲裁』一辭的希臘文也可譯爲『作裁判，作主

席，登位作每件事的管治者和決斷者』。基督那作

仲裁的平安，能消除我們與任何人的嫌隙（西三

13）。在我們裏面常有三派：一派是積極的，另一

派是消極的，還有一派是中立的。每當我們感覺我

們裏面各派在爭執或爭吵時，我們需要讓基督的

平安作主席，並讓這平安，就是新人的一，在我們

裏面管治並下最後的斷語。我們需要把我們的意

見、觀念擺在一邊，聽內住之裁判的話。 

  我們若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仲裁，這

平安會解決我們中間所有的爭執，我們就會與神

有縱的平安，並與聖徒有橫的平安。藉着基督的平

安作仲裁，我們的難處解決了，聖徒之間的摩擦也

消失了，然後召會生活就能甜美的得保全，新人也

實際的得以維持。基督的平安作仲裁，就是基督在

我們裏面作工，好在我們身上施行管治，來作結

論，下最後的決斷。如果我們一直讓基督的平安作

王管治，我們就不會得罪別人，破壞別人，我們反

而會靠着主的恩典和平安，把生命供應給別人。這

平安更能將所有的信徒聯結一起，成爲他們的聯

索（弗四 3）。 

  其次，我們需要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

我們裏面（西三 16）。當基督的平安在我們裏面作

仲裁，保守我們在滿了一與和諧的光景中，我們就

成了神說話的地方，成了神的出口。神的說話要求

一，然而分裂使神的說話減少，甚至使神的說話完

全停止。旣然一是神說話的必要條件，我們就需要

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仲裁。基督的話豐豐

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意思就是這話在我們裏面

有充分的地位，而浸潤並浸透我們全人。我們要讓

基督的話進到我們裏面，住在我們裏面，在我們裏

面得勝，頂替我們的觀念、意見、和哲學，這是極

重要的。 

  我們需要讓主的話在我們裏面居首位，使我

們經歷神話語的功用在我們裏面運行，並將基督

的豐富供應到我們這人裏面。神的話光照、餧養、

並滋潤我們，解我們的乾渴。神的話加強、洗滌、

並建造我們。神的話藉着聖別我們，使我們完備並

完全，且造就我們。我們藉着讓神的話住在我們裏

面，就能成爲正確的人，就是神人，充滿基督作神

屬性的實際。 

  第三，我們需要堅定持續的禱告（西四 2）。

我們需要花時間來禱告接觸祂，吸取基督這包羅

萬有之地的豐富。不僅是在一天的清早遇見祂，並

且也是在滿了光的情形裏遇見祂。每當來到施恩

寶座前禱告，恩典就像江河在我們裏面湧流供應

我們。爲了要在神這一邊與撒但爭戰，我們必須堅

定持續的禱告。我們曉得整個宇宙都在反對我們，

尤其是反對我們的禱告。但是我們仍該劃出定時

禱告的時間，把禱告當作最重要的事，不受任何的

人、事、物打岔。我們需要藉着不斷操練我們的靈，

留在禱告的氣氛裏。我們需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保

持自己親密的聯於主。卽使在最小的事上，都需要

求問主。這樣作，就是堅定持續的禱告，並因此而

活基督。 

    總之，我們藉着堅定持續的禱告，受基督的平

安管治，並被基督的話內住，祂就以祂自己浸潤並

頂替我們，直到我們一切天然的區別都被消除，我

們就在實際裏成爲新人。       （曾廸華弟兄） 

本 



桃園市召會週訊 119 期                                                                      2018.05.06 

第二版 

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五會所英語排蒙恩報導 

會所英語排起源於二○一二年秋季，元智校

園的福音節期。當時聖徒接觸到大陸來的留

學生，並有家聚會，這位福音同學另主動邀約兩位

外籍朋友同來喫飯，服事的家就開始週週與他們

有英語家聚會。到了二○一六年八月，服事的聖徒

深覺這羣渴慕的學生需要在真理的話上有成全，

遂與青職聖徒交通，一同配搭話語服事，其他聖徒

也有分於事務服事，亦有二會所聖徒在身體中配

搭，如此成立了英語排。 

英語排

裏的學生來

自 不 同 國

家，包括中

國、史瓦濟

蘭、宏都拉

斯等，人數

最多達到十

三 位 外 籍

生。雖大多

數外籍生爲

基督徒，仍

有許多學生

出自不同的

宗教背景。藉由每週進入生命課程，使他們認識職

事的說話，學習被真理構成，並能在生命的經歷上

長大。幾位天主教背景的學生，因着真理的話，使

他們有得救的智慧，先後在英語排中受浸得救。這

些外籍留學生多半是研究生，無法久留，造成英語

排成員流動率很高。有一位學生準備離開臺灣時，

向聖徒們說，他回到家鄉也要與服事的聖徒一樣，

作相同的事。這使聖徒深受感動，一切的花費都是

滿有價值的！ 

目前小排中的外籍生雖然僅有一至二位，聖

徒仍然爲着學生們打開家有聚集，使本地大學生

也一同在真理上或在語言上被成全。盼望這個英

語排能彀使外籍生或陸生，因着接觸我們職事的

說話，得着一些基要真理的傳輸，能以慢慢進入一

年七次特會的說話（晨興聖言），使他們能更多在

生命中長大成熟，成爲主合用的器皿。 

更藉着聖徒們的代求和服事，求主使英語排

的人數加增，這羣學生也能有分主日的擘餅聚會，

享受主並盡功用，而能成立一個英語區，使他們走

在主恢復中神命定的路上，更多受成全，裝備真

理，成爲福音的種子，將職事的話擴展至全地，連

同他們的國家，向人作見證，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五會所 孔恩河弟兄、孔許雅芬姊妹） 

 

中學生家長暨服事者成全聚會報導 

着中學生牧養託付的傳輸，特別於三月十七

日週六上午九點半，在十八會所舉辦中學生

家長暨服事者成全聚會。當天有家長、服事者及關

心青少年的聖徒共一百一十四位與會。 

聚會的開始，先有兩組父母，分享牧養中學生

階段的兒女之心路歷程。從他們的見證中看見，這

段期間對父母是最煎熬的，除了爲孩子們迫切禱

告，陪着孩子們享受主，沒有別的路。而父母對於

召會生活的堅持更是最後的防線。聖徒們的見證

激勵在場的父母們，向着主要有信心，爲孩子們的

禱告是不可少的。 

見證分享後，弟兄姊妹們三五成羣，一同追求

職事信息並有回應分享。歸納幾個重點：父母的責

任是要爲兒女分別爲聖，並且對任何少年人，都要

有正面的信心。就近少年人，不要看他們的情形，

不要輕看他們，要學習靈活的服事少年人。 

在這次聚會前，弟兄們設計了一份問卷，讓中

學生的家長們選填。問卷的結果，可以反映出普徧

家長陪伴中學生的時間並不多，也看出父母最擔

心的不是孩子的功課，而是交友及生活習慣。這對

在座的家長們是很大的題醒。 

詩篇一二七篇三節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

產業…』。爲着這次的成全聚會感謝主，對於兒女

五 

爲 

家長見證如何牧養兒女 

本國與外籍學生在英語排中喜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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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的屬靈幸福，作父母的是責無旁貸，不僅需要堅定

持續的屈膝爲兒女們代求，更要花時間牧養並陪

伴他們，並積極投入召會爲着中學生的服事裏。 

末了，爲着中學生的服事，盼望衆聖徒能有以

下五方面的代禱：（一）每週花足彀的時間，在日

常生活中陪伴與牧養孩子，如陪讀書或運動、陪晨

興或晚禱、陪讀聖經等。（二）每週與同會所的服

事者或家長，約定時間爲孩子們的屬靈幸福禱告。

（三）孩子們能尊重師長，順服父母、長輩與服事

者，善盡學生本分，有分於主正確、規律的人性。

（四）孩子們每日有正常的屬靈喫喝，如正常的晨

晚興、規律的讀聖經，並有屬靈同伴一同追求主。

（五）孩子們能成爲主剛強的見證人，積極主動向

同學傳福音，邀約同學朋友來聚會。願主祝福！ 

（十八會所 吳李斯惠姊妹） 

 

中學生家長暨服事者成全聚會蒙恩見證 

臺上作見證的弟兄姊妹一面流淚，一面讚美

主時，我的眼淚也隨之奪眶而出，彷彿他們

的經歷也是我的經歷。弟兄說：『養育兒女是我們

偉大的工作，需要主的憐憫，最好的憐憫就是禱

告。』這段話說出了許多父母甜蜜且沈重的責任。

當孩子輭弱不想聚會時，已過我總是責備多於鼓

勵，這樣的方式反而讓孩子每況愈下。最近主光照

我，對於孩子的情形，除了神性的餧養，也需要人

性的顧惜。我便試着瞭解孩子不願去聚會的原因，

並告訴他主日聚會乃是我們來親近主、享受主的，

操練『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又分享我們基督徒

的生活是羣羊的生活，不能脫離牧人的牧養範圍，

因爲仇敵像那徧地尋找落單且可吞喫之人的獅

子。我們可以輭弱，卻不能離開羣羊。孩子聽了說：

『媽媽，我知道了，以後不會讓你擔心了。』 

這次聚會的信息也題到『要就少年人』，所有

要作少年工作的人，都要學習去陪少年人，去就他

們，而非叫他們來就你。要去就他們到一個地步，

如同漿糊一樣，要把我們的性格對付到一個地步，

如同漿糊一樣，性格不只要剛，也要柔，要剛柔相

濟，像漿糊一樣的就人。（四會所 沈周娟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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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的憐憫，藉此成全聚會，使我和弟兄在

牧養和服事孩子上有主新鮮的說話。起初我

們對這場聚會很陌生，藉着負責弟兄的邀約和主

在我們裏面的確定，使我們覺得非來不可。 

  信息內容讓我蒙恩的是，不能隨便行事說話。

一直以來我對女兒的說話都不是很客氣，總是自

居代表權柄，認爲她甚麼都不懂，只是個孩子。因

着有次陪孩子參加高中職博覽會，看見學生們在

舞臺上爲了表現各校特色的精采演出，叫我不容

忽視孩子們的能力。我常認爲他們年輕，無法認真

作好事情，主使我感到慚愧，而向主悔改認罪，常

輕看孩子，在言語上、行爲上，沒有先回到靈裏禱

告主，該如何對待孩子。主，求你幫助我在孩子面

前有正確的行事和說話，使孩子從我身上看見基

督的活出。 

從博覽會回來，她開始對於選學校這事有了

負擔，自己整理拿回來的資料，自己先研究，再與

我們討論，然後一同禱告交託主。謝謝主，藉着這

次的成全聚會，再度更新小子的異象，光照小子的

缺欠，教導我向主學習。（五會所 張蔡玉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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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成全聚會，是我與弟兄受浸兩年多來，第

一次一同參加的成全聚會。參加原因並不是

因爲我們是服事者，而是因爲我們家有個年值十

六歲，處於學

業、人生十字

路口的慘綠少

年。我和弟兄

覺得能彀參加

聚會是受主成

全的機會，可

以得着許多服事者及父母的過來人經驗談。 

  課程中，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就是『基督徒的

第一個失敗，就是在作父母上』。想想一個年少的

孩子交在我們作父母的手中，孩子不能作甚麼，他

對所有事物的價值觀及啓蒙，幾乎都來自父母本

身的觀念及態度。而父母在教導與約束孩子的同

時，更須約束自己，把自己的自由丟掉，例如規勸

或約束孩子少滑手機，自己卻在孩子面前肆無忌

憚的使用平板電腦及手機。主阿，這曾是我們家的

光景。在一次我與弟兄跪地認罪後，我們決定先管

制自己，讓孩子看到基督在父母身上所作的改變，

而把孩子帶到主面前，也讓他願意親近主。 

（八會所 何楊金蓮姊妹） 

當 

感 

這 

小組討論後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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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哦，你救贖何奇妙 

前就讀景美女中高二時，有一天傍晚放學，

看見校門口停了一大排的計程車，出現許多

穿着福音背心的人，紛紛邀請同學們上車。我也不

明就裏的跟着坐上車，來到一個福音聚會。 

當晚聚會裏的人很多，大家見證及唱詩都很

火熱。我只覺得這些人很開心，卻不知他們爲何開

心？當下並未答應成爲一位基督徒。回去後不久，

那個溫馨歡樂的畫面仍不時觸動着我，心中渴慕，

便自己找教會，受浸歸主。當時應是十七歲，是家

中第一個信主耶穌的人。 

受浸後非常喜樂，整日莫名欣喜。慢慢的，愛

禱告、愛聚會，並從那時起，沒有離開過主，主也

沒有離開過我。家人一度認爲我信得太迷，雖傳福

音給家人，他們總不接受。然而感謝主，『當信靠

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後

來的年間，娘家有二十三人信主，丈夫、兒子、公

婆也都陸續得救。 

丈夫是我工作銀行的

同事。幾年後，我們因着借

錢給家人，經歷背書擔保破

產。在這不幸的過程中，丈

夫反而靠主重生。在弟兄信

主後，他找了新工作，過了

幾年這間公司上市，他也很

奇妙的當上財務長，共服務

十九年。過去的債務仍要償還，爲了還債，我們照

着神聖的原則理財，神幫助我們還清債務，買房

子，給予孩子較好的教育環境。 

弟兄去年安息主懷，如今我一面享受主，一面

學習經營弟兄創業的公司，生活充實滿足。感謝

主，使我不斷經歷你奇妙恩典的帶領。 

（八會所 王筱慧姊妹） 

書報導讀

利未記概論（上冊）（第九至十篇） 

信息主題 

第九篇是『利未記的豫表

（二）素祭』，第十篇爲『利未

記的豫表（三）平安祭』。 

信息要點 

一、素祭表明主耶穌的爲

人、生活，含示祂的死，卻重在祂的生活。另外，

素祭重在主的義，和主在神前的義行。…素祭的義

是基督的所作，指基督在神面前所行出的義，祂的

行事爲人在神看來乃是義。 

二、主耶穌的生活能在神面前蒙悅納，其原因

就在於主耶穌是細麵，沒有酵，沒有蜜；祂滿了油、

鹽和乳香。不僅如此，主耶穌這個細麵不是生的，

乃是烤過的，是經過神悅納的火。 

三、平安祭豫表基督作爲神與人之間的平安，

也豫表基督作爲神與人之間的享受。…主耶穌所

以能作我們的平安祭，乃因祂是燔祭，也是素祭。 

實行要點 

一、凡主在苦難中所顯出的都是復活；加上乳

香，這意思是主在一切的經過裏，都有復活的顯

明。實在說，祂自己的勞苦重擔已經彀重了，祂遭

受的頂撞反對也彀多了；但在面對一切的反對和

頂撞時，祂還能一面感謝神，一面呼召勞苦擔重擔

的人到祂這裏來得安息。祂感謝的聲音和呼召的

聲音，都是從死亡裏出來的復活，成了在神前的乳

香。在主耶穌一生所遭遇如死般的痛苦上，都有復

活，都像乳香一樣蒙神悅納。 

二、平安祭可取自牛羣或羊羣，可以是公的，

也可以是母的。這裏公母的分別，乃是就着獻祭者

對基督的享受而言。享受基督作平安祭的人，確實

有這樣不同的光景。有的人對基督的享受是大的，

是強的；有的人對基督的享受是差的，是弱的，是

小的。我們對主的享受需要強到一個地步，像公牛

一樣。                （六會所 張忠永弟兄） 

從 

一、 6/1 至 6/2 國殤節特會禱研背講，請各會所彙

總後直接向中部相調中心報名。 

二、 請爲 5/19 上午，在一會所、二會所北南兩區

的兒童服事者事奉成全聚會代禱。 

三、 請爲 5/19 晚上 6:00，在二會所的南區青年福

音聚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