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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在召會生活中並爲着召會生活，以基督爲我們的人位並活祂（一）
在召會生活中並爲着召會生活，經歷神中心的工作並以基督爲我們的人位

在

召會生活中並爲着召會生活，我們需要經歷
神中心的工作（弗三 17 上）
。神在宇宙中歷
世歷代中心的工作，獨一的工作，乃是在基督裏將
祂自己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使祂自己與他們
成爲一。神的渴望主要不是爲我們作事，乃是要將
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神的心意是要讓基督透徹
的作到我們這個人裏面；但是在我們屬靈的追求
中，我們可能並不關心這件事，只顧到自己的意
願。神的目的乃是要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叫祂
成爲我們裏面的成分。這目的乃是宇宙的中心。神
工作的原則乃是要得着人，並藉着得着人而有路
往前。屬靈的長進在於讓神在我們裏面得着地位。
爲着完成神永遠的經綸，神需要在基督裏將
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到
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性情、和構成，使我們
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我們需
要神將基督建造到我們內在的構成裏，好叫我們
全人被基督重新構成。基督建造召會，是藉着進到
我們靈裏，又從我們靈裏擴展到我們的心思、情
感、意志裏，佔有我們的全魂。我們與神中心的工
作配合，乃是藉着靈裏貧窮與清心，以單一的心尋
求主，轉向主，顧到生命的感覺；願意蒙光照，並
且向主敞開我們的全人，使我們能滿有神作我們
的內容。
在召會生活中並爲着召會生活，我們需要以
基督爲我們的人位（加二 20）
。神在祂經綸裏的心
意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不僅作我們的生
命，也作我們的人位。我們重生的靈是裏面的人，
有內住的基督爲其人位。我們若要接受基督作我
們的人位，我們就必須看見，我們重生的靈不再僅
僅是我們接觸神的器官，乃是我們的人位。在我們

裏面的人裏，我們不僅有基督作我們的生命，也有
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我們裏面的人包含我們已更
新的魂爲其器官，以及我們重生的靈，由基督這人
位所內住，爲其生命和人位。我們需要以基督爲人
位，而活在我們的靈這裏面的人裏。
我們這些重生的信徒有『我』
（己）
，就是我們
先前的人位，也有基督，就是我們的新人位。
『我』
是在我們的魂裏，基督是在我們的靈裏。
『我』是
外面的人─舊人─的人位，基督是裏面的人─新
人─的人位。
『我』這先前的人位已經釘了十字架，
基督這新人位在我們裏面活着。以基督爲我們的
人位，要求我們否認己，就是我們墮落的人；我們
需要否認我們的魂生命，並憑我們的新人位（就是
內住的基督）而活。我們要以基督爲我們的人位，
就需要否認我們自己的目的、目標和愛好，而接受
祂的目的、目標和愛好。當我們以基督爲我們的人
位，並且不憑自己活，乃以基督爲人位而活，我們
就與基督成爲一，並且我們作任何事不再照着自
己的愛好或口味，乃是照着祂的愛好和口味。
我們要有召會生活，就需要得加強到我們的
靈這裏面的人裏，使基督這活的人位安家在我們
心裏。我們若以基督爲人位，就會將祂活出作爲正
確的召會生活；因爲作我們人位的基督，乃是爲着
召會生活。基督這活的人位作我們的人位，乃是召
會生活的內容。我們若讓我們的舊人作我們的人
位，就不可能有召會生活，就無法與人調在一起。
正確的召會生活，乃是一種我們活在裏面的人裏，
以基督爲我們人位的生活。我們該以基督爲我們
的人位，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並安家在我們心
裏，使我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好成爲召
會作基督身體實際的顯出。
（翁景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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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所相調蒙恩報導

時

常在健行林森區聚會的我們，不時望見牆上
標語的題醒：
『晨興是活力的泉源、禱告是能
力的來源、相調是動力的根源』
。晨興、禱告該是
我們每天的習慣，從一天的起頭，因着主就有活
力、有能力，聖別我們一整天的生活，勝過許多的
難處。而相調能使我們充滿動力，保持新鮮活潑。
時序進入二○一八年的春天，弟兄姊妹們交
通規劃，今年每一季本會所安排戶外相調一次，使
各小區的聖徒們藉着多而甜美的交通，彼此扶持、
安慰和鼓勵，帶進身體的建造與召會的往前。

弟兄姊妹在三坑自然生態公園喜樂合照

感謝主爲我們豫備合適的天氣，近七十位聖
徒在三月十七日週六早上十點開始步行出發。一
路幽靜的步道及一旁潺潺的溪水聲，加上彼此的
交通，早已忘卻步行的疲勞。在漫步期間，有機會
與一位患病的姊妹交通，得知她長期接受治療，身
體出現許多不適，仍一同前來與我們相調。她乃是
靠主的力量，活在當下。我們聽到姊妹的見證，不
僅心得激勵，更看見肢體真實的需要而多有代禱。
中途來到三坑自然生態公園，大家一同在涼
亭下歡唱詩歌，感恩頌讚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而
原來在涼亭裏休息的陌生朋友們，在弟兄姊妹的
圍繞下，聽着我們唱完詩歌纔離開。願主祝福他
們，將來能有機會聽見福音而得救。
以弗所書四章說到基督的身體在愛裏把自己
建造起來，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凡我們的所是或
所作，愛乃是極超越的路。藉着相調，主的愛成了
我們的愛，使我們愛祂，也愛召會中的弟兄姊妹，
我們就在基督的生命裏長大而被建造。
（六會所 丘光宗弟兄）

德國司徒加特開展蒙恩報導

全

臺衆召會有分德國的開展，桃竹苗衆召會
配合德國司徒加特開展，就着校園福音、與
德國社區聖徒和臺灣全時間學員配搭情形，有以
下的交通：
一、校園福音：
（一）校園情況介紹
司徒加特大學（Universität Stuttgart，以下簡
稱 S 大）創建於一八二九年，占地二萬八千平方
公尺，不僅是巴登弗騰堡州的首府，也是世界着名
的理工科大學。這所大學是歐洲航太聯盟六所顯
赫大學中的一員，其工業管理領域也在全球頗負
盛名。S 大主要分爲兩個校區 ：Stadtmittel 和
Vaihingen，本次福音行動重點擺在校區較大、學生
數較多的 Vailhingen。學生人數約二萬五千人，校
園內學生社團名稱爲 Bibel Studium an der Uni（聖
經研讀社）
，社員約有二十五人，其中穩定聚會者
含學生聖徒約有八人。
（二）行前豫備
提摩太後書四章二節：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
不得時，都要豫備好，用全般的恆忍和教訓，叫人
知罪自責…』這是弟兄提摩太的吩咐，也是今天神

對我們的囑咐。在此開展的第二週，司徒加特大學
的福音節期準備工作如火如荼的進行着。經過多
方的尋求和交通後，衆人擬定了進入此大學的方
向和步驟，並將注意事項製作成手冊，作爲聖徒進
入校園配搭的依據。
首先，我們從李弟兄的信息中發現，所有的福
音行動，
『同心合意』是重要的關鍵，因此弟兄姊
妹藉着在靈裏的禱告相調，在生活中彼此顧惜，操
練帶着真實的愛來問候，而越調越緊密。其次，根
據約翰福音，主耶穌對於幾種不同情形的需要，有
不同的傳揚和話語的供應，我們也以此啓示，建立
與學生接觸、交通及帶進福音的幾種方向。我們盼
望在這樣的尋求過程中，讓主將果子賜給我們，也
讓這些果子能以常存。
（三）學生活動（學生聚會／歡迎晚宴）
在福音節期裏，主要的四個一系列活動分別
爲社團擺攤、野餐、學生聚會以及歡迎晚宴。以下
先着重學生聚會及歡迎晚宴的分享：
四月七日（週六）的學生聚會中，各國聖徒齊
集在 Joe 弟兄家，用德語、西語、華語、英語唱着
同一首詩歌（補充本詩歌一一六首『在靈裏向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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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唱』），那
靈的流漫
過衆人，
隨流都活
了，不分
彼此，真
是感受到
一個新人
與當地聖徒及學員交通相調
的實際。
藉着核心的相調，帶進往後事奉裏的一。
四月十二日（週四）重要聚集終於來到，學生
歡迎晚宴後，帶進一小段福音短講。雖然因爲飯店
場地未事先按照約定爲我們豫備好，而延遲了聚
會，但是當天學生仍來了十七位。主講的 Jose 弟
兄更是抓緊時間，引用詩篇九十篇二節：
『諸山未
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
是神』
、以弗所書三章十一節：
『這是照着祂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和瑪拉基書三
章六節：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雅各的子
孫哪，你們沒有滅亡』等三處經節，傳講高品的福
音，論到神在人身上的定旨。短講加上繙譯雖只費
時不到三十分鐘，這些話卻在學生裏面攪動，其中
兩位福音朋友更是參與了當週的主日聚會。
二、與德國社區、臺灣全時間學員配搭
四月三日（週二）晚上七時三十分，也是德國
的禱告聚會時間。由於要用英語禱告，再加上不知
是否跟得上本地的負擔，故晨興後，開展隊就爲此
有禱告，求主斷開文化、語言的隔閡，使我們能調
進身體的負擔和行動裏。相信臺灣的弟兄姊妹也
爲我們擺上多而又多的代禱，所以晚間聖靈橫過
我們，使我們的禱告沒有距離，滿了合一。開展隊
每個都開口，並且跟上每個禱告事項。
特別一題的是，有一位剛抵達司徒加特，就來
參加禱告聚會的，是從美國來伊朗裔全時間姊妹。
因二十年前跟着父母移民美國，所以精通美語和
波斯語，現在加入主在歐洲的行動（服事難民）非
常重要的一環：牧養難民的繙譯。由於其伊斯蘭教
國家的背景，她是斷不可以拍照的，否則連家人都
有性命之虞。看到姊妹是冒着伊斯蘭教『背叛真
主』的殺身危險來愛主，相對於我們不那麼珍惜
『能自由的享受主』這事，這位伊朗籍姊妹用生命
來作見證，值得我們到主前悔改。
四月五日（週四）FTTT 學員三名抵達司徒加
特，兩名全時間姊妹與苗栗聖徒同住，一位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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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則由桃園弟兄陪同，暫居距離 Traubenstraße
住所三十分鐘腳程的套房。每天早上『一家七口』
來在一起晨興、用早餐、交通，多了青年聖徒，使
我們的團隊也得加強。主日聚會時，每一位臺灣來
的姊妹更是操練英語申言，建造基督的身體。
四月十二日（週四）有弟兄從萊比錫來司徒加
特看望學員，雖經五小時開車勞頓，仍與我們有熱
切的交通。聽到我們題到 Freiburg（弗萊堡）有需
要，就願意撥時間去看望那地的情形（從司徒加特
開車來回四小時），主工人的性格真是令人感佩。
弟兄帶來目前德國開展的負擔：第一，在衛星
城市建立金燈臺；第二，得着德國校園青年；第三，
得着社區的家；第四，牧養波斯語聖徒。盼望在臺
灣的聖徒們也能爲着以上負擔持續代禱。主在帖
撒羅尼迦前書一章五節曾說：
『因爲我們的福音傳
到你們那裏，不僅在於言語，也在於能力和聖靈，
並充足的確
信』
，盼望我
們在此福音
的傳揚是藉
着那靈充滿
和充溢，使
基督在我們
身上有自然
與當地聖徒及學員用餐前合照
的流露。
三、結語
（一）多結果子
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不是你們揀選了
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
去，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經
過在司徒加特這段時間的豫備和尋求，開展的弟
兄姊妹都有了更明確的負擔和方向，就是盼望能
在校園開展期間得着常存的果子，尤其是更多得
着在地的青年學子，好叫主在這地的見證明亮，並
且不斷延續。
（二）同心合意
主的僕人常說：
『同心合意是開啓新約中一切
福分的萬能鑰匙。』我們在這裏的福音傳揚乃是奪
取壯者的家，那惡者不甘心，故而不斷興風作浪。
因此，我們必須藉着多而徹底的禱告，在一樣的心
思和意念裏，彼此和諧，好叫得救的人，天天與祂
的召會加在一起。
（八會所 蔡力強弟兄、苗栗 金訓剛弟兄、
金林雪芳姊妹、谷逸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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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主復活大能

從

前聽到人家談論癌症，就心感恐懼，深怕有
一天癌症找上我，同時也爲那些得了癌症的
人感到難過。但當醫生宣佈我是乳癌末期之時，心
裏竟然覺得平安，深處有安息；且奇妙的是，家人
和我一樣不擔憂病情，反而分享許多親朋好友病
得醫治的例子鼓勵我，使我得着安慰。
在確診癌症之後，看過我的人都不相信我是
乳癌患者，因爲說話仍然中氣十足，精神飽滿，實
在不像是生病的人，還懷疑是否誤診。而我知道，
在神凡事都能，主復活的大能在我裏面，使我依然
喜樂有活力。除此外，大部分的人患癌化療時，起
初沒有胃口，也食不知味，然後慢慢消瘦。常常和
我接觸的弟兄姊妹和親戚朋友，則不覺得我瘦，因
着自己還能喫，雖份量不如從前多，體重稍輕一
些。這都要感謝主的保守。
惟有一事叫我擔心，就是手術的費用。然而沒

想到，我竟能負擔得起！感
謝主，讓我安心接受治療，在
醫療費用上沒有難處。
抗癌過程，在一年內得
到完全的醫治，後續只需定
期追蹤檢查；直到現在，沒有
任何的後遺症。我不明白爲
何會得癌症，仍然打開家讓
弟兄姊妹來家中小排聚會，這是使我喜樂和消除
壓力的來源。我還能爲主申言，參加主日聚會，外
出相調，以贖回光陰跟隨主。我深知病情不會因爲
停止聚會而好轉，反而因着規律的生活作息，規律
的過召會生活，使我內裏充滿踏實與穩妥。正如箴
言十七章二十二節所說：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
傷的靈使骨枯乾』
。願弟兄姊妹都能常常保持喜樂
的心，一同過召會生活。
（九會所 張田慕齡姊妹）

書報導讀

利未記概論（上冊）（第十一至十二篇）
信息主題
第十一篇說到『利未記的豫
表（四）贖罪祭』
。第十二篇說到
『利未記的豫表（五）贖愆祭』
。
信息要點
一、贖罪祭表徵基督解決了
我們墮落天性中的罪（羅八 3，
林後五 21）
，贖罪祭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成
爲罪，爲着對付我們的罪性。主耶穌作爲贖罪祭，
乃是把宇宙中受了罪毒的人、人裏面的罪，以及罪
的本身─撒但，全都了結了（約十六 11，來二 14）
。
獻贖罪祭所用不同的祭牲，都要沒有殘疾，這表徵
基督是沒有罪的。
二、贖愆祭豫表的意義乃是指基督在十字架
上解決了人外面的罪行。贖愆祭最後又成了贖罪
祭，這是因爲罪性與罪愆都是罪，罪愆是從罪性來
的。祂解決我們罪性裏的罪，是作贖罪祭；祂解決
我們行爲上的罪，是作贖愆祭。贖愆祭裏有贖罪
祭，解決裏面罪的問題；贖愆祭裏有燔祭，使我們
爲神活着。利未記五章十五至十六節與六章四至
五節分別指出，無論在聖物上虧欠神的，或是在物
質上虧欠人的，都要如數歸還，並加上五分之一，

表示願意負責任，作正確的人。
實行要點
一、獻贖罪祭的人要按手在供物頭上，使供物
與獻祭者聯合爲一。要享受基督作贖罪祭，我們就
必須出到營外，脫離任何世界與宗教的組織。營外
是主除去罪，以及我們承認並懊悔罪的地方，因此
成爲潔淨之地。我們也是在倒灰之處燒贖罪祭，這
是我們蒙神悅納的地方，因而我們與神之間能彼
此相安。
二、我們每次在神面前對付罪愆、過犯時，先
要向神認罪，解決裏面罪的問題；也要承認自己沒
有爲神活着，接受主作燔祭，好從根本解決我們過
犯的問題。此外，在物質上有虧欠人的，仍得如數
歸還，並要加上五分之一，表示願意多負責任，使
我們無論在神或在人面前都能清楚、公正。
（三會所 滕以勳弟兄）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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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爲青年福音聚會代禱，5/19 下午 6:00 在二
會所，5/26 下午 4:00 在一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