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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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201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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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神的建造中並爲着神的建造，成爲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 

各的夢是創世記最重要的一點，二十八章十

至二十二節揭示神啓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個家，並且祂的心意是要將

祂所呼召的人變化成石頭，作祂建造的材料。在創

世記二十八章，雅各是一個抓奪的人，但是到了四

十八章，這個抓奪的人已經完全變化成爲屬神的

人；這個屬神的人就是柱子。在今天的召會生活

中，主正在將我們作成、構成神殿中的柱子。主在

召會裏的工作，乃是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作神

聖的水流，帶走我們天然的所是，並以祂的本質頂

替，使我們藉着祂變化的元素逐漸經過過程。因着

這變化的工作，我們就成爲神殿中的柱子。 

創世記二十八章十八節，雅各把所枕的石頭

立作柱子。石頭成爲枕頭，表徵基督神聖的元素藉

着我們對祂主觀的經歷，構成到我們這人裏面，成

爲給我們安息的枕頭。枕頭成爲柱子，表徵我們所

經歷並憑祂得安息的基督，成了神的建造（神的

家）的材料和支撐。聖殿的柱子是銅作的，銅表徵

神的審判。對神有用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審判之

下，領悟他們是在肉體裏的人，一無價值，只配死

與埋葬。信徒中間的分裂和不結果子，都是因爲沒

有銅，沒有甚麼是經過神審判的；反而有驕傲、自

誇、自我表白、自我稱義、自我稱許、自找藉口、

自義、定罪別人、規律別人而不牧養並尋找人。 

殿裏柱子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如格子

架〕和擰成的鏈索形成的花圈』；這些表徵錯綜複

雜的光景，而那些在神建造中作柱子的人，在其中

生活並承擔責任。柱頂上有百合花和石榴；百合花

表徵信靠神的生活；石榴表徵那作生命的基督之

豐富的豐滿、豐盛、美麗和彰顯。藉着格子網的除

去和擰成之鏈索的限制，我們就能過信靠神的單

純、簡單生活，彰顯基督神聖生命的豐富，爲着神

在生命裏的建造。 

所羅門，殿的建造者，豫表基督；戶蘭，柱子

的建造者，豫表新約中有恩賜的人，他們成全聖

徒，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代下二章十四節說到戶

蘭的母親是『但支派一個婦人』；但支派是拜偶像

的支派，使神的百姓絆跌，從神的道上墜落。戶蘭

是一個寡婦的兒子，屬拿弗他利支派，他父親是推

羅人，作銅匠的。戶蘭滿有智慧、悟性、技能，善

於作各樣銅工。戶蘭成了一個『屬拿弗他利支派』

的人，拿弗他利支派是復活的支派，也就是變化的

支派；這表徵我們要成爲神建造的一部分，並有分

於這建造的工作，就需要藉着在基督的復活裏得

重生並變化，而從『但支派』轉到『拿弗他利支派』。 

戶蘭的父親是戶蘭作銅工之技能的源頭；然

而，他的父親死了，留下他的母親（他存在的源頭）

爲寡婦。我們若要對神有用，就需要取得世俗的學

問和技能，但必須讓我們的『推羅』父親（卽這些

事物的源頭）死了。不僅如此，我們的『但』母親

必須『成爲寡婦』（與屬世的源頭分開），我們也必

須屬於『拿弗他利支派』，卽變化的支派。因此，

我們繼續保有學問和技能，卻不保有其源頭；我們

的存在（母親）不再聯於我們屬世的來源；而且我

們乃是在復活裏。 

歷史記載，摩西和使徒保羅在神的手中大有

用處；他們不僅是柱子，也是建造柱子的人。今日

召會的需要是讓主得着柱子和建造柱子的人。要

應付這種需要，我們都必須向主禱告說，『主，爲

着你建造的緣故，把我作成柱子和建造柱子的

人。』                       （張國忠弟兄）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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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七會所青職排報導 

年前全臺弟兄事奉集調，報名參訓的弟兄

們領受了『臺島青年得一萬』的負擔，而有

得青年的心願，當時七會所尚未有青職排的聚集。

由於青職聖徒散居在各區，到底是誰？有幾位？

情況如何？在種種的不確定下，仍憑信心成立了

會所青職排。固定每週六晚上七時半至九時，於會

所聚集，有詩歌及當週晨興聖言的追求。初期只有

一至四位青職，往往服事者多於青職人數。弟兄們

並不灰心，仍然堅定持續了半年之久。 

  爾後，弟兄們交通爲何青職排人數無法再有

提升，有人題議利用點名系統篩選出青職名單，在

確定的範圍內進行關心與聯繫。經過這樣篩選，竟

然找出一

百一十二

位青職的

名單。藉

由數個月

弟兄姊妹

的代禱、

叩訪，瞭

解多位青

職現狀，

並建立有

效名單；

其間亦有青職的家一個一個成立，幾個青職中幹

的主體儼然成形。 

  在不算短的時間內，青職雖有了穩定的聚集，

中幹主體常有交通，小排人數仍是起起落落。因着

神的憐憫，我們再次在衆召會的交通中得到『送會

到家』的啓示。利用主日會後，叩訪未聚會之青職，

每次約半小時，送上當週週訊，陪他們讀讀主話；

週間關心他們的狀況，進而邀約參加青職排。 

 這半年來，由於弟兄姊妹們的代禱及配搭，青

職有了具體的復興。因着一次聖徒家打開，各家帶

菜愛筵青職，青職們在家中享受愛筵、聚會、詩歌，

操練當週晨興聖言的鳥瞰與分享，青職們真是喜

愛這樣的聚集。之後青職排改爲每週六晚上六時

至九時，從會所拉到各聖徒家，目前已有十個家輪

流開排，且每次聚集都有二十五位以上參與。 

  感謝主眷顧七會所青職們，恢復了青職排生

活，求主再給我們更多的啓示，使青職們『愛主的

心被加強，事奉的心志得堅固，屬靈的功用被啓

發』。藉由召會中各樣的聚集，建立享受主話、進

入主話的習慣，主動把自己擺在各項操練中；不僅

有事務性服事，更在申言及信息的鳥瞰和總結上

受成全。盼望我們能關心身旁的青年人，爲他們禱

告；並且在愛裏與衆聖徒配搭，尋找他們，把他們

帶回神的家。（七會所 張順隆弟兄、羅學政弟兄） 

 

青職相調報導 

四月清明連假，桃園市召會一、十一、十二、

十三、十五、十八會所青職聖徒一同前往花

蓮相調，參加人數有八十多位。延續召會的水流，

本次青職相調主要負擔在於『牧養』。 

第一天晚上於花蓮市召會二會所聚集，負責

弟兄們在信息中交通到，牧養是升天的元首基督

所賜給召會，以建造祂身體的恩賜中主要的功用。

在以弗所書四章十一至十二節：『祂所賜的，有些

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

牧人和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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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徒、申言者、傳

福音者的職事，實行的路乃是在於牧養；沒有牧

養，他們就不能盡功用。約翰福音也揭示基督是神

來作我們的生命，惟有當我們牧養別人時，我們纔

能內在的認識約翰福音，認識那位在我們裏面，滿

有神聖生命的基督；因此我們需要藉由牧養來將

生命供應給人。負責弟兄勉勵青職聖徒，除了穩定

聚會外，需要在召會生活中承擔一些託付，如兒童

或青少年的服事，以及看望初信聖徒、陪他們家聚

會等，這樣在生命的經歷上纔能更加往前，也纔能

深刻的經歷神聖生命的擴展，以致生命長大成熟。

並在召會生活中，操練人人盡功用，成爲祭司體

系，達到真正的建造。 

在第二天晚上，我們有機會與劉遂弟兄交通，

三 

在 

青職們在聖徒家中一同愛筵並追求 

與劉遂弟兄喜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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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並在許多方面幫助我們。弟兄說他曾經到桃園農

校教書，分享當時在桃園的召會生活，以及許多來

到花蓮前的經歷。弟兄更交通到，青職聖徒如何珍

賞、享受、奉獻以及事奉基督。尤其是每當我們呼

求主名時，不能只是在口裏呼求而已，我們需要尋

找主那個活的人位，並且每天與祂有交通，如此纔

能經歷基督豐富的供應成爲我們生活的動力。 

在聚會的後段，我們有屬靈問答時間，弟兄交

通到『追求』如何能彀持久，題醒我們要顧到今天，

忘了昨天，也不要憂慮明天，能否持久乃在於神。

論到如何脫離世界的霸佔，在於我們的價值觀需

要改變，需要寶貝我們對主的享受並更多的摸着

主。另外還題了師母在工作上的經歷，藉此勉勵我

們學習以主的事爲念，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願主祝福三天兩夜的相調，青職不僅得着顧

惜與餧養，也加強眾人繼續過牧養與事奉的生活。 

（一會所 王帝又弟兄、十三會所 陳逸峯弟兄、 

十五會所 謝佳峻弟兄） 

 

青職相調蒙恩見證 

謝主，在這次相調中有機會邀約我的同學一

同參加，不僅我的同學認識召會的弟兄姊

妹，我也在過程中學習到牧養的功課。看見有弟兄

姊妹們的幫助，使我在牧養的事上不孤單。在第一

天晚上的聚會，當介紹完福音朋友後，姊妹們一邊

唱着歡迎歌，一邊跑來向我的同學握手寒暄。雖然

她還在適應這聚會的氛圍，但一旁觀看的我，替她

感到十分喜樂。之後的行程裏，都有姊妹們前來關

心她，並詢問她的近況，這讓我在不知所措之時，

倚靠肢體的幫助，而不再倚靠自己的能力。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

愛我麼？彼得對祂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你牧養我的羊』（約二十一 16）。二

○一八年是牧養年，盼望這句話一直存在我心中。

相調之後便是牧養的開始，我要用神的話牧養同

學，求主堅定我牧養的心志，讓我這一年在牧養的

路上持續往前而不中斷。（十三會所 耿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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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能參加這次的青職相調之旅，三天兩

夜的行程中，除了和已認識的弟兄姊妹有更

多的互動外，也認識許多陌生的青職同伴。無論是

有相同興趣或是在不同工作領域，在彼此交談中，

都豐富並擴大了我的度量。 

  第一天晚上聚會時，聽見羅馬書八章三十五

至三十九節的經文：『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因爲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

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

的』。因着青職相調時逢清明連假，主讓我想到一

年多前過世的父親。有次我曾問父親：『爲甚麼你

能彀從四個人，一直牧養到變成四個小組呢？』父

親回答我：『因爲有愛阿！』主當下就用這樣的對

話牧養及安慰我，深覺『無論是死，是生…都不能

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而更多鼓勵自己，在主真

實的愛中主動關心認識肢體，並與肢體有聯結，好

與弟兄姊妹彼此牧養。（十五會所 蔡簡逸莟姊妹） 
----------------------------------------------------------------- 

不曾去過花蓮，聽說要上山下海，心裏很想

參加。相調過程，白天看美景，晚上聚會，

弟兄們把

自己如何

輭弱、如

何被牧養

的經歷先

敞 開 交

通，接着

一位一位的青職完全敞開交通自己的光景和難

處。第一天晚上，主卽時供應祂的話：『誰能使我

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

是逼迫麼？…藉着那愛我們的，在這一切的事上，

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受到弟兄的話題醒，我們

爲甚麼不彀享受主的豐富？不彀經歷主的死與復

活？乃是因爲沒有接受牧養的託付。我們如何有

同伴？首先需要向弟兄姊妹敞開交通，不要內顧

自己，然後出去牧養人，而不只是接受別人的牧

養，就會有同伴。 

第二晚，我們放棄夜市美食，得到劉遂弟兄寶

貴的交通：要作正確的選擇，需要價值觀的轉變！

不要讓撒但磨去我們愛主、事奉主的心。九十三歲

的劉弟兄說他現在是最後十秒的小綠人，正在奔

跑！弟兄每天早晨三點多起來親近主，六點再陪

聖徒晨禱已經一百多天，實在激勵我們。我記不清

楚去過那裏，但不會忘記這次相調確定有主的同

在和說話，大家的分享都讓我感動流淚。青職弟兄

姊妹實在需要關心和代禱，我也願意奉獻，和弟兄

一起配搭看望，陪伴青職聖徒，學習愛中牧養。 

（十二會所 廖徐百加姊妹） 

感 

感 

因 

弟兄姊妹搭乘麗娜輪喜樂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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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甘甜的人生 

幼成長在一個傳統燒香拜拜的家庭，家中有

很多讓人心煩的事。不只有病痛之苦，還有

各種生命過程中的艱辛，彷彿是無法逃避的宿命。

因爲丈夫工作不穩定，愛喝酒抽煙，那時的我常把

時間用在抱怨上，成了『怨婦』。爲了生活家計，

一天要兼差兩份工作。視力是我的大障礙，高度近

視二千四百度，兩眼視茫茫，渡過數十年。因着經

濟窘困，更不敢奢望醫好。長時間的壓抑導致自卑

膽怯，常想不開，心情消沉的過日子。 

  小女兒在國二時，藉着生命教育成爲得榮少

年，使我認識了主耶穌。第一次受邀參加得榮基金

會的餐會，在路上和志工老師談到家中的情形，忍

不住激動得淚流滿面。老師告訴我，可以將憂慮卸

給神，祂會顧念我們，接着陪我禱告。當我跟隨老

師禱告之後，心情平靜許多，感到莫名的平安。 

  去年六月，小女兒因課後去打工，誤交損友，

觸犯了法律而被拘留在少年觀護所長達三十五

天。在那些日子裏，

我像失了魂般，整日

哭泣，每天爲小女兒

禱告祈求神。感謝神

垂聽我的禱告，小女

兒不只平安回來，甚

至有奇妙的事發生。

去年八月十日我動了白內障手術，恢復正常的視

力，就在九月十日受浸得救，隨後大女兒也在十月

十九日受浸成爲神的兒女。 

  感謝姊妹們的陪伴和牧養，現在我週週和姊

妹們晨興、禱告、交通、唱詩享受主，過甜美的召

會生活。有神的人生是甘甜的人生，得平安的路乃

是每天享受基督。神也施恩祝福家人，使丈夫的工

作逐漸穩定，小女兒也願意受浸，希望她能早日得

救。求主帶領我全家，感謝讚美主！ 

（十會所 林旭英姊妹） 

書報導讀

利未記概論（上冊）（第十三至十四篇） 

信息主題 

第十三篇是『利未記的豫

表（六）燔祭與素祭的條例』，

第十四篇爲『利未記的豫表

（七）贖罪祭、贖愆祭與平安祭

的條例』。 

信息要點 

一、『燔祭要整夜在壇上的焚燒處，直到早晨，

壇上的火要一直燒着』這幅圖畫指明，在宇宙間，

神自己如同火一樣，一直要得着人作祂的滿足；並

且在宇宙中有一個地方，是神顯出來接受人、得着

人的地方。 

二、素祭有一部分是歸給祭司的，祭司喫的時

候要在聖處喫；聖處指會幕的院子裏。這豫表我們

享受素祭，享受主耶穌的生活爲人作我們屬靈的

糧食時，必須有一定的立場，一定的地位。人若是

不活在基督裏面，不活在召會中，就無法享受主耶

穌的生活爲人作他的糧食。 

實行要點 

一、當我們向人傳講主耶穌如何擔當我們的

罪時，就是作祭司，把主耶穌當作贖罪祭傳給別

人。在傳揚福音時，一面我們幫助人接受基督，就

是把基督當作贖罪祭獻給神，同時我們也得以享

受所獻上的基督。 

二、在贖愆祭的條例中，只有祭司中的男丁可

以喫這祭物。祭司中的男丁表徵剛強的人，他們能

帶領人在神面前承認過犯，對付愆尤，所以他們得

以享受基督作食物。 

三、平安祭是人與人、以及人與神之間相安相

和、共同享受歡樂的祭物，但是享受的人必須脫離

污穢，對付污穢，否則會被剪除。我們在擘餅聚會

中就是與神並與衆聖徒一同享受基督作平安祭；

如果我們沾染了不潔還有分於餅杯，我們就會失

去神子民中間的交通。所以我們必須脫離污穢，對

付污穢，否則會從交通中被挪開。 

（二會所 趙俊倫弟兄） 

自 

一、 請爲 5/26（週六）下午 4:00，在一會所北區青

職福音聚會代禱。 

二、 全召會長青聖徒相調，6/7（週四）上午 9:00

在一會所聚會，下午有戶外相調，請向各會所

服事弟兄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