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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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爲着身體生活照着靈而行以活基督

本

篇信息的主題是活基督，而活基督的路是照
着靈而行，其目的是爲着身體生活。聖經的
中心思想乃是：神渴望我們活基督，爲着建造基督
的身體。活基督該是我們基督徒生活主要的目標。
新約中有四處主要的經節啓示活基督這事（約六
57，十四 19，加二 20，腓一 21）。基督徒的生活
乃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的生活。我們首要關切的，
不該是任何外面的事，而是我們在活自己還是活
基督。我們若要活基督，就必須接受祂作我們的人
位，並且與祂成爲一個人位。活基督乃是活一個人
位；我們應該過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就是基督自
己。我們應該全神貫注於活基督這件事，只在意活
基督，不該讓任何事物打岔我們，使我們失去對基
督直接、親身的經歷。活基督需要我們愛祂到至
極，祕訣之一乃是一再的告訴主我們愛祂。活基督
的意思是，當基督活着，我們這些信入到祂裏面的
人也活着。
活基督實際的路就是照着靈而行。我們需要
全心注意照着靈而行以活基督。羅馬書八章四節
說，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着肉體，
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四節中的『行』
，原文指
我們在生活中一般的行事，包括我們的思想、說
話、行事並行動。這節裏的靈是我們人重生的靈，
由那靈內住並與那靈調和；這與林前六章十七節
相符：基督作爲那靈在我們的靈裏，我們與祂是一
靈。聖經最終只向我們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我們照
着調和的靈而行。一切的關鍵都在於祂這位奇妙
的靈，在我們這重生的靈裏，與我們的靈成爲一
靈。照着靈而行乃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照着靈
作一切事。當我們照着靈而行，就自然的背十字
架。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乃是試證我們到底
是照着靈而行，還是在肉體裏行。

領頭者首要關切的，應該是幫助衆聖徒在日
常生活中照着靈而行以活基督。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不照着靈而行的時候，就是照着肉體而行。基督
徒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如傳福音，應該是我們照着
靈而行的結果。如果我們終日操練不住的照着靈
而行，這種生活會自然產生其他的一切。我們的傳
福音和牧養該是我們照着靈而行的結果。我們若
要在聚會中展覽基督，就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照着
靈而行，以得着基督。領頭者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
中照着靈而行，並且幫助其他聖徒進入這種生活。
不住的禱告是照着靈而行的路。照着靈而行的路
是不住的禱告，如同我們不住的呼吸；照着靈而行
是我們屬靈的呼吸。我們能藉着常常的、不住的、
時時的禱告，照着靈而行。
我們越照着靈而行，三一神就越活在我們裏
面，使我們能爲着身體生活來活祂。當我們每日並
時時照着靈而行，三一神作爲那靈就有機會安家、
安頓在我們裏面，並據有、佔有我們全人。我們所
需要作的就是活三一神，其餘的事都是我們活三
一神的自然結果。羅馬八章啓示三一神活在我們
裏面，使我們得以活祂；這應該是我們基督徒生活
的中心點。羅馬十二章裏基督的身體，來自於八章
中照着靈而行的經歷：基督身體的所有肢體都該
是照着靈而行的人。原則上，倘若我們沒有照着靈
而行，就不可能在實行上有基督的身體；身體生活
因着屬肉體的行事而被廢掉了。所有的信徒都是
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但身體的實行有賴於信徒的
行事。我們若真照着靈而行，就會自然在身體生活
裏。我們要看見一件事─主恢復的目標是要恢復
基督，祂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作我們的生命；祂
也是那靈活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爲祂活的肢體，
使祂的身體得以建造起來。
（吳文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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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所青職聖徒相調報導

桃

園市召會八會所青職聖徒，於四月五日、六
日連假期間，至臺中與苗栗地區舉辦了兩天
一夜的相調，人數約三十位。相調的目的，使我們
學習在團體的行程中，在肢體間活出基督，也讓平
常不太有機會相處在一起的青職聖徒們，有更多
的時間彼此關心，相互交通。
有位姊妹平日都加班到夜晚，難得出外走走，
有兩天一夜的相調時光，喜樂無比。另有位姊妹清
晨纔由國外返回，因主眷顧讓航班提早抵達，便隨
卽趕往會所集合上車。也有週間在外地上班的弟
兄，已往只有週六日纔能短暫的遇到，恰好也能藉
着相調更多與聖徒同聚，且配搭其中活動的服事；
還有些媽媽們帶着幼兒一同參與。感謝主，是主分

青職們在臺中東勢林場喜樂合照

別了我們，使我們抓住機會，實際的相調爲ㄧ。
行程中，滿了喜樂的氣氛，無論在舊鐵道上、
在烤肉爐間、在花海叢中、在草莓園裏；甚至在夜
間的螢火蟲旁，我們漫步同行。藉由人性顧惜與大
地活動，讓我們向彼此更敞開，且發現各肢體的特
點。我們最享受在臺中市召會復興大樓住宿，同寢
室晚禱與晨興的時刻，弟兄們自然的交通到近況，
生活或工作上對主的看見與經歷，加上彼此的代
求，這是青職聖徒平常少有的團體屬靈時光。
第二天上午的聚集，劉弟兄勉勵我們，第一，
要竭力操練我們的靈，就是我們裏面的恩賜，時常
挑旺靈。這是保羅晚年對也是青職的提摩太弟兄
的囑咐。操練靈是一輩子的功課，我們若趁年輕就
習慣且熟練的應用靈，主纔有路在各面摸着並變
化我們，成爲祂所要使用的人。第二，按時按進度
讀經，充分裝備主的話。主的話包羅萬有、延展無
限，但若疏於追求，就使自己生活中主的言語稀
少。這樣的勸勉，着實令青職聖徒得益處。
相調不是外面的活動，乃是活出基督身體實
際的生活，亦是團體的神人生活。在相調裏，我們
學習否認己，只以基督作人位，且讓世人看出神真
在我們中間。願我們都在相調的實行裏，共同建造
基督的身體。
（八會所 許雅各弟兄）

中學生中幹成全訓練報導

桃

園市召會中學生的中幹訓練於三月十日、五
月十五日分別於二會所與十八會所舉行，共
有四十五位中學生參加，並有十五位服事者陪同
訓練。我們盼望將各會所有心追求主的中學生調
在一起，藉着訓練將這些學生們調整與成全，成爲
召會中的下一代。
因此，在成全訓練的實行上，分別以生命、讀
經、事奉以及性格這四方面，幫助中學生在日常生
活中有實際的操練。首先，生命方面，爲使中學生
經歷基督作燔祭與贖愆祭，在日常生活裏就需要
在每一方面實際的對付我們的良心。如果我們沒
有絕對爲着神，我們就會犯罪。於是，每位中學生
跪在主的面前，花費二十分鐘操練認罪的禱告。在
禱告中，中學生徹底承認我們的輭弱、錯誤與罪
惡，好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我們要中學生從
裏到外，一項一項的認罪，清除我們犯罪的記錄。
藉着認罪的禱告，也使我們有透徹的挖井，讓神聖

的生命能彀毫
無阻礙的在我
們裏面長大。
第二部分
則是幫助學生
們如何讀聖
經。我們需要
學習先用悟
性，再用智慧
來讀經，認識
聖經所陳述的
事實並深入理
解啓示所表徵
的意涵。在實
中學生和服事者操練認罪禱告
行上，最好能
建立每日三章舊約、一章新約的進度。倘若因課業
繁忙而無法照進度讀完，也鼓勵學生們至少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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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持每天十五分鐘進入一章聖經。不僅於此，中學生
也需要學習禱讀主話，用靈接受生命的話。我們將
學生們分組，使他們學習每字每句都能用靈的直
讀直禱，反覆重讀，或在個人摸着的詞句上加強的
重讀。我們也鼓勵中學生可以操練每早晨花十至
十五分鐘禱讀，反覆咀嚼消化主話。
第三部分是爲着事奉神領人歸主，建立『來、
去、來』的習慣。中學生能彀爲着人到神面前來，
爲着神到人面前去，來爲神也爲人作見證。其中，
我們鼓勵學生操練爲同學朋友有代求的生活，專

2018.05.27

特的爲人有尋求。我們也帶領中學生一步一步操
練使用福音單張傳福音，走出戶外接觸路人。
最後部分是性格方面。我們需要學習作人與
作事，從飲食、穿衣、休息與運動等日常生活，使
學生們個個被建立起來。我們也幫助學生們看見
操練殷勤不懶惰，進而帶着他們實際的書寫一週
的計劃表，藉此找出其中空檔時間，得以認真規律
的讀聖經，養成個人禱告的習慣。期盼學生們藉着
這些均衡的操練與實行，能彀成爲同儕中的榜樣，
進一步爲主作工。
（二十會所 徐釩予弟兄）

中學生中幹成全訓練蒙恩見證

在

這次中幹成全訓練，主要分成生命、讀經、
事奉及性格系列的四個部分，分別與認罪、
禱告、讀經、傳福音等基督徒日常生活有關的交
通。信息內容非常豐富，使我大蒙光照，題醒自己
在很多事上不僅是不彀儆醒，而且是草率的。必須
更多操練，將天然生命對付乾淨，讓神的生命在我
裏面更加多。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下午時段
一同到中壢市區傳福音。以前都向陌生人說：
『耶
穌愛你！』遞上福音單張就走。這次不同，要學習
向人『傳講』
。雖然有些緊張，但因着心中的負擔
使我更想出去把福音傳給未得救的人，也是第一
次傳福音如此喜樂。當我開口問陌生人：『你好，
我是附近的基督徒，可以耽誤你一到兩分鐘麼？』
若聽到對方說好，心中真是滿了喜樂，體會到世上
還是有許多正在尋求神的人，需要神來作他們的
生命。我願意更操練作個傳福音的人，把主分享給
更多的人。
（二會所 游蒙恩弟兄）
----------------------------------------------------------------次的中幹訓練，我特別摸着我們讀經必須先
用我們的悟性讀，也就是用我們的心思去理
解，再來要用智慧讀，領畧其中的真理，最後用靈
來接受聖經的話，讓這些話作成我們日常的供應，
而不是讀過就忘了。另外，還很摸着我們要分組操
練走出去傳福音。在出發前，我們有先練習，但是
當我到了街頭上，完全不敢把手上的單張傳講出
去，這讓我看見自己是如此的不行。願主能彀賜給
我剛強壯膽的靈，不要懼怕，纔能將福音傳給高中
排的同學們，感謝主。 （八會所 薛易騏弟兄）
----------------------------------------------------------------謝主，這一次的中幹成全訓練使我對主有更
進一步的摸着。在已過的期初特會中，弟兄
們帶我們看見耶穌正確的人性；而這次的訓練則

這

感

將我們帶進基督人性的實際與實行裏。很摸着『性
格』這一篇信息，使我對耶穌的其中兩個人性非常
有感覺：
『耶穌的人性是受時間限制的』
、
『耶穌的
人性是有次有序，不凌亂的』
。因着不久前考完學
測，使我的生活進入放縱的狀態，沒日沒夜，想作
甚麼就作甚麼，絲毫不受時間管制。主在地上爲人
三十三年半，祂無論作甚麼，都受到時間的管制，
順從父的指示，不凌亂也不散漫。這實在是我需要
操練且對付的，過着一個有次序，早睡早起的神人
生活。
（八會所 史以誠弟兄）
----------------------------------------------------------------加這次的中幹訓練，我很摸着事奉主必須操
練性格，就是要學習作人與作事。提前四章
十二節說：
『…總要在言語、爲人、愛、信、純潔
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原來一個事奉主的人，要
注意食、衣、住、行，在這些事上得體合宜，纔能
在傳福音、作見證上代表神。
行傳十三章四十七節：
『因爲主曾這樣吩咐我
們說，
「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
直到地極」』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午我們分組出
去傳福音。剛開始，只要是經過的人，幾乎都會多
看我們一眼，因爲我們穿着正式的服裝。當我們開
口時，大家一聽到我們是基督徒，就會拒絕我們或
者故意繞道。其中，我看到一位阿姨正要走來，就
很熱情想向她傳福音，當我纔踏出一隻腳，那位阿
姨突然大聲的說：
『不要！』我只好尷尬的退回來，
心裏很受打擊，覺得自己甚麼都沒說，怎麼就拒絕
我呢？這時忽然想到主耶穌來到世上傳福音時，
人們也是這樣拒絕祂，但祂仍愛我們，沒有放棄向
我們傳福音。盼望自己多操練性格，多讀經禱告，
在傳福音的事上能彀放膽說主話，讓更多的人能
得着這位真神。
（十四會所 王麗盈姊妹）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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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祂

感

謝主，與大家分享我相信主耶穌的經歷。自
小，我的家庭就是傳統拜拜的家庭。拜拜這
件事，對我來說就好像是考試考不好，讀書讀不下
去，老師對我很兇時，當時我必須作的事。
在高中三年級的暑假，因爲父親面臨心臟手
術，情況非常危急，當時全家人的壓力都很大，我
也不例外。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喫不下飯的感覺。
感謝主，還好醫院裏有基督徒，在這極度困難的過
程之中，一位基督徒把主耶穌的信息給我參考。當
時想說可以試試看主耶穌這位神，因爲爸爸此刻
的昏迷指數已降到三，我便把心中緊張焦慮的情
形告訴醫院禮拜堂裏的基督徒，他們立卽爲我禱
告。禱告結束後，在下樓的時候，果真感受到壓力
減輕，內心也比剛纔平安了。如腓立比書四章六節
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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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此信入這
位主耶穌。

因爲家族心臟病
史的關係，自己則是在
去年年底十一月，作了
一個心臟的手術。手術
一切過程都很順利，僅
剛開始在加護病房的
意識很不清楚。後來在普通病房休養，外面的身體
雖然虛弱，我的靈卻是剛強的，主使我有活力。深
信這是弟兄姊妹們在主面前爲我禱告的結果。馬
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節：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
麼，只要信，就必得着』。
感謝主，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和生命，乃是
喜樂的一件事，阿利路亞。現在參加了許多召會生
活的聚集，週日有主日聚會，週二有禱告聚會，週
四有小排聚會，時間過的很充實，裏面的人得着加
強與供應。願大家都能接受主耶穌作你的救主，感
謝讚美主！
（十一會所 黃偉修弟兄）

書報導讀

利未記概論（上冊）（第十五至十六篇）
信息主題
第十五篇是『祭司事奉的
條例』
，第十六篇是『食物的潔
與不潔』
。
信息要點
一、膏油塗抹帳幕和其中
所有的，描繪神人二性的調和，
這是事奉神的基本原則。亞倫和他的兒子們受膏
盡職的圖畫說出，我們只能在復活裏盡祭司職分，
以基督爲我們的贖罪祭與燔祭。如此事奉的結果
乃是，我們得着基督在復活裏、從諸天出來的祝
福，並有火從神面前出來，悅納我們的事奉。此外，
我們還須受警告，不該輕率的摸事奉，以免遭受屬
靈之死亡的審判。
二、關於食物的條例，我們需看見喫乃是和身
外之物接觸（特別是與人的接觸）
，將其接受到我
們裏面，藉着消化而成爲我們裏面的一部分，並從
我們活出。神的子民要作祂聖別的祭司，必須過一
個完全分別的生活，一直分別何爲潔與不潔的。

實行要點
一、凡火是從人、從地來的火、沒有以遮罪爲
基礎，表徵我們天然的熱心、喜愛、力量和才能。
神審判這樣的獻凡火。這是很強的警告，給我們看
見，我們接觸神聖的事物時，需要將十字架應用於
我們天然的生命。
二、我們必須學習在接觸人的事上謹慎、小
心。我們接觸人不該大意，不該濫交朋友。濫交朋
友會敗壞我們。我們需要認識四類潔淨的活物，以
及五類不潔淨的活物。當我們要與人接觸時，需要
考量這人到底是潔淨的，還是不潔淨的。這樣的考
量會保守我們不受玷污和敗壞，而過聖別的生活。
（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第四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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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爲 6/17（主日）上午 9:00，在中原大學中正
樓，有全召會集中擘餅暨相調特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