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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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認識愛主的意義，在不朽壞之中愛主耶穌基督，並在愛和光中行事爲人

這

篇信息是前二篇的發揮。第三篇信息題到
『活基督需要我們愛祂到至極』。第四篇說
到『清心』
，就是以祂爲獨一的目標，除了神自己
之外，也不想要得着甚麼。
所以我們需要認識愛主的意義。愛主就是讓
祂活在我們裏面並替我們活，並領悟祂渴望有一
個住處使祂能得着彰顯（弗三 16～17）
。我們信入
主，乃是爲了接受祂；我們愛祂，乃是爲着享受祂
（多三 15）
。愛主乃是要停下我們的作爲，讓主全
然佔有我們這人。表達我們對主的愛最好的方式
乃是說，
『主耶穌，我向你敞開，完全佔有我。主，
我愛你，我將自己交給你，我向你敞開。多而又多
的擁有我，直至你達到我這人的每一部分，並且安
家在我裏面』
。按照哥林多前書，我們要愛主就需
要接受祂作我們的分，給我們享受，讓祂在我們裏
面長大，並領悟我們與祂是一靈。我們愛主，是藉
着完全讓主佔有，並愛祂的顯現（提後四 8）。
以弗所六章二十四節，
『願恩典與一切在不朽
壞之中，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同在』
。按照保羅
着作中的用法，
『不朽壞』這辭主要是指神和屬神
的事物；任何天然的事物都是會朽壞的，但神、神
聖的生命以及所有在復活中的事物乃是不朽壞
的。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意思就是
在新造裏，並照着以弗所書所啓示一切不朽壞的
事項愛祂。在主的恢復裏，我們需要在以弗所書所
啓示一切神聖、屬靈、屬天、不朽壞的事物中，來
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些事物乃是關於三一神、
神聖的生命、基督之於我們的所是、祂的所作以及
召會。
我們這些神的兒女越在不朽壞之中愛主，就
越在愛和光中行事爲人（弗五 1～14）。我們這些

神的兒女乃是神人，由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
情，屬於神的種類。神是我們真實、真正的父，我
們是祂真實、真正的兒女。宇宙中最大的奇蹟，乃
是人類竟能從神而生，罪人竟能成爲神的兒女。我
們這些神的兒女應當在愛和光中行事爲人。愛是
神內在的本質，光是神外顯的元素。我們這些神兒
女的日常行事爲人，該由神愛的本質和神照耀的
元素二者所構成；這該是我們行事爲人內在的源
頭。
以弗所五章二節說，
『要在愛裏行事爲人，正
如基督愛我們，爲我們捨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獻
與神，成爲馨香之氣』
。以弗所書的目標，乃是要
帶我們進入神的愛，就是祂內在的本質裏，使我們
在甜美的神聖之愛裏享受祂的同在，而像基督一
樣的愛別人。我們已經重生，成爲神的種類，我們
這些神的兒女應當是愛，因爲神就是愛；我們旣在
生命和性情上成爲神，也就應當成爲愛。
以弗所五章八節又說，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
如今在主裏面乃是光，行事爲人就要像光的兒
女』
。神是光，所以我們這些神的兒女，也是光的
兒女。我們不僅是光的兒女，並且就是光的本身；
我們是光，因爲我們在主裏與神是一。當我們在光
中時，我們就在對錯的範圍之外。如果我們行事爲
人像光的兒女，我們就會結出以弗所五章九節所
描述的果子：
『善、義和真實』
。這果子，在性質上
必須是善的，手續上必須是義的，彰顯上必須是真
實的，使神得以彰顯，成爲我們日常行事爲人的實
際。並且在善、義和真實中之光的果子，與三一神
有關：父是善，子是義，那靈是真實、實際。我們
行事爲人像光的兒女，證據乃是看有沒有結出這
種果子。
（彭啓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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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會所青職姊妹之家報導及蒙恩見證

桃

園是最年輕的都市，每年有許多的青年人湧
入就職，成家立業。爲了成全青職姊妹們，
穩定召會生活，並顧到住所的需要，在弟兄們的交
通及扶持下，於二○一七年七月成立了青職姊妹
之家。盼望藉由姊妹之家的成立，牧養並托住進入
職場的姊妹們，一同操練身體生活，在召會中被成
全盡生機的功用。
青職姊妹之家座落於復旦中學附近，爲一社
區大樓的一樓。室內面積約五十坪，室外庭院也約
五十坪，環境舒適宜人，客廳兼作主日聚會的會場
使用。目前共入住四位姊妹；週間除了個人或團體
的追求享受，每週三在社區聖徒家有固定的青職
姊妹排，一同愛筵交通。期盼藉此交通，更多關心
青年人各方面的需要，使姊妹們在工作之餘得着
加力，同享召會生活的甜美。
以下是一位入住姊妹的見證。我在豫備國考
的過程中，向主奉獻禱告，期盼除了能有穩定的工
作外，也能與姊妹們同住，一起操練過國度生活。
至終主帶我到了桃園。這裏對我是個異鄉，在各方
面都需要調適。感謝主，豫備了青職姊妹之家，使
自己可以更深的經歷主，更加寶貝基督的身體。
很寶愛這裏的生活，在每一位姊妹身上都能
看見主甜美柔細的愛。姊妹們爲加班的我豫留晚

青職姊妹之家和社區聖徒合照及生活見證影片

餐，桌上常有小餅乾，還不時貼心問候：
『妳還好
麼？需要幫忙麼？』讓我有家的感覺。在門前的草
地上，我們一同野餐交通，一同哼唱詩歌，把生活
所遇難處帶到主前；在小廚房裏，我們一面煮晚
餐，一面唱詩交通禱告，彼此激勵，互相勸勉。
因着有同伴，無論所遇何事，都能交託代禱，
彼此托住。更是藉着相互邀約聚會和配搭服事，一
同抓住機會，操練在生命裏往前，不致因忙碌而失
去目標。我們都有一個渴慕，與同作肢體的姊妹們
一同投身其中，享受主這生命的水流，有分於神的
建造。
（十會所 吳文宏弟兄、曾靜欣姊妹）

二○一八年姊妹相調特會報導

感

謝讚美主，桃園市召會姊妹相調特會於四月
二十八日在一會所舉行。本次共有三百八十
位姊妹參加。特會內容是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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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八篇信
息，由四位弟兄輪番釋放出來。感謝主，姊妹們都

桃園市召會姊妹相調特會

像馬利亞一樣，安靜坐在主的腳前聽主說話。藉着
這次信息的傳輸，叫姊妹們都得着及時的供應，都
能在生命、經歷和享受上往前。
信息的開頭，把我們再調整到源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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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成爲一。我們就需要與神的工作配合，以基督爲
我們的人位。神在基督裏的豐富是追測不盡的，都
是爲着給我們享受的；我們需要在我們的經歷中，
注意關於基督的積極事物，而喫基督，享受基督，
被基督構成，變化爲珍貴的材料，成爲建造的柱
子。因爲那喫主的人，也要因主活着（約六 57 下）
。
照着靈而行以活基督，並有領頭者的心和靈，率先
操練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愛和
光中行事爲人，成爲光的兒女，與基督天上的職事
合作，牧養神所託付的羣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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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最後，完全與神和好並且心寬宏，好在神的經
綸裏正確的代表神，而實行召會生活，以產生一個
新人。願這樣的負擔，作到姊妹們的裏面。
今年的負擔是『牧養』
，願姊妹們接受主話的

2018.06.10

牧養，成爲率先操練的人，率先禱告，率先出去牧
養顧惜人，率先在生活中活基督，顯大基督。願主
發命令，使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羣。
（一會所 歐李彥軍姊妹）

二○一八年姊妹相調特會蒙恩見證

很

寶貝能和姊妹們一同領受主的說話。我摸着
信息第三篇：『爲着身體生活照着靈而行以
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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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聖經
只向我們要求一件事，就是要我們照着調和的靈
而行。不住的禱告是照着靈而行的路，最簡單的就
是呼求主名。我們若照着靈而行，三一神就活在我
們裏面，使我們能爲着身體生活而活祂。
我們的習慣常常攔阻我們活基督並與主是
一。何等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竭力操練我的靈，藉着
不住的禱告，照着靈來生活行事，而蒙拯救脫離我
的習慣，好在靈裏活基督並顯大基督。
（五會所 黃陳麗珠姊妹）
----------------------------------------------------------------一篇信息『…經歷神中心的工作並以基督爲
我們的人位』說到，神在宇宙中歷世歷代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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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
使祂自己與我們成爲一。
加拉太書四章十九節：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
你們裏面』
。基督在我們悔改信主時，就生在我們
裏面；然後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活在我們裏
面；還要在我們成熟時，成形在我們裏面。我們如
何與基督同活呢？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節：
『…
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
我們要否認己，並憑新的人位而活。當下我就和主
有更新的奉獻，我願意順服那靈向我說的話，清理
舊生活，以基督爲惟一的人位。
（十四會所 廖林彥君姊妹）
----------------------------------------------------------------次特會，我摸着兩個點：第一，我們常常說
照着靈，但其實是照着我們自己的興趣─那
是率性。不住的禱告是照着靈而行的路。弟兄說到
我們常是率性的，這點我很有感覺。去年全臺姊妹
集調後，我重新劃出禱告的時間到主面前去。然而
最近孩子的行程又多了去補習班、看牙醫，我必須
把作飯的時間提早，如此就失去了原本劃分的禱

第

這

告時間。當我失去禱告時間後，開始感覺各方面很
不彀用，甚至有不想服事的感覺。我就很率性的
想，乾脆不要作了。因着一忙碌而失去禱告，心就
開始狹小，只想爲自己而活。實在需要來到主面前
尋求，禱告纔是力量的來源。
第二，我們必須有寬宏的心。定罪自己天然的
所是，脫離肉體與神和好，能使我們的心寬宏。詩
篇一一九篇三十二節說：
『你旣開廣我的心，我就
奔跑你誡命的道路』
。想到之前和一位車險經紀人
接觸的過程，裏面很有感覺，自己會被得罪真是因
爲自己的自高與自傲。後來我轉而告訴他，其實他
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並邀對方來聽福音，認識我們
基督徒的生活。他竟也答應了，感謝主。
（十四會所 黃邱馨蘭姊妹）
----------------------------------------------------------------次特會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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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
活對於基督徒來說相當重要，因爲在以弗所書中
啓示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新人，神的國，神的家，
神的居所，新婦與戰士；召會旣是神所寶愛的，所
揀選的，我們就需要以基督爲我們的人位，與主同
有一個生命，愛祂且活祂。
我們建造召會，不僅需要照着靈而行活基督，
也需要作個清心的人，在靈裏貧窮，有寬宏的心，
與神和好，在神的經綸中正確的代表祂。當我們徹
底的被那靈浸透，神就會有出路，就能與基督天上
的職事合作，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並且在特會中，我相當摸着我們需要在愛中
行事爲人。如今我們已接受主作我們的生命，就需
要更多求主光照我們的心，被主的愛充滿且佔有。
因爲人的愛是有限的，但是神的愛是永不朽壞的，
需要操練以神的愛來愛所有人，牧養主寶愛的羣
羊，活基督，而不活自己。也期望自己操練學習關
心別人，與別人分享基督、供應基督，擴大自己的
度量，拿起負擔餧養人，幫助人在神聖生命裏長
大，並且持續不斷有分於基督奇妙的牧養。
（十五會所 江東旭姊妹）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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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憐憫的心腸

祖

父給父親的產業豐厚，小時候我們一家過着
富足的日子。直到父親變成酗酒、家暴的人，
夜裏聽到父親醉酒回來與母親爭吵、摔碗盤的聲
音，我們三姊弟被嚇得躲在樓梯間偷看。之後，得
知父親罹患攝護腺癌，雖得醫治，卻覺得人生無
常，消極看待人生；我就在這樣沒有安全感並暴力
的家庭中成長。
國中時，一位補習班老師帶我們兄弟倆認識
主耶穌。她告訴我們：
『主是宇宙中惟一的神，也
是賜平安與賜生命的那一位。』因着老師受浸得救
後，喜樂的生命在她裏面，而時常邀約學生們下課
後在教室裏愛筵。老師不避諱的說到自己從前是
如何叛逆，主卻使她脫離黑暗的世界。
我和哥哥因着老師的見證，就去參加主日聚
會，週間也有青少年服事者到學校與我們晨興，我
們還一起到服事者家中愛筵相調。雖然看不懂聖
經，然而弟兄姊妹的見證，讓我們兄弟倆都很渴慕

那打從心裏活出來充滿亮光
的生命。因此在某次的福音
聚會，我和哥哥都受浸成爲
神的兒女。
因着相信這位宇宙中惟
一的神，時常將生活上的事情跟主耶穌禱告。雖然
家中情形沒有變好，甚至每況愈下，但我相信這位
神總會眷顧我一生的道路，心中便滿了平安。
國中畢業後，逐漸離開召會生活。那時學業起
伏不定，也曾經沉溺電玩。因着神的憐憫，有基督
徒在路上傳福音時碰到了我。再次來到福音聚會
中，唱了那首詩歌『清晨的日光』
，內容題到：
『雖
經漫漫長夜，晚星也都已消滅，神卻未曾忘記祂所
定的永約；當我們正徘徊在死蔭之地離不開，有一
清晨的日光從天而來…』
。謝謝神一切的安排，祂
未曾忘記我，要我回到神的家中，跟弟兄姊妹一同
在主的生命裏長大。 （十二會所 吳俊昌弟兄）

書報導讀

利未記概論（上冊）（第十九至二十篇）
信息主題
第十九篇和第二十篇是接
續前面的信息，繼續論到痲瘋
的不潔。
信息要點
一、利未記十三章四十五
至四十六節說到患痲瘋者要向
人公開承認自己的痲瘋：
『患痲瘋災病的人，他的
衣服要撕裂，也要蓬頭散髮，蒙着上脣，喊叫說，
不潔淨！不潔淨！…他旣是不潔淨，就要獨居營
外』
。患痲瘋的人，第一，衣服要撕裂；第二，要
蓬頭散髮；二者合起來就是完全不服權柄、不受約
束而放肆。第三，要蒙着上脣，不能和人接觸說話。
第四，要喊叫『不潔淨！不潔淨！』定罪自己。第
五，要獨居營外，就是從神子民中間的交通隔離。
二、利未記十三至十四章論到患痲瘋者得潔
淨的四個層次：第一層，痲瘋在人身上，必須被人
身體裏的生命吞滅而得痊癒。第二層，患痲瘋者必
須到神面前纔有救法，把痲瘋的污穢完全除掉，這
由十四章的兩隻活鳥，加上香柏木、牛膝草、朱紅
色線、血、活水所豫表。第三層，患痲瘋的人要在
自己身上有所對付，洗外面的衣服，剃去全身毛

髮，還要對付自身。這豫表我們根據主的救贖，對
自己的生活及自身有所對付。第四層，求潔淨者還
得在神面前，藉着獻祭解決患痲瘋的罪案。
實行要點
一、利未記十三章四十七至五十九節說到衣
服上的痲瘋。人的痲瘋是指人本身說的；衣服上的
痲瘋是指人的行爲和生活上的毛病，是人外在的
一面，在職業、交際上和人往來所沾染的不潔。一
個人也許沒有痲瘋，但在他所從事的職業、交際應
酬的事上，可能接觸到痲瘋而受了玷污。
二、利未記十四章六至七節看見，灑在患痲瘋
者身上的，不只有血，血裏面還有活鳥、香柏木、
牛膝草、朱紅色線和活水。血裏面救贖、死、復活
和人性的成分，還有因受苦而得着榮耀的成分，再
加上聖靈，這一切全都臨到求潔淨的人，並進到我
們裏面。因此我們不光是在客觀方面得着潔淨；更
是在生命、性質和內容上，主觀的得着潔淨。
（十四會所 林郁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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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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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爲暑假兒童品格園、青少年特會、大學生特
會訓練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