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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繁殖復活、升天、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爲神國的發展（一）

照着那給祖宗的應許繁殖復活的基督作長子

這

次訓練的總題是『繁殖復活、升天、包羅萬
有的基督作爲神國的發展』
，乃是論到基督
這位活的人位的繁殖，而這繁殖的目標不僅是爲
着神國的發展，甚至就是基督自己作爲神國的發
展。第一篇就給我們看見復活基督的繁殖，完全在
於祂是神的長子，這是照着那給祖宗應許的應驗。
行傳十三章給我們看見『從這人的後裔中，神
已經照着所應許的，給以色列帶來一位救主，就是
耶穌。…我們也傳福音給你們，就是那給祖宗的應
許』
（徒十三 23、32）
。撒下七章十二節論到『你…
的後裔』以及十四節論到『我的子』的話，含示大
衛的後裔要成爲神的兒子，也就是說，人的後裔要
成爲神聖的子，兼有神性和人性，由所羅門豫表。
這符合保羅在羅馬書一章三至四節的話，論到基
督是大衛的後裔，在復活裏，在祂的人性裏被標出
爲神的兒子。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完全應驗，叫耶
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所記：
「你是我的兒
子，我今日生了你」』
（徒十三 33）
。在行傳十三章
三十二至三十三節我們看見，基督作神的長子，乃
是神向祖宗的應許，神藉着叫耶穌復活，應驗這應
許。這裏說復活對那人耶穌乃是出生，在復活裏，
祂被神生爲許多弟兄中的長子。保羅能在詩篇二
篇七節看見主的復活，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
了你』
，保羅把『今日』一辭應用到主復活的日子。
這就是說，基督的復活就是祂生爲神的長子。神的
獨生子藉着成爲肉體穿上人性，成了神人，然後這
神人在復活裏由神而生，成爲神的長子。基督藉着
祂的復活，生爲神的長子，同時祂所有的信徒也生
爲神許多的兒子。在行傳十三章，保羅不是傳講基
督爲神的獨生子，如約翰福音所傳講的；保羅在行
傳十三章乃是傳講基督爲神的長子，爲着繁殖。

『論到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就這樣說：
「我必將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賜給你們」』
（徒
十三 34）。『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是指復活的
基督，這是因爲神從大衛的後裔中興起了這樣的
一位。
『那聖的，那可靠的』實際上這神聖的名稱，
就是基督的名稱，乃是基督所是的各方面，就如生
命、亮光、恩典、公義、聖別、生命的糧、活水、
能力、智慧、榮耀、神的深奧、頭、身體、初熟的
果子以及第二個人。一切聖的、可靠的事物，都是
基督自己作爲那給我們的憐憫。如丈夫對妻子的
愛，以及妻子對丈夫的順從，都是對我們作憐憫的
基督。我們需要看見，復活的基督是那一切聖的、
可靠的事物，成爲神給我們包羅萬有的恩賜；這就
是保羅在行傳十三章所傳講的基督。
『赦罪是藉這人傳給你們的』
，並且『靠這人，
凡信的就都得稱義了』（徒十三 38〜39）。保羅在
這裏兩次說到『這人』
，祂就是那已經復活成爲神
長子的一位，是我們的救主，也是那許多聖的、可
靠的事物。罪得赦免是消極的，使我們從定罪得釋
放。得稱義是積極的，使我們與神和好，蒙神悅納。
基督在祂的復活裏，就是我們的赦免和稱義，祂是
從神給我們的憐憫。
我們都需要看見，生爲神的長子是基督藉着
祂的復活所成就的偉大工作。基督復活那日，在祂
的人性裏爲神所生。祂成爲神的長子，爲要產生神
許多的兒子。我們要領悟，我們重生的日子就是基
督復活的那日。如今神有許多具有神性和人性的
兒子，然而在這許多兒子當中，只有長子是神的獨
生子。這位神的獨生子在祂復活的人性裏，也是神
的長子，兼有神性和人性，而我們這些作神衆子
的，也兼具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如今一天過一
天，我們正被模成神長子的形像。（林啓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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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所宣揚禧年的召會生活蒙恩報導

路

加福音四章十八至十九節：『…祂膏了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揚被
擄的得釋放，…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
人的禧年』
。我們原是把自己賣給罪、撒但、和世
界作奴僕的人，受工作的捆綁，生活常有莫名的壓
力、憂慮。表面上看來似乎有個好職業、住的也不
差，但是裏面卻沒有安息、沒有住處，因爲沒有神。
只有神是人眞正的居所與產業。如今我們不再漂
泊流浪，藉着信入主耶穌基督，使我們得以從罪的
轄制得着釋放，享受神作我們的產業。

福音開展前合照

八會所在南崁地區每週固定都有福音傳揚的
實行，爲着在大竹地區卽將有新會所的建構與繁
增的需要，近期約有三十位聖徒陸續前去配搭大
竹這地的福音行動，與全時間青年班的學員叩生
門傳福音。有聖徒分享，因爲一段時間未曾叩訪生

門，弟兄姊妹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沿路操練呼喊主
的名以剛強壯膽。當弟兄姊妹一家一家的叩門，遭
受許多當地居民的拒絕，就着人的天然，心裏有些
不舒服，但是眞正覺得難過的是：
『我們所傳的是
大好的信息，爲甚麼他們都不願意聽呢？人的心
是如此的剛硬以至於無法接受神』。
於是聖徒一邊往前一邊禱告，求神讓我們有
傳講的機會，讓人能呼求主的名。感謝讚美主，開
始遇見願意敞開的人，一同呼求主名；衆人越傳講
越喜樂，甚至尋見一位久不聚會的弟兄。起初他並
非是敞開的，藉着傳講及供應，他竟然邀請聖徒進
屋裏，問了好多問題，享受一個甜美、喜樂的交通。
聖徒正要離開時，弟兄甚至有些不捨，從開門直至
大家離去，臉上的表情已由原來的憂愁轉爲喜樂。
特別的是，當聖徒由原路折返回會所時，與這位弟
兄在家門口再度相遇，只見他臉上光亮許多，刮了
鬍子，滿臉笑容的與衆人打招呼道別。
我們每一位都應該作『勤奮』的新約福音祭
司，爲加強『福、家』的實行，與主配合，受差遣
『去』傳揚福音，餧養與牧養弟兄姊妹、福音朋友，
讓更多人認識主、享受主並經歷主，天天與我們同
享禧年的生活。爲着召會的往前，我們都需要有這
樣的心志。 （八會所 周詩勤弟兄、周蔡敏姊妹）

桃園市召會青職特會報導

感

謝主，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三天，於新竹
聖經學院有全召會青職聖徒的特別聚會。特
會期間有關心青職的中壯年聖徒陪同扶持，平均
每堂有一百八十四位聖徒與會。此次青職特會有
一大突破，就是已過特會皆爲一天，本次是三天兩
夜並一同住宿生活，且付代價將自己從傳統節日
中分別出來，一同上山過那屬天的節期。參加的聖
徒個個靈裏高昂，享受基督，相調爲一。
特會內容分爲四個部分：信息系列、分組討
論、專題系列、分組活動。這次共有五篇信息，分
別是：
『祭司事奉的榮耀與祭司的承接聖職』說到
我們都該盡祭司的職任；『在召會中經歷兩座壇，
爲着祭司的事奉』說到我們都該過奉獻及禱告的
生活；
『迫切並專一爲福音而活，並學習如何傳福
音』說到我們都有傳福音的靈，要讓福音的火一直
燒着以結果子；
『召會繁增的命脈和生命線』乃是
家聚會，將聚會送到家，將聖徒作到眞理裏面；
『向

青職特會合照

主而活、尋求突破、剛強開拓、有所作爲』說到我
們全時間積極進取爲主而活。藉着這五篇信息的
交通，與會的青職聖徒在異象、事奉和生命上，都
得到極大的幫助。
在每篇信息後，我們另有分組討論的時間。以
六至十位聖徒圍成一圈，剛開始先彼此認識，之後
有屬靈同伴的尋求、如何過正常的召會生活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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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項主題的交通討論，末了是參加者對於兩天摸着
的總結分享。
特會的下午時段，弟兄們精心規劃分組活動：
『聖經研讀』讓大家讀懂聖經結構，研讀希臘文聖
經。『詩歌歡唱』讓大家掌握詩歌的應用及唱法。
『散步尋寶』
、
『運動競技』
、
『創意 DlY』爲讓同伴
間有更多相調的時光。
特會兩天的晚上，弟兄們亦安排兩堂的專題
系列，分別是『尋求同伴』及『職涯規劃』
。現場
豫備座談時間，邀請在職場上擔任高階主管的聖
徒，針對青職最切身的工作、求職，給予合適的幫

2018.10.21

助，解答聖徒們實際的問題。並且訓練中心教師及
學員，來交通短期訓練的負擔，作為參訓的豫嘗。
感謝主，藉着這次特會的負擔，盼望我們都能
看見今天召會繁增的命脈和生命線，乃在於家中
聚會的實行。因此，我們都願意向主奉獻，每週設
定一個時間來實行固定的家聚會，並正確的使用
牧養材料餧養人。此外，我們也必須率先進入眞
理，每天至少花半小時在主的話上，更多被眞理構
成。最後，在職場中，我們也必須學習先尋求神的
國和神的義。凡事讓基督居首位，這是生活蒙福的
最大祕訣。
（十六會所 曾耀主弟兄）

桃園市召會青職特會蒙恩見證

特

會中很享受有屬靈同伴的生活。無論是早晨
一同呼求主名，或睡前在房內作拉筋運動，
以及信息討論的分享，都使我喜樂洋溢。
在和姊妹們一同作葉拓 DIY 時，靈中突然有
種感覺─盤中的葉子就是我！要將葉子刷到僅留
下葉脈紋路，眞是不容易；刷一次不彀，刷單面也
不行。在清理的過程，像是經歷被十字架對付一
樣，看到我的己、天然和個性，必須一再的被神對
付得潔淨。當我被神破碎潔淨，就更多接受這位施
膏者，也就是包羅萬有的靈，膏我們，
『漆』我們；
複合之靈的膏油塗抹越多，三一神的元素就越加
多在我裏面。如同上了色的葉拓，塗了越多顏色，
葉拓就越顯色。這樣持續不斷的膏油塗抹，使我們
活基督，向主而活！
（一會所 吳泇樂姊妹）
------------------------------------------------------------------次三天兩夜的青職特會，我很摸着同伴的專
題。去年研究所畢業，身分轉變爲青職，最
不習慣的是同伴變少了。以前住在弟兄之家，周圍
都是同伴，就算不想要，每學期仍有安排一位活力
伴。在職之後，一個人住在宿舍，離會所也尚有一
段距離。對於習慣了六年團體生活的我，這樣的召
會生活非常不適應，甚至有段時間不太想聚會。
這次特會的同伴專題，弟兄題到我們需要先
爲我們的同伴禱告。當我聽到這個點，非常蒙光
照，因爲我很少爲我的同伴禱告。目前遇到的環
境，並不是主不把同伴加給我，而是沒有爲着同伴
向主禱告。就像這次特會，我們會所只有我一個人
參加全程，實在需要好好爲我的同伴禱告，把他們
帶到主面前，讓主在他們裏面作工。求主使我對同
伴有負擔，不在自己的感覺裏，也使我藉着禱告繼
續向着主往前。
（三會所 廖元維弟兄）

這

此

次特會摸着關於家聚會的實行。在馬祖的
聖徒人數少，平常聚會僅四至七人，所以沒
有會所。但感謝主，正因爲我們沒有會所，主日聚
會、小排聚會都在家裏。藉着這樣的聚集，能看顧
個別聖徒的情形，使他們得着生命成長。有的是從
其他團體恢復到我們中間的信徒，有的是剛得救
的新人，都藉着家聚會餧養，操練禱告、禱讀主話，
一同敞開靈唱詩讚美。過程中也使我不斷的需要
在生命、眞理、話語上得着更多的裝備。
另外，這次青職特會在分組活動部份，我參加
詩歌教唱活動，學了很多詩歌，也學到如何用『彼
此對說』的方式與弟兄姊妹說詩歌，像以作者的角
度講給弟兄姊妹聽，操練以弗所五章十九節：
『用
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
頌詠』
。盼望藉此學習，能將豐富帶回去，供應當
地的弟兄姊妹，感謝主。 （九會所 程柏諭弟兄）
------------------------------------------------------------------在這次特會摸着第三篇『傳福音的靈』。因
深覺本身不太有傳福音的恩賜，傳福音的靈
也不太彀；然而從麥雅各弟兄的例子中知道，他和
我們一樣是普通的人，但他就是一個有傳福音之
靈的人。他的心給主的話所融化，也因罪人的需要
而焦急，主的愛叫他無法自制，人的需要叫他晝夜
不安。爲主的緣故，他變作愚人，好像瘋狂，叫福
音能出去。
我也願意向主求這樣的靈，並對福音迫切的
靈要越燒越旺，直到全人被燒盡、燒透。最近因着
會所卽將在主日有福音聚會，主使我對一位同學
有負擔，我操練把她擺在同伴和身體的禱告中。求
主將這福音的火繼續焚燒我，願我對人有迫切的
負擔，好使同學快快得救。
（十三會所 耿明姊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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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我心，喜樂滿心

我

出生在一個傳統信仰的家庭。高中二年級
時，父母簡單的信而受浸，使我有機會接觸
到基督徒。記得第一次參加聚會，雖看來是一張張
陌生臉孔，卻都洋溢着喜樂，甚至發着光！這對當
時常因學校課業壓力而不太快樂的我，覺得這羣
人眞是希奇，也被他們的喜樂所吸引。然而在聚會
中，聽到我們都是罪人時，很不以為然，心想自己
從小到大沒犯過甚麼罪，怎能說我是個罪人呢？
在那次聚會後，對於這羣基督徒、對於他們所說的
神，便存着疑惑的態度。
從那次聚會之後，教會的姊妹積極的向我傳福
音，她教我呼求主名、唱詩歌、向主禱告。儘管當
時不太相信，也不是很敞開，但那些詩歌和禱告的
話，卻像生命種子種在我的裏面。有次因着考試而
心情煩悶，想起姊妹曾說可以呼求主名，把重擔告
訴主耶穌；也可以向主唱詩，把壓力卸給祂。我便
覺得不妨一試罷！開始試着唱起詩歌，此刻一股暖

流自心中湧出，再唱
時，眼淚不經意滑下
臉旁。雖不懂自己爲
何流淚，卻感到裏面
的重擔壓力卸下，如
同心中一塊大石落地。尤其唱到『是神憐憫的心腸，
眷顧罪人的憂傷』時，想到自己悖逆不願相信神的
心，神竟願意施憐憫拯救，當下便向神承認自己眞
是個罪人，感謝祂願意憐憫我。禱告後，考試的煩
惱忘記了，換來的是心中滿溢的平安喜樂。我突然
明白，曾經遇見的那羣基督徒，他們臉上充滿喜樂
的原因，原來那是因爲他們裏面有主！
後來又有幾次類似的經歷，心中便確信這位
神是又眞又活的神，讓我決定要接受祂。因此在高
中畢業的暑假，受浸成了神的兒女。親愛的朋友
們，願你們也敞開心，接受主，祂就要成爲你們眞
實的喜樂和盼望。 （十四會所 葉黄雅婕姊妹）

書報導讀

神對召會的計畫（第四至五篇）
信息主題
第四篇至五篇皆爲『關於
召會立場的談話』
，論到聖經中
關於召會立場的啓示和實行、
召會立場與屬靈情形的分別、
仇敵破壞的詭計、地方立場的
約束、立場上的工作和交通、蒙福的因素等，最後
重申我們的立場、實行與態度。
信息要點
一、照聖經看，召會在每一個地方只該有一個
出現，而召會在每一個地方惟一的出現，乃是在那
一個地方代表宇宙中那惟一召會，對基督盡基督
身體該盡的功用。召會的一，乃是信徒在基督裏，
並在聖靈裏的一致，並無任何派別之分。這個在地
方上出現的立場，就是召會的立場。
二、那些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若是知道神的
旨意，並體貼神的心意，到被擄七十年期滿時，就
當回到耶路撒冷。當日以色列人留在巴比倫怎樣
不對，今天信徒不在召會的立場上也照樣不對。凡
體貼神心意的信徒，都該回到召會的立場上。卽使
在神主宰的安排下，留在召會以外的地方，也該像
但以理一樣，心向着神所定規的立場，並爲這個立

場禱告，絕不該反對或攔阻人回到這個立場。
實行要點
一、地方的立場，要求人付最大的代價，對付
人的肉體和天然，並要求人脫去一切出乎人，而不
是出乎神的東西。撒但的詭計是要把召會這一個
立場完全抹煞，讓人以爲有絕對的自由可以隨意
行動，並且還有美好又合理的藉口作其遮護。一談
起召會的地方立場，就沒有人能有一種最好的存
心、最好的用意、最好的結果作其遮護，召會的地
方立場乃是個大約束。
二、我們今天所以有一點的祝福，在於三個因
素：第一，我們注重生命、屬靈，或說是注重基督；
第二，我們注重召會的立場；第三，我們注重配搭
事奉。其中第二個因素召會立場，完全托着、繫着
第一和第三個因素。我們因着注重立場，纔能留住
一些神所給我們的祝福。屬靈雖然重要，基督的豐
滿雖是最中心的，但不能因注重屬靈與基督的豐
滿，就放棄召會的立場。 （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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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爲 10/18~11/3 全臺姊妹事奉相調聚會（五梯
次）代禱。
二、 請爲 10/23~11/1 在大園、大竹、華勛地區的壯
年班及其前後一週的福音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