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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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為神國的發展（五） 

基督作為石頭救主，產生為着神建造的活石 

行傳四章十至十二節我們看見，基督這房角

石為猶太首領這些匠人所鄙視並釘十字架，

神卻叫祂從死人中復活，成了神建造的房角石，神

的拯救惟獨在祂裏面。 

  詩篇一百一十八篇說到，『匠人所棄的石頭，

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基督是神建造的房角石，

為着在新約時代建造召會。在祂復活的日子，主耶

穌被神作成房角石。在已過的永遠，基督為神所揀

選，作神屬靈建築的房角石。作匠人的猶太首領，

棄絕基督到極點，到一個地步將祂釘在十字架上。

在基督的復活裏，神第二次揀選基督作房角石，藉

此印證祂在已過的永遠裏對基督原初的揀選。神使

基督復活以後，將祂高舉到諸天之上；基督的復活

與升天都證明並印證，祂是神所揀選為着神建築的

房角首石。 

  基督作為包羅萬有的石頭，乃是神行動的中

心，為着建造神永遠的居所。因着祂是房角石，祂

纔能為我們死，我們纔能與祂同釘十字架，與祂一

同活過來，與祂一同復活，並與祂一同坐在諸天界

裏；祂也纔能拯救我們，將我們變化成為寶石，並

將我們建造在一起成為神的居所，就是神宇宙中獨

一的殿。 

  在行傳四章十至十二節彼得宣告基督是石頭

救主；彼得引用詩篇一百一十八篇，指明他不僅傳

揚基督是拯救罪人的救主，也傳揚基督是為着神建

造的石頭。這樣一位基督，乃是罪人惟一的救恩。

祂的名為猶太首領所輕棄，卻為神所寶貴，在天下

人間，靠着這獨一的名，罪人必然得救；不僅脫離

罪，且有分於神的建造。基督不僅是那聖別者、公

義者、生命的創始者、僕人，祂也是為着神建造的

石頭；這石頭是我們惟一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

基督是石頭救主；祂作石頭救主，乃是堅固、剛強、

可靠的。我們惟有在耶穌的名裏纔能得救，而耶穌

是那石頭，是石頭救主。神在基督裏成為肉體來作

石頭，是要建造神宇宙的居所。起先，基督是普通

的石頭；猶太首領棄絕祂，將祂殺害。但神卻寶貴

祂，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使祂成為房角石，就是聯

絡建築物兩堵牆的特出石頭。基督是神居所的房角

石，將猶太信徒這面牆與外邦信徒這面牆聯結。 

  基督作為石頭救主正在產生活石為着神的建

造，就是神屬靈的殿。對我們信徒而言，復活的基

督是繁殖的石頭和建造的石頭。首先，我們成為祂

的繁殖，現今祂正將我們建造在一起，成為神的居

所。基督作為神經綸中的石頭救主，是為着神建造

的建造者和材料。 

  藉由主在約翰一章四十二節和馬太十六章十

八節的說話，彼得得着基督和信徒都是為着神建造

之活石的啓示，並且至終領悟神的目標是要得着用

活石所建造的屬靈的殿。基督是活石，活石不僅有

生命，也能在生命裏長大；這活石就是為着神的建

造的基督。為着作我們的生命，基督是種子；為着

神的建造，祂是石頭。我們接受祂作生命的種子後，

就需要長大，好經歷祂作活在我們裏面的石頭。這

樣，祂要把我們作成因祂神聖性情而變化的活石，

好在祂這根基和房角石上與別人同被建造，成為屬

靈的殿。在基督裏並藉着基督，我們信徒就成為活

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我們藉着重生和變化而

成為活石；我們原是用泥土造的，但在重生時得着

生命的種子，這種子在我們裏面長大，就把我們變

化為活石。 

  我們被建造在其中的屬靈的殿，乃是神的建

造。至終，這建造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我們正漸

漸成為要建造在新耶路撒冷裏的寶石。我們天天，

甚至時時，來到是奶的基督跟前，並且喝祂，建造

的工作就進行。然後我們就會有水流，將我們從泥

土變化成為為着神建造的石頭。  （張國忠弟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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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會所青少年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報導 

區八個會所的青少年服事者，於十月二十八

日舉辦了自行車戶外相調活動。經過身體裏

的交通與代禱，任教會稽國中的聖徒，把握機會，

特別邀約共計十五位學生和三位家長參加，加上

十二會所現有的青少年及服事者，剛好滿滿一臺

遊覽車。 

感謝主，當天風和日麗，萬里晴空。第一站先

到七會所參加生命教育活動，由三位教職聖徒共

同配搭，引導青少年認識宇宙的奧祕，瞭解人是宇

宙的中心。大家專注聆聽，我們也一同歡唱詩歌：

『瞧！我是人』。 

結束後，連同其他會所共三輛遊覽車載着全

體青少年前往大溪橋頭租借自行車，大家陸續騎

車至三坑

自然生態

公園。過程

中，有的學

生騎車技

術不太熟

練，有的未

跟上隊伍

而迷路了，大家都能彼此照顧，相互扶持，平安騎

完全程。回程路上，幾乎每一位都分享活動心得，

大家十分開心，也期待下次有機會再相聚。 

    青少年在人生的過程中，是個極重要的轉捩

點，不僅要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更要適應自身生

理與心理的急遽變化。已過幾年，本會所與各會所

的許多聖徒，皆積極參與校園工作，配搭會稽國中

的生命教育。此教育乃秉持實踐愛人如己，追求全

人發展，宣導尊重生命，活出精采人生。聖徒們在

這所校園投入生命教育的服事，至少七年了。然而

近期由於學校課程的調整，已暫停一年。感謝主，

目前不少班級導師再度看見生命教育的重要，希

望重啓生命教育的課程。這次課程，更因着班級導

師的鼓勵，帶進許多同學踴躍報名。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何等的機會！但機會

來了，我們卻面臨配搭人位不足的窘境。期盼興起

更多聖徒願意投身其中，藉此教育青少年生命價

值，建立全人發展的環境；並同心合意撒下生命的

種子，與主配合得着平安之子，陪伴他們度過人生

重要的青少年階段，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意義，充滿

活力！              （十二會所 白鴻偉弟兄） 

 

德國司徒加特召會生活報導 

翰福音一章十八節：『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

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基督

彰顯神，召會是基督的擴大，在地上執行神的心

意。神心中的召會，藉着子的救贖，那靈的工作，

由過召會生活的聖徒們，顯明在各城。聖徒的召會

生活表明召會目前的光景。我們實際的在司徒加

特（Stuttgart）過召會生活，將我們所看見與聽見

的述之於文字。 

 

一、生活環境介紹 

我們的租屋處是地上三層與一層地下室的公

寓建築，共有六戶居住。我們住在二樓，兩間臥房

並排，隔着中間走道與臥室相對的，是並排的衛浴

與廚房。臥室有寢具、衣櫃；衛浴空間充分，同時

有浴缸與淋浴各一套。廚房的爐具、家電、餐具等

一應俱全。走道的一端是門口，另一端進入長形的

空間，可容納三十人用餐、聚會。這公寓已有四年

房齡，剛完成內部整修裝潢。 

租屋座落的位置分別是：到超市賣場，步行十

分鐘；到公車站，步行五分鐘；到捷運站（Vaihingen 

Bf），搭公車十分鐘，步行十五分鐘。距離英語禱

告聚會的家約五公里，搭捷運（須轉一趟車）需時

四十分鐘，若步行約一個小時。距離主日聚會場地

（司徒加特校園貴賓旅館 Campus Guest Hotel 的

會議廳），有二點六公里，搭捷運二十五分鐘，若

走路約三十分鐘。 

 

二、召會生活介紹 

目前接觸到的服事聖徒有負責弟兄 Joe，十月

一日早上於機場接我們到租屋處，並安排會說德

文的華人聖徒協助我們熟悉住處與周遭環境。第

二天，十月二日早上，校園服事交通後，Joe弟兄

便出發前往衣索比亞參加 ITERO。Joe弟兄夫婦均

能流利說德語與英語。 

而大部份聖徒配搭服事校園工作，有一個來

自美國的家，週二晚上開家作英語禱告聚會；有二

位校園工作同工，分別來自美國和英國；有一個來

自美國的家，為校園工作的主體服事家庭。有一對

北 

約 

青少年自行車戶外相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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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的華人夫婦、一對來自馬來西亞的夫婦、及一

個來自美國的青年家庭，帶着五歲和八歲的小男

孩，同來配搭校園工作。還有一位臺灣弟兄目前於

當地從事博士後研究，等同教職的職前訓練。 

在信息追求方面，每日晨興進入『召會的恢

復』（二○一七年德國萊比錫秋季 ITERO 信息），

以及職事信息『事奉的基本功課』 （Basic Lessons 

on Service）。在例行聚會方面，每週二晚上七時三

十分為禱告聚會與職事信息分享；每週三上午十

時為姊妹禱告聚會；每週六晚上七時三十分為波

斯語聚會；每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為主日擘餅與

申言聚會。 

十月十五日，司徒加特大學開學，十月份的前

兩週，校園服事緊鑼密鼓的展開。首先，十月二日

的校園工作配搭交通中，確

定我們在校園配搭的方向：

姊妹配搭進入校園接觸邀

約學生，並設計一系列海

報、看板、福音單張、書籤

等，其餘三位聖徒在禱告、

交通中，經營一個能為學生

與服事者打開的家。十月三

日，學生與服事者約二十

人，前往附近 Esslingen（葡萄園、古城）郊遊相

調。之後有多次的校園事奉交通。 

十月十一至十二日在 Ittlingen 風景區，有兩天

一夜的學生成全訓練，訓練主題：『更新奉獻，餧養

新人』，共計

二十六人參

加，其中有

十四位學生

與十二位服

事者。並安

排訓練後的

晚上，在我

們住處有愛

筵與參訓學生的分享交通，共來了三十六位聖徒。 

 

三、慕尼黑（Munich）頭一次的主日擘餅 

司徒加特至慕尼黑主日聚會會場（Holiday 

Inn）有二百二十公里，召會租了一部六十人座遊

覽車，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主日人數前往慕尼黑

相調。 

我們到達主日會場，會場連着宴客大廳，中午

十二時至十三時充分供應各式飲料、甜點、糕餅、

水果。十三時聚會開始，會場坐滿了聖徒，共有四

百一十一位聖徒及五十八位兒童，從海外，從歐洲

各國，從德國各城而來，一同見證基督身體的一。

全程使用德語，其他語言藉由無線訊號同步繙譯。

此起彼落的禱告聲、詩歌聲、呼求主名及阿們的聲

音，匯集成眾水

的聲音，為我們

的神，在慕尼黑

有金燈臺作祂

的見證，喜樂歡

騰。慕尼黑召會

的聚會人數約

有三十至四十

位，召會生活人

數有聖徒六十

位，兒童八位，

學生佔百分之六十五，在職聖徒與海外同工佔百

分之三十五，其中有十二個完整的家。 

 

四、個人蒙恩 

『…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基督的福音』（腓一

27 上）。基督的福音顯於我們的生活，行事為人。

我們四人來到德國司徒加特，要經歷許多生活的

調整，盼望每一個調整，我們都能同魂努力，主觀

經歷那靈的變化，有度量在此過召會生活，享受其

豐富。更具體彰顯在靈、魂、體得蒙保守：生活有

力、行路有光、說話能建造。 

在生活調適上有幾點交通：藉着時差調整，已

與臺灣有相同的睡眠時間間距，在德國建立早睡

早起的習慣。並適應飲食與保持居家衛生；食物採

買、記帳、搬運、烹煮、碗盤清洗、垃圾分類、廚

餘傾倒、廚房衛浴整潔、餐桌地板清掃、衣物清洗

等，人人有工作，個個盡功用。除個人晨興外，每

天早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進入英文團體晨

興、讀經、書報追求，一同用早餐，帶着主明確的

同在，開始一天的生活。 

在融入召會生活上，說英語是融入這裏召會

生活的必經憑藉。我們四人都能說英語，但都不習

慣說英語，參加這裏的每一次聚集，都需要否認

己，讓深處的靈鮮活，不留在習慣中，脫去舊人，

彼此鼓勵一同赴會，聯結於基督的身體。我們同作

見證，這樣的生活，醫治、更新、供應我們。 

（七會所 郭明貴弟兄） 

慕尼黑第一次主日擘餅 

姊妹為開學設計文宣 

愛筵與參訓學生分享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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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放棄的愛 

十年前，我們住家對面搬來一戶新鄰居，他

們家中常有姊妹一起讀經的聚會。有天問我

要不要一起來讀聖經，當下很自然的答應參加她

們的聚會。某天晚上，也受邀到了大同路的一會

所，參加一個特別的聚會，那時一會所僅是一間普

通的平房，大家聚在庭院，充滿了喜樂與歡笑。 

  之後參加讀經聚會時，一位師母問我要不要

受浸，我回答：『現在不行，以後公婆不在時纔可

以』。後來搬家了，公婆也搬來同住，因而漸漸未

再參加聚會。然而主實在愛我。有天夜裏睡覺，夢

到主耶穌從天而降，那時夢中的我非常着急，心想

眞的有主耶穌，但我還未受浸該怎麼辦？主耶穌

說，心裏相信也能得救。感謝主的慈愛。 

  可惜我沒有卽刻追尋，歲月一年一年的流逝，

經歷了人生各種起伏波折與苦難，我也從年輕的

媳婦熬成了三個孫子的阿嬤。公公先過世，五年後

婆婆也過世了。在婆婆過世後約五、六個月，我帶

着孫子在公園玩，巧遇一會所的姊妹來向我傳福

音。主耶穌前來題醒我，機會已到，不可再遲延等

待。人會忘記，但是神總不忘記，經過了三十年，

原來主耶穌一直未曾放棄我這隻迷途的羊。 

  在這一、二年間，家中發生一些變故，承蒙弟

兄們多次不辭辛勞的關心

與探訪。當我將所經歷的事

告訴弟兄，纔驚覺當年自己

向着主所說過的承諾。今年

五月二十七日，主日聚會之

時，趕緊到十八會所受浸，

讚美主的慈愛，我終於得救了。有主眞好，神是我

的避難所、是我的力量，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環境沒有變，可是我變了，我的靈不再那樣憂

傷，乃是滿有喜樂的心。夜深人靜，百感交集，人

生不能重來，此刻何等欣喜能回到神的家，成為神

的兒女。藉着主耶穌所賜的能力，我能彀適應任何

情況，豐富也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感恩，感謝

主，讚美主！    （十八會所 張美珠姊妹） 

書報導讀

召會見證的恢復與實行（第七至八篇） 

信息主題 

第七篇闡明『神對召會的觀

念以及召會正確的立場』，第八

篇則交通到『在合一立場上配搭

的實行』。 

信息要點 

一、神要得着召會作團體的彰顯。神在宇宙中

所以得着許多個人，目的是為要得着一個身體，一

個召會。新耶路撒冷是一幅圖畫，給我們看見神最

終的目的，是要把祂自己擺在一個調和、配搭、建

造起來之整體的體系裏。這就是神的觀念。 

二、當我們看到召會問題的重要，必須看見幾

件事：第一，神要得着召會。第二，召會是獨一的，

在宇宙中是一個，在地方上也是一個。第三，今天

召會的情形並不是一個。第四，基督徒中間有許多

的『會』，到底那一個是對的，或者都不對？如果

有對的，對的標準是甚麼？第五，召會旣是一個，

就只有合一纔是對的。召會的立場就是合一。 

三、召會的實際是三而一的神，外面的配合就

是召會，是基督的身體。這個身體是在一地一地顯

出來，所以地方就是這個身體的立場，也就是召會

的立場。簡單的說，召會的立場就是合一而顯在地

方上。召會的合一就是只能有『一信』（弗四 5），

不能把任何條件帶進來。 

實行要點 

一、在眞理上、信仰上，我們是無宗無派的。

我們只站在召會的合一上，不管是那一派、那個

人，凡是眞正屬靈的，我們都要。我們的態度是最

平衡的，我們沒有甚麼意思反對甚麼人或甚麼派。

凡是屬靈的幫助，我們都接受；凡是不合眞理的，

我們都拒絕。 

二、我們在主面前學功課，眞理要看清楚，心

卻要寬大。神的心意絕不要召會分派或分門別類，

我們絕對拒絕分門別類。我們要看見，所有神的兒

女都是弟兄姊妹。若是可能，我們都該在主裏和他

們一同交通，一同配搭事奉。 

（三會所 滕以勳弟兄） 

三 

一、 請為 11月份各會所青職福音行動禱告。 

二、 請為 11/22至 11/25國際感恩節特會禱告。 

三、 請為 11/24的選舉與愛家公投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