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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 

持守身體的原則以活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 

第五篇 為着基督身體的實際而活基督 

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乃是出自基督的純產

物；惟有那出於基督同祂復活生命的，纔能

作祂的補滿和配偶，就是基督的身體。基督不僅是

身體的頭，也是頭的身體。因着祂是包羅萬有的一

位，祂是頭，也是身體。照着歌羅西書三章十至十

一節，在新人裏，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這

就是說，祂是新人一切的肢體，又在一切肢體之

內。所以基督的身體連同作頭的基督乃是『那基

督』，就是團體的基督。我們需要異象，一旦看見

召會是在復活裏，在基督裏，在諸天界裏的異象，

就會排除在基督、復活、諸天界以外的一切事物。

因此，我們必須像保羅一樣，迫切的要活基督，為

着基督身體的實際。 

為着基督身體的實際而活基督，乃是被監禁在

我們的靈裏，作『基督耶穌的囚犯』（弗三 1），『在

主裏的囚犯』（四 1），『帶鎖鍊的大使』（六 20）。

當我們被監禁在基督裏，享受基督，我們的眼睛被

開啓，看見屬天的異象，就要得着最高的啓示。在

祂無限的度量裏，經歷祂是愛召會的基督，創造新

人的基督，將萬有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的基督，作

成恩賜並賜給恩賜的基督，以及安家的基督，為着

建造基督的身體。一個活基督、作基督大使的人，

就不再有自己的自由，也不再隨自己的方便行事；

無論他去那裏，作甚麼，不是隨着他的挑選，乃是

在神帶領管治之下，隨着神帶領管治的手。並成為

基督凱旋行列中的俘虜，在我們靈裏、在基督的人

位裏作一切事，以慶祝祂職事工作中的得勝，而在

基督裏講說，為着基督身體的實際。 

基督的身體乃是經歷基督的結果，所以我們

需要迫切禱告，使我們活基督，好使基督的身體成

為實際。其祕訣就是在羅馬八章的『生命之靈的

律』，這律就是三一神在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

後，成了賜生命的靈，裝置在我們的靈裏，成為在

我們裏面的一個律，一個自發、自動的原則和能

力；這是在神經綸裏最大的發現，甚至是最大的恢

復之一。所以現今我們需要與裝置好並運行的生

命之靈的律合作，將裝置好並自動的神這自發並

自動的大能，就是內住之靈這三一神的『電流』的

『開關打開』。而將這律的『開關打開』，乃是一直

摸着主並不斷接觸主，習慣的與祂有交通，並且照

着靈而行，受祂不斷的灌注。 

當我們在靈裏，我們有神的同在、神的說話、

與神的相聚，也有神作為生命的律的運行。而在調

和的靈裏，就是在那與我們的靈調和的生命之靈

的律裏，行事、活動、行動並生活，主就將祂自己

分賜到我們裏面的各部分。我們也要照着靈而行，

將心思置於靈裏；操練我們的靈，起來勝過我們的

身體和心理，留意主的話而儆醒禱告，時時在靈裏

禱告，務要儆醒、警戒（弗六 18），以持守我們禱

告的生活。並要建立活基督和禱告的習慣，就是不

住的吸入是靈的基督，呼求祂並與祂交談的習慣，

為着基督身體的實際。 

我們照着生命之靈的律，藉着作倒空並敞開

的器皿（王下四 1～6），並藉着被那靈充滿，並讓

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就能為着基

督身體的實際而活基督。生命之靈的律這神聖的

性能在我們裏面的運行，自然而然的使我們活神，

並且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也

能自然而然的將我們構成為基督身體的肢體，有

各種的功用，使全身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

把自己建造起來。 

但願我們都愛主到極點，保守自己全然、徹

底、並絕對的向祂敞開，讓祂為着祂身體的緣故，

成為我們的一切，並在我們裏面、藉着我們、且為

着我們作一切的事。           （張上釜弟兄）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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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五會所春季青職相調報導 

鼓勵青職在事奉上承接建造召會的託付，本

會所青職們，趁着四月四日至六日的連假，

辦了一場以青職為主體至臺南的相調。參加人數

共四十人，其中青職聖徒三十一位，青職福音朋友

兩位。行程規劃、聚會信息、飯食、以及大地遊戲，

都由青職弟兄姊妹豫備並服事，青職關懷者則給

予屬靈上的要點題醒。 

  在搭車前往的過程中，先透過活動，讓聖徒們

自我介紹，並歡唱詩歌、分享心得與得救見證。三

天的行程規劃十分豐富，我們去了奇美博物館、十

鼓文創園區、臺江國家公園、『大魚的祝福』公共

藝術、定情碼頭德陽艦園區、漁光島、臺南市美術

館、永樂市場等地。在每個景點，眾人不僅放鬆身

心，還有為青職豫備相關的詩歌，並將景點與屬靈

涵義聯結。活動組的弟兄姊妹精心設計大地遊戲，

使聖徒們能多認識彼此，讓主帶進建造。整趟行

動，新景點多、走路多、屬靈濃度高，聖徒們都見

證的確是適合青職的行程，個個喜樂洋溢。 

  這次住宿，由親愛的臺南弟兄姊妹們動員三

個大區，周全柔細的接待我們兩晚並早餐，見證我

們是一個身體，在愛裏彼此顧惜。聖徒們在接待中

多有深入甜美的交通，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天晚上，與臺南市召會聖徒們有青職座

談相調。弟兄鼓勵青職聖徒：第一，不小看自己，

主給我們每一個人最少都有一他連得（Talent，繙

出來是才幹、才能）；在召會服事上，要忠信殷勤

盡自己的那一分；在職場上，鼓勵我們認眞工作、

學習技能，若在職場上是有用的人，神也能用他。

第二，為着傳福音與牧養，我們需要裝備眞理；在

大小事上不憑着我們無定的感覺，乃是有主的話

作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第三，在錢財的事上

要過奉獻的關，『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路六 38 上）。弟兄見證，為着青職需要，他買了

四間房子租給青職們；遇到特會，診所掛上今日休

診。然而，主是信實的，沒虧待弟兄，病人未因此

不來。願我們看見一切都是主給的，作一個給的

人！最後再有加強的話，說到工作、家庭、召會生

活是沒有平衡的，當主有需要的時候，就是用豪邁

的靈『拚了！』 

  這次相調中，青職們接受負擔、同心合意、找

尋肢體、交通配搭，在主的祝福下有了甜美的相調

之旅。願主興起更多青職起來，『不再…單獨活

着，…與眾聖徒神裏配搭，建成三一宇宙之家，且

成基督生機身體，作祂顯身團體大器』。 

（十五會所 陳柏諺弟兄、十三會所 盧琬清姊妹、 

一會所 陳靈晨姊妹） 

 

春季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期初特會報導 

學期的中學生期初特會，於二月十七日在八

會所舉行。有中學生一百七十位，以及服事

者、家長共五十一位參加。我們先唱補充本詩歌三

二三首『轉，轉，我轉向主』以及三三九首『主，

保守我心』，挑旺我們的靈，並將我們對準主自己。 

  特會信息的題目是『神渴望祂所有的子民都

是今日的拿細耳人』。弟兄們交通到，主耶穌是人

類中間獨一的拿細耳人，祂是絕對為神活着。祂因

着享受父神最豐盛的恩典（奶油）與最甘甜的愛

（蜂蜜），使祂能拒絕惡的而揀選父旨意中的善。

我們今天也能藉着享受基督作最豐盛的恩典與最

甘甜的愛，而有一個大的支持能力，使我們能揀選

父的旨意，能有所撇下，能否認己，或是能揀選困

難的事。在舊約裏拿細耳人的各項條例，說出我們

今天該有的屬靈情形。我們今天該禁絕各種屬地

的享受和娛樂；我們該絕對服從主的主權和神所

設立的代表權柄；我們也需要勝過天然的情感；我

們也需要分別出來脫離死亡。 

  弟兄們舉了一些青少年常有的情形，作為給

大家的題醒。例如有時服事者要求青少年操練，有

人會說：『為甚麼又找我？為甚麼我要先操練？』

這說出我們的不服。或有些人被邀去參加特會時，

為 

本 

與臺南聖徒喜樂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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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會說：『其他人報名我纔報名！』皆反應出我們還

受天然的情感所控制。此外，聚會中不運用靈就使

聚會被死亡所籠罩。這些都是我們這今日的拿細

耳人所必須勝過的。 

  信息後，青少年填寫奉獻心願單，一個一個上

臺奉獻。弟兄們強調拿細耳人是『自願』奉獻，服

事者不須鼓勵，要青少年自願的奉獻，照着自己的

心願而定出奉獻範圍。青少年弟兄姊妹依據自己

填寫的內容，一一上臺宣告奉獻，共有三個奉獻項

目：第一，奉獻每天手機的使用時間，乃要受限制。

第二，奉獻每天早晨呼求：『主耶穌，我愛你』二

十次，並每

週操練禱

背一首關

於愛和恩

典的詩歌。

第三，奉獻

每週為一

位同學禱

告，並至少邀約兩位同學來聚會。藉着這次的期初

特會，青少年都更新奉獻自己，作拿細耳人滿足神

的心願。            （十六會所 謝成德弟兄） 

 

春季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期初特會蒙恩見證 

次的期初特會，說到神有一個渴望，渴望祂

的子民都能成為拿細耳人。民數記六章二節

說到，『…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是拿細耳人

的願，要將自己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這給我們

看見，人若要成為拿細耳人，並不在於神的發起，

而是在於人的揀選，藉着許特別的願，將自己分別

歸神，而成為聖別。 

  我特別摸着弟兄說的『先有分別，纔有聖別』。

要作一個拿細耳人，首先得將自己從屬地的享樂

分別出來。並且要服從神和一切祂所設立的權柄。

除此之外，還要對抗死亡，藉着常常禱告享受神，

使我們滿了神的生命，就能勝過死亡的光景。若我

今天要成為拿細耳人，勢必在各方面都會受到限

制；但我相信這班人是有福的，為着神在地上的工

作，將自己分別給神。盼望我也能成為這樣有福的

一班人，分別自己，成為今日的拿細耳人。求主加

力給我，成為自願奉獻給神的人。 

（三會所 范宇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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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特會說到神有一個渴望，渴望祂所有的子

民都是今日的拿細耳人，就是要將自己分別

出來歸給耶和華。人類中間獨一的拿細耳人是主

耶穌，祂一生一世都喫奶油與蜂蜜，享受父最豐富

的恩典和最甘甜的愛，使祂能拒絕惡的，揀選父旨

意中的善。今天我們能揀選父的旨意，能有所撇

下，能否認己，能揀選困難的事，這背後頂大支持

的能力，就是我們享受基督作最豐富的恩典與最

甘甜的愛。 

  這世代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充滿了死亡的

病菌，很容易影響我們對主的享受。因此，我們需

要天天、時時禱告，與神的仇敵爭戰。最後弟兄們

叫我們自願上臺奉獻，雖然我因着膽怯沒有上臺，

但也在座位上與眾人同聲奉獻。當時我對主奉獻

說：『我要每天呼喊你的名二十次，每天禱唱一首

詩歌，作主忠信的拿細耳人』。願主記念我向着祂

的奉獻，阿們！    （四會所 朱以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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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中學生期初特會，我最摸着的是最後上臺

的奉獻宣告。當臺上弟兄呼召時，我靈裏就

有感覺想要上去，便與幾位弟兄們毫不猶豫的上

臺。當時心裏有些緊張，因着靈裏火熱，使我能放

膽奉獻宣告。雖然講到後來有點結巴，但是下臺

後，我充滿了喜樂。 

  我要奉獻每天呼求『主耶穌我愛你』二十遍，

並禱唱一節詩歌，享受主的豐富；限制自己每天上

網不超過一小時，與世界有分別；至少帶兩位同學

來聚會。盼望我們都能作一個拿細耳人，事奉神，

並把自己奉獻給神。  （七會所 唐以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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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特會的主題是講到作拿細耳人，弟兄題到

拿細耳人是自願奉獻的一班人，不論身分如

何，只要願意都可以擺上自己，為着神的權益。信

息中也說到，作為拿細耳人，我們要操練淡酒濃酒

都不喝；淡酒和濃酒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所愛的

事物，我們要成為一個完全絕對為着神的人，就應

該禁絕屬地的娛樂，不受屬地的事物玷汙。 

  最後弟兄們特別對高中生交通，要恢復對主

起初的愛，回到享受裏，享受基督作豐富的恩典和

甘甜的愛，回到與主親密的交通中。感謝主開了

門，凡願意的都可主動抓住這機會，使我們能彀奉

獻自己，將自己分別歸神，走神的道路。 

(十六會所 謝沛蓉姊妹） 

這 

期 

這 

這 

青少年們專心認眞進入信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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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黑暗死蔭中的平安路 

謝主的恩典，我就像保羅弟兄所說，我是罪

人中的罪魁；然而主憐憫我，叫清晨的日光

從高天臨到我，照亮我，把我的腳引到平安路上。 

  在出生還未滿足月時，爸爸因意外過世。這場

意外改變了我的一生，也注定我的一生將與許多

人不同。事實證明，從出生到現在，意外不斷。國

三畢業後，大姊帶我到召會受浸，之後我卻遠離了

神。曾經一度頽廢到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總覺得

活着很累，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因着那次作的糊塗

事，媽媽求助無門而轉向主，接受了主的救恩。 

  雖主耶穌大能的手，將我這條命拯救回來，但

我仍是遠離主去流浪。媽媽、姊姊、以及弟兄姊妹

常常不住的為我迫切禱告，使神一次又一次救我

脫離各樣兇惡的事。原來神早就豫定我作祂的兒

子；縱使失去地上的父親，但卻得到神作我的阿爸

父。祂愛我，不肯放棄我，一直來尋找我，為要把

我帶到祂身邊。不管我去那裏，祂都與我同在。 

  有一次，在路上又發生重

大車禍，就在大家覺得絕望之

時，我又活了過來。這次我二

姊接受主的救恩。因着這樣，

我成了拉撒路，就是死而復

活，失去又得回的見證人。 

  藉着弟兄姊妹如雲彩圍繞，我開始過召會生

活。現在，主把我擺在祂身邊，放在許多基督徒中

間，跟着大家一起聚會讀經唱詩歌，我變得很喜

樂，看得到藍天陽光，有了活的盼望。我要說，『主，

感謝你的愛和憐憫』。我更要對家人和弟兄姊妹

說，『謝謝你們一路的包容、忍耐和極大的愛。沒

有你們，我不知道我現在會在那裏。我愛你們，很

享受每一次與你們的相聚』。感謝主，有弟兄處，

就有活路。           （二會所 馮天麒弟兄） 

書報導讀

民數記概論（上冊）（第十至十一篇） 

信息主題 

第十篇是『爭戰的要義

（三）女子承受產業的條例、摩

西的死與承繼者、獻祭和許願

的律例』。第十一篇是『爭戰的

要義（四）戰勝米甸人和豫先安

排美地的分配』。 

信息要點 

  一、重看神所給的產業，必蒙神悅納：雖然西

羅非哈的女兒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輭弱，但她們有

強的心願，重看神的目的、應許和產業，因此摸着

神的心而蒙神悅納。她們的經歷啓示一個重要的

原則：許多時候我們搆不上神的目的和應許，但我

們若有強的心願，渴望在神的目的和應許裏有分，

神就要憐憫我們。 

  二、摩西承繼者：在約書亞身上，我們看見幾

個特點。第一，約書亞這名在希臘文裏就是耶穌，

意卽耶和華救主。第二，約書亞裏面有神的靈，正

如我們的好牧人主耶穌裏面有神的靈。第三，約書

亞得着摩西的尊榮，豫表基督作牧人，有為主的尊

榮。第四，約書亞要在祭司以利亞撒之下，帶領並

牧養以色列人。 

實行要點 

一、民數記三十三章五十至五十六節說到關

於美地的佔領與分配，有四個要點。第一，以色列

要奪取那地；神應許將基督賜給我們為業，但神也

要我們取得並得着基督。第二，以色列人要趕出那

地所有的居民；今天我們也要趕出霸佔、攔阻我們

享受基督作產業的一切事物。第三，以色列人要毀

滅那地一切的偶像；照樣，我們也必須把我們裏面

一切的偶像毀壞，不留任何地位。第四，以色列人

要按家族拈鬮，表徵我們享受基督在於神的命定；

按支派人數承受地，表徵我們對基督的享受，在於

我們生命的繁增，這是我們這面的責任。 

二、今天在召會中，仇敵引進許多攙雜的成

分，為要敗壞、攪擾神的子民。神的子民若不起來

對付這些光景，就不能進入對基督豐富的享受並

達到神的目的。召會裏所有米甸人的成分：天然的

肉體、情慾的汙穢、世界、鬼魔、以及宗教的摻雜，

需要像非尼哈這樣的祭司，有神忌邪的心，並為神

的見證爭戰，纔足以應付。（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 

感 

一、 請為 5/9（週四）全召會長青聖徒相調代禱。 

二、 請為 5/18（週六）下午 16:30 在二會所的全召

會路加集調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