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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春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在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中神國的發展 

第二篇 藉着過隱藏的生活而過國度的生活 

篇信息交通到，過國度的生活就是過隱藏的

生活。第一，我們要看見主耶穌是過隱藏生

活的榜樣。主在食飽五千人的神蹟，沒有與羣眾留

在一起，乃是離開羣眾，在山上獨自在禱告中與父

在一起（太十四 14～23）。我們應當寶貴『與父在

一起』、『在山上』、『在禱告中』這三句話。與別人

一起禱告是很好的，但無法像我們獨自向主禱告

時享受主那樣深、那樣親、那樣近。我們必須學習

離開羣眾、家庭、朋友和召會裏的聖徒，去到更高

一層的『高山』，獨自與父在一起，隱密的與祂有

親密的交通。 

第二，國度的子民過隱藏的生活，是不將自己

的義行表現在人前，這些義行就如施捨（太六 2～

4）、禱告（5～15）及禁食（16～18）。在馬太六章

這三個例證當中，主都使用了『隱密』這辭（4、

6、18），說到我們的父是『在隱密中』，祂『在隱

密中察看』。國度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活

在倒空、謙卑的靈裏，以純潔、單一的心行事，就

不可在肉體裏作甚麼，得人的稱讚。在隱密中行

義，結果乃是殺死肉體和己，不在義行上顯揚自

己。我們需要隱密的禱告主、敬拜主、接觸主並與

主交通，這表示我們是健康的，並且我們正在生命

中隱密的長大。我們若認眞要成為國度的子民，就

必須學習憑着我們父隱藏的生命而活。 

第三，我們要看見神實在是自隱的神（賽四五

15）。信徒可能認識神是全能、公義、滿有恩典和

慈愛的神，卻不認識神是一位自隱的神。神在祂的

子民中間，也在他們個人的生活裏作了許許多多

的事，但神卻把自己隱藏起來。在迦密山頂，神是

明顯的與以利亞同在，但神一隱退，以利亞就受不

了（王上十九 9～18）。以利亞以為看得見的纔算

得數，但神是一位自隱的神，神在暗中為祂自己留

下七千得勝者，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的活動隱

藏到連申言者以利亞都不知道。我們需要認識神

作工隱藏的性質，不要以為只有大的感動、大的異

象、大的啓示纔是出於神的，神最確實的工作，乃

是祂在我們這人的隱密處所作的。 

當獨生子來表明父，祂把父藏在人性生命裏，

並且是藏在一個『面貌憔悴』、『無佳形威儀』的人

性生命裏（賽五二 14，五三 2）。你若把聖經好好

的讀過，就看見神有一個脾氣，就是不樂意顯揚，

祂不願意在明處作事，乃喜歡在暗中作工。我們感

覺最無能的時候，就是主最有力的與我們同在的

時候（林後十二 9～10）。我們必須對我們裏面最

深處所感受的聲音說阿們，因為自隱的神正在那

裏隱密的、不停的作工。 

第四，這國度的生活是一個往下扎根、向上結

果的生活。詩篇四十二篇七節說，『深淵就與深淵

響應』。凡不是從深處出來的，就永遠不能達到別

人的深處。我們要讓基督作為生命的種子，在我們

那是好土的心田裏深深扎根（太十三 23）。看不見

的生命叫作根，看得見的生命叫作葉子，許多基督

徒的難處就在於看得見的生命雖然有許多，看不

見的生命卻少得很，換句話說，就是缺少隱藏的生

活。基督徒的美德只有顯在人面前，沒有隱藏在深

處的，這樣的人是沒有根的，經不起試煉和試誘，

求神作工在我們身上，使我們能往下扎根。 

我們需要像使徒保羅一樣，對基督有深處的

經歷（林後十二 1～4）。要有保羅的工作，就得有

保羅的『根』；要有保羅的生活，就得有保羅的生

命；要有保羅顯露的能力，就得有保羅隱密的經

歷。願主恩待我們，讓十字架在我們裏面作更深的

工，好讓我們深深扎根，使我們過深處隱藏的生

活，來滿足神的要求，滿足神的心。（曾廸華弟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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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七會所召會生活報導 

會所與十八會所皆為近幾年新增的會所，特

色是位置同在桃園區，且相距僅數分鐘的路

程。雖然生活圈幾乎重疊，卻不曾有相調，着實令

人覺得可惜。感謝主的安排，讓我們兩個會所有機

會在四月第二個主日，有集中擘餅的相調與交通。 

  在此次的相調聚會，本會所共有三對夫婦代

表，分別交通如何藉由多而又多的禱告帶家人得

救、週週主日會後愛筵的實行、以及雙數週主日晚

上於一會所的服事者成全聚會蒙恩。而十八會所

交通到，如何藉由眾聖徒同心合意的配搭與迫切

的禱告，帶進多人得救。其中十八會所的聖徒，對

於我們能彀週週主日會後有愛筵而感到驚奇，我

們也分享如何實行以及聖徒間如何配搭飯食。然

而關於如何帶人得救，我們則是得着供應與鼓勵。

如此豐富的交通，使眾人同沐主恩。 

  會後的愛筵相當熱鬧，看見聖徒們毫不吝惜

的將拿手好菜端

上桌，留下用餐

的大人小孩人數

超過一百位。最

後還有相當多剩

餘的餐點可供聖

徒帶走享用，就

如同主耶穌以五餅二魚餧飽五千人，最後喫剩的

零碎還可裝滿十二籃子，讓我們看見神家的豐富

是如此的充盈滿溢。 

  藉由相調，十七、十八會所的聖徒彼此更加熟

悉了。進而帶進彼此的代禱，更能在服事上有甜美

的配搭。弟兄們滿有負擔的交通，五月份的福音聚

會，決定由兩個會所一同舉辦。盼望藉着更多的相

調，能彀得着更多的祝福。 

（十七會所 邱維鑫弟兄） 

 

桃園市召會青職座談暨相調報導 

次青職座談分南北兩區舉辦：北區有成家聖

徒婚姻成全及青職職場座談成全兩場聚集；

南區則分三個照顧區來舉辦青職座談。 

  首先，北區在三月十六日於一會所，舉辦了成

家聖徒婚姻成全，與會人數超過兩百八十位聖徒。

聚會開始先由三對夫婦作婚姻的見證，他們都是

召會中很有服事的弟兄姊妹。藉着對主的信及對

眾聖徒的愛，使他們成為各地不可或缺的家。接

着，林弟兄夫婦的見證供應我們，看見婚姻的重

要，並認識婚姻能帶下更大的祝福，是實行新路的

重要憑據。婚姻生活的關鍵，在於在靈裏被充滿；

要在靈裏被充滿，就要操練晨興、禱告、相調、事

奉。信息後，眾人分享踴躍，有許多是夫妻一同上

臺，一同作基督與召會的美好見證。 

  北區第二場是在三月二十三日的青職職場座

談，共有兩百零六位參加。一開頭有弟兄為我們釋

放信息，說到基督是如何成為我們生活的意義、見

證、中心，並

強調青職們

在人生的規

劃裏一定要

參加全時間

訓練！之後

有弟兄姊妹

為我們作見證，接着有問答，對於職場的許多狀況，

弟兄姊妹踴躍提出疑問，與談人一一給予幫助。末

了，弟兄題醒與警戒我們青職，需要從屬世和單獨

中蒙拯救，而能在職場中為主作榮耀的見證。 

  南區的西照顧區（三、十、二十會所）於三月

二十三日舉行了青職座談，共有四十五位聖徒蒙

恩。本次座談分成兩個階段進行，首先針對『職場

生活』、『召會生

活』、『人際關

係』與『婚姻與

家庭』等四個青

職常有難處的

面向進行研討，

聖徒可依據個

人情形，自由參與分組研討。第二階段，青職與職

場歷練豐富的聖徒進行座談，藉由分享與問答，讓

聖徒們瞭解基督徒正確的工作價值觀，也很實際

的分享職場常遇到的加班、升遷與轉職議題。藉此

聚集，青職相調在一起，不僅在人性一面的需要得

着顧惜，也帶到神聖屬天的範圍。 

  中照顧區（二、五、九會所）同樣於三月二十

三日舉辦青職座談。地點在七會所，共有二十位青

職聖徒參加。中照顧區的弟兄們，在聚會前就時常

來在一起交通各會所青職的情形與需要。在座談

本 

這 

與十八會所聖徒主日相調合影 

北區青職職場座談 

南區西照顧區彼此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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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過程中，我們看見

青職聖徒需要調

在身體裏，在身體

裏藉着榜樣彼此

牧養。感謝主豫備

幾位弟兄的見證，

給我們看見在職

場與生活中蒙福的關鍵。座談結束後，眾人來到大

溪茶廠，享受聖徒茶點的愛筵，彼此交通近況並代

禱。感謝主，藉着這次座談，人人都得牧養。 

  東照顧區（六、七、十四會所）於三月三十日

在角板山舉辦了照顧區的相調。當天共有七十一

位聖徒參加，其中青職聖徒有二十一位。先是角板

山公園、蔣公行館、新溪口吊橋的戶外踏青，讓聖

徒沐浴山林。再前往介壽國小集合，一同唱詩歌、

彼此介紹、見證分享。最後有豐富佳餚的愛筵。在

相調中，藉着禱告、交通、相調，使我們在一個身

體裏，滿有身體感。巴望聖徒間，調靈調負擔調行

動，在地上同抬約櫃。 

（五會所 吳崇仁弟兄、七會所 巫正揚弟兄、 

十會所 范維恩弟兄、十一會所 賴正倫弟兄、 

十六會所 謝文鋒弟兄） 

 

桃園市召會青職座談暨相調蒙恩見證 

姻是神聖，且在神眼中視為重要的一件事

情，因為家是神行動的基本單位。我們看見，

神多麼祝福、多麼需要一個個的家庭。在神的眼

中，一旦結婚就是二人成為一體，不可分開。若遇

到難處，就該禱告，盼望主來拯救我們全家的光

景。你我有屬靈的眼光，就能看見有一股強大邪惡

的洪流，充滿放蕩、淫亂、不法…正在全地氾濫，

正在沖擊、試探每個家庭。為這緣故，我們需要為

自己家庭的光景，仰望主的憐憫。 

  聖經中對婚姻有許多的教導，以弗所書說到

『丈夫也當照樣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

體』；甚至弟兄勸勉作丈夫的，應該把錢財交給妻

子，馬太福音六章說到『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

的心也必在那裏』。婚姻是極重要的一件事情，需

要來經營，總要作到成功，阿們！ 

（十六會所 連俊富弟兄、連吳育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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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西照顧區的青職座談，採用自由討論的方

式，訂了很多主題。最讓我摸着的問題是：

遠離家鄉工作，如何讓故鄉的父母接受福音？弟

兄姊妹彼此堆加分享，包括需要迫切禱告；重要的

是回到家鄉也要聚會，跟當地聖徒有密切聯結。並

請當地聖徒針對父母的喜好來邀約，若喜歡唱歌，

可約他們唱詩；若喜歡戶外活動，可約他們相調。 

這次座談，不只是讓我們看到神經綸的一面，

更是看到在生活中基督豐富的實際。不管那一面

的問題，總有肢體經歷過或是能從各樣的交通中

得着應時的幫助，彼此顧惜供應，我們就像四十八

塊豎版，一同建造出神榮耀的帳幕。 

（十會所 謝雅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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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座談中，弟兄說到我們的人生目的不是在

於如何致富，也不是如何成功，最好的路乃

是參加全時間訓練，至終盼望成為得勝者。我很摸

着弟兄在職場上的見證，雖然沒有靠山、沒有高學

歷，但是主都讓他升遷的比別人快。弟兄說，能彀

在職場上有好的表現，都是因為在召會生活裏受

過成全；而且他乃是絕對的為主擺上，讓主居第一

位。就算職場上有高的職位，也為着主提早退休，

放下一切參加壯年班，全心服事主。 

  另一位在社會局工作的姊妹見證說，雖然工

作忙碌，但她總是抓住機會，在職場上接觸人、傳

福音，讓職場變成她的漁場。這些見證都使我得着

加力！              （十一會所 劉逸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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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次相調，很寶貝可以與三處會所的青職

們彼此認識，分享見證。在相調的前一週，

我還在國外出差，因工程關係恐延後回國。感謝

主，祂是主宰一切的神，國外工程因着一些因素無

法施工，可如期回國，不致錯失相調的機會。 

  週六一早，我們家從宜蘭出發，到角板山已經

快十點，在路上碰見弟兄姊妹，眞是滿心歡喜。聽

說一些聖徒早早就

先去走新溪口吊

橋。十一點於介壽

國小集合，大家無

論跑了多遠仍按時

回到集合點，證明

在基督的身體中，

我們是一，都願意按着安排而行動。最後有豐富的

愛筵，每一道菜都是聖徒們滿滿的愛。我眞歡喜與

弟兄姊妹同活在主身體中。（七會所 羅志偉弟兄） 

婚 

這 

這 

對 

南區中照顧區相調合照 

南區東照顧區相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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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神的愛何等深廣 

有一位鄰居是基督徒，時常關心我們家，她

不定時帶弟兄姊妹來家中探訪我們。而家人

常有理由避開了探訪，但愛看八點檔連續劇的我，

總是老老實實的開着燈坐在家裏。 

其中最讓我困擾的，是一位老弟兄，他堅定持

續的騎腳踏車，來我家講故事。每次聽見那刺耳的

煞車聲，便知道他來了。因着影響我看電視，我的

臉色自然不太好看，他進門後總是笑笑的拉長音

叫我名字，然後開始說故事。我心裏常常想着：『我

年紀小不需要主耶穌。祂愛我，但我不愛祂。因為

連續劇少看了好幾段』。老弟兄說完故事起身要

走，不停的感謝主，我也跟着他不停的感謝主。有

次下大雨，我心想他應該不會來，又聽到了熟悉的

煞車聲，當時有些感動。十多年後，從老弟兄的兒

子口中得知，當晚兒子叫老父親別出門，父親堅持

要去看望，並對着兒子說，『撒但，退我後面去』。 

  高中那年，因着母親不識字，受不了工作壓

力，得了重度精神分裂症，不認人且亂說話，住進

長庚醫院精神科病房。

父親央求醫生，讓我放

學後也住進像牢房的

精神科病房，幫助母親

恢復記憶，沒想到醫生

竟然答應了。三個月

後，醫生要我們出院，但母親尚未好轉，照顧的責

任落到我身上。此時想到老弟兄說的主耶穌，我對

主說：『若你是眞神，就醫治我媽媽，我想上學，

她好了，我就信你』。出院那天收拾東西，母親跟

我走着，突然拍我肩，叫了我名字，我驚呆數秒，

眼淚汪汪的流。出院後，母親輪流住在弟兄姊妹的

家，沒有血緣關係，卻是如此愛我們家，主愛何大

何深。至終，我也受浸成為神的兒女。 

『是神憐憫的心腸，眷顧罪人的憂傷，把我們

的腳引到平安路上，所有黑暗盡驅走，我神我主施

拯救，使我們的黑夜變為白晝！』 

（四會所 朱張玉梅姊妹） 

書報導讀

民數記概論（上冊）（第十四至十五篇） 

信息主題 

第十四篇是『民數記的豫

表（三）拿細耳人的條例、神百

姓的奉獻』，第十五篇說到『民

數記的豫表（四）點燈、潔淨並

獻上利未人、事奉的年齡、守逾

越節』。 

信息要點 

  一、拿細耳人要『遠離淡酒和濃酒』、『不可剃

髮』、『不被死亡玷污』。首先，拿細耳人要遠離在

神之外叫人感覺有喜悅、快活的『酒』。第二，在他

許願分別出來的日子，不可用刀剃頭；意卽拿細耳

人不願除去他在人面前的羞辱，不願在人中間有美

名、尊貴和榮耀，只願在神面前服權柄、守住地位。

第三，拿細耳人不可挨近死人，他們不僅不能被一

般人的死亡玷污，甚至不能被直系、至近親屬的死

亡玷污，神對拿細耳人的要求與大祭司一樣高。 

  二、民數記八章開始於神繼續的說話，說到點

燈，使燈發光（七 89～八 3）。這裏說到七盞燈，

都向燈臺前面發光，表徵各人的職事雖有不同，但

方向一致，乃是一個職事。燈臺是用金子錘出來的，

表徵一個想要為神說話的人，要經過各樣的試煉和

對付。接着說到神對利未人進一步的要求，他們需

要得潔淨並獻上。五章說到營中的對付，是外圍的

對付，八章乃是潔淨利未人，更深的對付。這表徵

我們事奉神的人必須徹底受對付，好得着潔淨。 

實行要點 

一、作拿細耳人不是許願為神發熱心或為神

作甚麼，乃是完全將自己分別為聖歸給神。我們出

去傳福音是出於神的差派，還是出於我們的愛好

和揀選？我們只需要眞實站在拿細耳人的地位

上，不作甚麼，只單純的將自己分別出來歸給神。 

二、第五章是對付以色列人看得見的污穢，而

第八章是對付利未人的本身，利未人不僅要對付

他們看得見的污穢，也要對付他們整個人。這指明

卽使我們不覺得自己是污穢、有錯的，當我們要事

奉神時，我們這個人和我們的生活還是必須受到

徹底的對付。          （五會所 陳貴強弟兄） 

因 

一、 請為 5月份各會所青職福音代禱。 

二、 請為 5/24~27美國西雅圖的國殤節特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