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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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在生命上儆醒並在服事上忠信

為

着生命，我們需要油，神的靈，甚至祂的充
滿，使我們能過童女的生活，作主的見證（太
二五 4，9～10）
。
『那時，諸天的國好比十個童女，
拿着她們的燈，出去迎接新郎』
（1）
。童女象徵信
徒生命的一面。信徒是國度的子民，乃像貞潔的童
女，在黑暗的世代裏像燈一樣為主作見證，並從世
界走出去迎接主；為此，她們不僅需要聖靈的內
住，也需要聖靈的充滿。
精明的童女拿着她們的燈，又在器皿裏帶着
油。人是為着神造的器皿，人的個格是在他的魂
裏；因此，四節裏的『器皿』象徵信徒的魂。五個
精明的童女不僅在她們的燈裏有油，也在器皿裏
帶着油；燈裏有油，表徵她們有神的靈住在她們的
靈裏；器皿裏帶着油，表徵她們有神的靈充滿，浸
透她們的魂。九節裏的『買』指明需要付代價；聖
靈的充滿是要出代價的，就如撇下世界、對付己、
愛主勝過一切、因基督將萬事看為損失等等；我們
今天若不出這代價，到復活之後還是要出。我們急
切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那靈，就是經過過程之三
一神的終極完成，而過一種生活，得以買額外的一
分那靈，好浸透我們的全人。
我們每天需要儆醒，付代價買那靈（就是金
油）
，使我們能用那靈供應眾召會，作耶穌的見證，
並得主賞賜，有分於羔羊的婚筵。為此，我們需要
愛主勝過一切，叫我們的眼睛得以開啓，看見祂無
上的寶貝。我們需要因基督將萬事看作虧損，為要
贏得祂，給人看出在祂裏面，並認識祂。我們需要
每日清早在主的話上享受主，使我們每天有新的
起頭。我們需要徹底對付罪。我們需要天天、時時
住在與主的交通裏。我們需要贖回光陰，花工夫被
神的聖言浸透並泡透。我們需要為我們禱告的生
活儆醒，警戒，贖回光陰禱告。在這些邪惡的日子
裏，我們需要贖回光陰，在靈裏被充滿，用詩章、
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凡事時常感謝主，憑着敬

畏基督，彼此服從。我們不可說敗壞、腐壞的話，
乃該說恩典的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我們不
該銷滅那靈，乃該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
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對我們的旨意。我們
需要照着調和的靈生活、行動、舉止、行事並為人。
我們需要被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所充滿，而
活基督，使基督得顯大。
為着服事、工作，我們需要銀子，屬靈的恩賜，
使我們能裝備為良善的奴僕，完成主所要完成的。
『諸天的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自
己的奴僕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照各人的才
幹，個別的給了一個五他連得銀子，一個二他連
得，一個一他連得，就往外國去了』
（14～15）
。奴
僕象徵信徒服事的一面。
『他的家業』象徵召會同
所有的信徒，他們乃是神的家人。銀子象徵屬靈的
恩賜；在服事上屬靈的恩賜，配上在生命上那靈的
充滿，使我們能成為基督完美的肢體。
『你主人的
快樂』表徵在要來的國度裏對主的享受，作為我們
忠信服事祂的賞賜（21，23）
；這不是指外面的地
位，乃是指裏面的滿足；有分於主的快樂，乃是最
大的賞賜，比國度裏的榮耀和地位更好。
我們裏面服事主的動機，乃是我們對祂的愛。
我們服事主，應當總是本於祂這祝福的源頭，藉着
祂作方法和能力，並歸於祂，使祂得着榮耀。我們
需要照着神的旨意，藉着與身體的肢體配搭，用全
人服事主。我們需要運用主的恩賜，以基督服事
人，將基督當作恩典供應給他們，而建造召會。我
們在福音上為主工作勞苦，不是憑我們天然的生
命和才幹，乃是憑主復活的生命和大能；復活乃是
我們事奉神的永遠原則。
我們需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我們
在主復活的生命裏，用主復活的大能為祂勞苦，絕
不會徒然；其結果必要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彭啓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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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所青職暨社區聖徒戶外相調蒙恩報導

本

會所青職暨社區聖徒於五月五日，至石門水
庫溪州公園戶外相調。在負擔中並在喜樂的
靈裏，我們極力邀約青職聖徒及親友，並社區的父
老們一同前往。各區在會所擘餅記念主後，便分頭
開車前往，在車上有許多的交通、顧惜及牧養，並
聖徒們彼此配搭各項服事。
因着
當天天氣
的 不 穩
定，眾聖
徒在禱告
中求主記
念，也在
眾人於大溪歡喜相調
禱告中經
歷主是平安，是可以信託的那一位。感謝主實在恩
待我們，外面為我們豫備了一個充滿陽光的好天
氣，以及相當合適相調的場地；在我們裏面更賜給
一個晴朗的天。綠地寬闊平坦，孩童們可自由活
動。三株高大南洋杉的蔭下，正是野餐的好地點，

兩張石桌則可擺放各家帶來的愛筵。大家陸續抵
達，已接近用餐時間，便先進行愛筵，桌上各式豐
富的佳餚美食，大家同享愛筵、同得飽足。同時，
一面享受美食，一面有分肢體間的顧惜與甜美的
交通，使我們一同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愛筵過後，由青職聖徒們豫備了團體活動『比
手畫腳』
。大家推派代表上臺，聖徒費盡心力演出，
臺下聖徒也彼此配搭，發揮平常所裝備的眞理並
聖經中主的話，以及所背唱的詩歌。因着許多弟兄
姊妹與孩童皆經歷親子健康生活園的操練，詩歌
展覽可說是水準之上，連臺下聖徒也不禁跟着歡
唱。聖徒們沒有年齡和分區的間隔，藉着這樣的相
調跨越了外面的限制，使眾人相調在一個身體裏。
感謝主，這次相調雖然時間不長，但我們卻能
在相調前的禱告上經歷主，並在相調中經歷聖徒
愛中的彼此顧惜，在配搭中同被建造，使人看見神
眞是在我們中間，見證我們在召會生活裏，一同過
國度的生活並經歷國度生活的實際。
（一會所 駱弘毅弟兄）

桃園市召會長青聖徒相調聚會報導

全

召會長青聖徒相調於五月九日舉行，聖徒們
熱烈響應，報名踴躍，逾四百位（其中有十
餘位福音朋友）參加盛會。當天雖然下着雨，聖徒
們仍靈裏火熱，彼此結伴，歡樂赴會。上午於七會
所的聚集，分兩段進行，第一段交通列王紀的啓
示，第二段是北區與南區長青聖徒的詩歌展覽與
蒙恩見證。會後眾人一同歡樂用餐，彼此分享。下
午到中庄景觀土丘、中庄調整池以及大溪河濱公
園相調，雖然雨勢不小，弟兄姊妹仍然滿了交通，
享受身體的祝福。
第一段的信息交通到，以色列和猶大的四十
個王都在最高的地位上，但他們在享受美地上不
謹慎。新約時代的信徒，該將列王的例子應用到自
己身上，在聽見關於享受基督的許多信息以後，需
要問自己，
『我在享受基督的事上謹慎麼？「享受
基督」這辭對我是否僅僅是教訓或口號？在我們
中間享受基督的實際有多少？』信息的負擔，不是
僅僅解釋聖言，乃是要幫助眾人在豫表一面，從歷
史學功課，學習儆醒、謹慎，顧到對基督的享受，
因為信徒的所是、願望、所想作的、所要的以及如

何行事為人，
都與享受基
督有極大的
關係。願主憐
憫眾人，作一
個在靈裏並
全召會長青聖徒相調聚會
照着靈而活
的基督徒，如同保羅能宣告，他已經與基督同釘十
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裏面
活着。他也能說，藉着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
甚至在獄中，他也顯大基督並活基督。
第二段的展覽時間，北區的聖徒們展覽了兩
首詩歌『耶穌的愛深似海』
、
『耶穌我深深愛着你』
，
中間有三位弟兄姊妹分享蒙恩。南區展覽三首詩
歌『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盼望的忍耐』
、
『唱
一首天上的歌』
、
『唱一首錫安之歌』
，之後有四位
弟兄姊妹分享蒙恩。整個聚會在非常喜樂高昂的
靈裏完成；願主繼續祝福長青聖徒們，在身體的生
活裏得着豐富充足的供應而活基督。
（八會所 陳信忠弟兄、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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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召會長青聖徒相調聚會蒙恩見證

感謝主，今天的聚集，眞是在身體裏享受基督，
享受眾聖徒的分，就像當初以色列人過住棚
節一樣。雖然我們都是長青聖徒，但每逢我們聚集
在一起，就有基督人性那長青不衰、滋潤、美麗、
豐滿的光景，使聚集滿了住棚節的實際。
我在召會生活多年了，但只有近十年在長青
聚會中纔眞正享受到召會生活的豐富。展覽的詩
歌『信心的工作、愛心的勞苦、盼望的忍耐』
，其
中信心指明我們工作的性質和力量；愛心指明我
們勞苦的動機和特徵；盼望指明我們忍耐的源頭。
我們基督徒生活的結構，乃是由信、愛、望所構成。
這樣的生活，不是我們天然的人能過的生活，乃是
神的所是藉着信注入我們裏面所產生的；藉着我
們願意為召會犧牲的愛而有的；能維持這生活，也
是因為我們裏面有盼望。感謝主，基督是我們榮耀
的盼望。
（二會所 王石坤弟兄）
------------------------------------------------------------------謝主，我每週都去會所，與聖徒一同追求。追
求晨興聖言時，有弟兄幫我們解開當週的啓
示，並帶我們進入經歷的應用，很得供應。我們也一
起操練呼求主名，使我們的靈得釋放，並有從主來的
滋潤，個個康壯有活力，主的豐富成了我們的享受。
今天的信息摸着我，要主觀跟隨基督，看見主
是那靈，住在我裏面，我需要藉着禱告，與主來往
交通。就能像腓立比二章十四至十五節所說的：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
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作神無瑕
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
裏』
。姊妹們較容易在情感裏發怨言；弟兄們則容
易在心思裏起爭論。這都使我們不能經歷並享受
基督到極點。我們是神的兒女，有神的生命和神的
性情，有返照基督這光的屬天能力，因此應當藉着
表明生命的話返照祂。（三會所 陳林雪萍姊妹）
------------------------------------------------------------------常享受聖
徒們的詩
歌展覽，感覺今
天唱了詩歌後，
全人舒暢，靈裏
高昂。藉着每天
長青聖徒們展覽詩歌
我們幾位年長
聖徒來在一起，追求主的話，從主得着生命的供
應，使我們在生活中對主有活的經歷。

感

非

幾天前在家中與姊妹發生不愉快，認為姊妹
沒有作該作的事，就在說話口氣上對姊妹有了氣
憤的靈。之後與主交通，我蒙光照，看見自己年紀
雖已大了，卻仍在肉體裏。以弗所四章二節，
『凡
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
。卑微是
留在低微的地位上，溫柔是不為自己爭甚麼，恆忍
是忍受錯待。藉着這些美德，我們在愛裏彼此擔
就，這乃是生命的彰顯。這些美德在我天然的人性
裏是沒有的，只有在耶穌的人性裏纔有。我看見我
需要被基督復活的生命變化過的人性，纔能在家
庭生活中活基督。
（七會所 秦德仁弟兄）
------------------------------------------------------------------日唱的詩歌『豫嘗那日』，感覺眞是喜樂滿
足；召會生活就是美地，流奶與蜜之地。召
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基督的豐滿，作祂的彰顯。召
會也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使神安息，成就神的心
意。召會是基督在地上得勝的所在，祂要在召會生
活中產生得勝者。很多時候我遇見難處或變故時，
我知道不須擔心難過，急忙到東到西；只要進到召
會─基督的身體裏，我就蒙保守、得着供應。帖前
三章八節說，『因為現今你們若在主裏站立得住，
我們就活了』
。我們在主裏站立得住，我們的信心
就能堅立、不搖動，就能將生命供應給人。
感謝主！我要持守身體的原則，藉着活基督
而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
（七會所 覃黃珊珮姊妹）
------------------------------------------------------------------享受今天信息說到，我們需要竭力；竭力就
是要殷勤，常常服事主。在身體的交通中，
我們這一對夫婦受主差遣，前去印度德萊頓開展。
雖然我們已年近七十歲了，還能蒙主呼召，有分於
海外的開展，是主的憐憫。我們在氣溫超過四十度
的地方，每天要走路超過十二小時，似乎過了我們
體力所能負荷。然而在身體裏的配搭，使我們滿了
活力，且處處都有主的祝福。在我們接觸的人中，
有一位母親天天為兒子禱告，我們遇到他並傳福
音給他，他便欣然受浸了。我們還接觸到一個基督
徒團體，參加他們的讀經聚會時，發現他們讀經沒
有靈，只有死的道理。我們就幫助他們學習運用靈
享受主的話，他們個個靈裏飽足。
這次的印度開展，共得着十個敞開的家，並有
十五人受浸。榮耀歸主！之後我們還要去德國的
斯圖加特配搭，願主再次祝福我們在那裏的開展。
（十五會所 楊儒揆弟兄、楊胡寶蘊姊妹）

今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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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從

小在傳統祭拜家庭長大，第一次接觸基督信
仰，是媽媽在朋友的邀約下，讓小學的我參
加住家附近教會的夏令營，在那裏唱詩歌，聆聽聖
經故事。回家後告訴媽媽，我想買聖經，媽媽一口
回絕了。雖然不知道信仰是甚麼意思，但那次經歷
使我印象深刻。之後，偶然看到聖經，只敢偷偷翻
閱，試着想瞭解聖經是一本甚麼樣的『書』
。家人
開始接觸佛教，也讓我接觸佛教的東西，並念經、
拜佛，內心卻不覺得能從中得到平安。
上了大學，修讀一門宗教哲學課，當時老師講
解東西方社會價值觀的不同，並提到基督信仰與東
方傳統信仰不同之處。這讓我對基督教產生更大的
興趣，進而去接觸基督教的知識與文化。在研究所
期間，得知某位同學是教會的姊妹，隨口問她，
『為
甚麼不跟我傳福音呢？』其實尚未豫備好要認識主
耶穌，仍藉由姊妹的邀約，參加了小排聚會。
在去之前，心情忐忑不安，卽使喜歡這份信仰，
但家中是佛教家庭，曾經『媽媽排斥聖經』的印象，
在心裏立起了一座高牆。問了其他朋友，是否該參

加基督徒的聚會？朋友說，
只要回應『我有自己的信
仰』
，這樣就不用去了罷？但
我說不出口，因為無論拜拜、
念經，總是得不到眞實的平安。又因顧慮家人，暗
想着聚會後表明這活動不適合我，就能名正言順的
拒絕罷。奇妙的是，第一次參加小排聚會，禱告、
唱詩，內心是平靜喜樂的。等隔週再邀我參加，實
在說不出設想好的理由，清楚這個活動是我喜歡
的、想追求的。於是接着參加了多次的小排。
在決定受浸前一週，我問自己『我該受浸
麼？』也許是主耶穌聽到我的禱告，知道我在意家
人，主便給我力量。在今年一月十日的福音聚會
中，弟兄解釋何謂三一神時說道：
『有誰願意接受
祝福，就站起來！』當下沒聽懂意思，就站了起來。
有一位弟兄彷彿看穿我的心，便說，
『我知道你已
經信了』
。這句話如同重擊，將我心中的高牆攻倒；
當天便受浸而成為基督徒。認識耶穌，享受主話，
何等的喜樂，感謝主！ （九會所 李志文弟兄）

書報導讀

從人的墮落看神的救法（第一至二篇）
一九五四年十月起，李常受弟兄
在臺北帶領生命訓練，為期三個
月，其中一堂課係從全本聖經來
看生命的路線；本書各篇，卽由該
次查讀創世記第二部分的記錄編
輯而成。

信息主題
頭四篇信息依次揭示『人第一次的墮落』
，第
一篇說到『墮落的因由』
，第二篇接着論到『墮落
的過程與結果』。
信息要點
一、人墮落的因由，第一是蛇的引誘。這條引
誘人的蛇就是撒但的化身。蛇引誘夏娃所用的方
法，就是向人有一個題議，這題議第一是叫人懷疑
神的話，第二是叫人懷疑神的心。另外一個因由，
就是女人出頭。夏娃是用亞當的肋骨建造成的，夏
娃的頭就是亞當。夏娃的墮落，並不是在她喫了善
惡知識樹的果子以後，乃是在她出頭的時候。
二、人第一次墮落的結果，第一是魂敗壞了。
第二，體變質了。第三，靈死了。第四，成為罪人。

第五，人在神面前就有了罪案。第六，人遭到神的
咒詛。第七，人被趕出樂園。第八，帶進死亡，人
墮落所得最後的結果就是死。
實行要點
一、我們這些人都沒有頭，我們的頭就是基
督，就是神。甚麼時候我們越過了基督，越過了神
作一件事，就很危險，那是女人出頭的原則。撒但
最怕我們退到主裏面，讓主出頭，讓主出來。我們
一退回到神裏面，就蒙保守，就得勝。這是我們蒙
保守和得勝的祕訣。
二、每逢遇到一件事，都該從最深處存着敬畏
的心求問神，看神到底給我們甚麼感覺？如果是
許可，裏面覺得平安、喜樂，就是祂要我們作，我
們就可以作。若是裏面不許可、不平安、不喜樂，
這就是神不要我們作，我們就該服下來不作。我們
這樣在靈裏服下來，結果就蒙保守，不至於中了撒
但的詭計而墮落了。 （二十會所 花天召弟兄）

第四版

一、 請為 6/28~30 中學生暑假特會代禱。
二、 請為 7/1~7/6 在美國安那翰夏季訓練，及各會
所錄影訓練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