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桃園市召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200 巷 16 號 週訊投稿 Email：tychurchnews@gmail.com 

電話：(03)332-2602 傳眞：(03)334-7508 網址：http://www.tychurch.org.tw/ 全臺眾召會網址：http://www.recovery.org.tw/ 

223 
2020.05.03 

二○二○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神的旨意 
第四篇 過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 

的心意和祂的旨意是甚麼？舊約中，大衞是

合乎神心的人，他實行神的旨意，並在神的

旨意中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大衞心中有意要為

耶和華以色列之神的名建造殿宇。 

神在祂新約經綸裏偉大的旨意和祂的定旨，

是要得着一個身體，作基督的擴大和彰顯。天是為

着地，地是為着人，而人是為着產生召會。召會乃

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擴大和彰顯；神偉大的旨

意是要得着一個由重生、聖別、更新並變化成為經

過過程之三一神形像的人所組成的身體。神偉大

的旨意也是要得着召會成為基督生機的身體，以

顯明祂萬般的智慧。保羅書信中揭示神旨意的奧

祕，就是基督的身體這三一神生機體的奧祕（以弗

所書各章）。神已經將身體調和在一起（林前十二

24）；調和是為着建造基督宇宙的身體，好照着神

的喜悅，完成那作神經綸最終目標的新耶路撒冷。 

基督作新約惟一的祭物，乃是立定神新約經

綸的因素，使祂成為新約經綸的中心與普及，好產

生並建造召會作祂生機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

路撒冷。基督來頂替舊約一切的祭物和供物，除去

舊約一切的豫表並立定祂自己作我們的一切，這

就是神偉大的旨意。因此，為着從神的舊造中完成

神的新造，基督轉換了時代；祂的轉換時代，比創

世記一章所題的創造更重大。 

基督是祭物的實際，為使我們在靈和眞實裏

敬拜神。燔祭豫表基督是神的喜悅和滿足，祂在地

上的生活絕對為着神。素祭豫表基督在祂完美的

人性裏是神的食物，也是那些與神交通並事奉神

之人的食物。平安祭豫表基督是成就和平者，祂為

我們受死，作了我們與神之間的和平與交通。贖罪

祭豫表基督是替我們成為罪的那一位。贖愆祭豫

表基督是在自己的身體裏擔當我們諸罪的那一

位，祂在十字架上受神審判，使我們罪的行為得着

赦免。我們必須過一種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

天天享受基督作一切祭物的實際，為着達到三一

神的神聖目標，就是把我們眾人都帶到祂裏面，使

我們以祂作我們的居所，並讓祂以我們作祂的居

所，為着祂那神人二性擴大的宇宙合併。 

神偉大的旨意是要得着在基督裏的信徒實行身

體生活。我們『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與祂有生機

的聯結；這聯結使我們在生命裏與祂是一，也與祂

身體所有的肢體是一。身體的實際乃是留在與基督

生機的聯結裏；這就是約翰十五章囑咐我們要住在

祂裏面的原因，意思就是留在與祂生機的聯結裏。 

要實現召會生活，就是基督身體的生活，需要

我們全人的獻上：身體、變化的魂和火熱的靈。為

着召會生活，我們要獻上身體作活祭。『所以弟兄

們，我藉着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

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羅

十二 1）。我們一切的事奉，該是一個整體的事奉，

且該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是基督一個身體的事奉。

我們將身體獻上以後，還需要心思的更新。是我們

心思置於靈的結果，我們魂變化的基礎。更新的意

思是有新的元素加到我們裏面，因而產生新陳代

謝的變化，使我們適合基督身體的建造，就是召會

生活的實行。我們必須靈裏火熱，使我們被挑旺並

受鼓勵而在召會生活中積極向前。當基督這恩典

進到我們裏面時，也帶來某些技能與才幹的元素，

隨着生命在我們裏面的增長，發展成為生命的恩

賜，使我們可以在基督的身體裏盡功用事奉神。 

羅馬十二章九至二十一節給我們看見正常的

基督徒生活，這是實行召會生活所必需的基礎，且

與召會生活相配；這是為着身體生活之最高美德

的生活；惟有在生命中作王，我們纔能有這樣的身

體生活。神完整的救恩是使我們藉着洋溢之恩（神

自己全備的供應使我們生機的得拯救）並洋溢之

義（神法理的救贖實際應用在我們身上）而在生命

中作王；當我們都在生命中作王、活在神聖生命的

掌權之下時，結果就是眞正且實際的身體生活。 

（郭祥舟弟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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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三會所兒童排服事蒙恩報導 

主的恢復裏，我們都知道兒童是一個大的福

音，從兒童服事裏面可以發展出青少年、大專

生、青職的功用；所以兒童福音是召會生活的基礎。 

本會所一直尋找機會發展兒童福音。二○一

八年八月，在蘋果村社區，開始有兒童排的服事。

起初是藉着一位姊妹，關心住在此社區的聖徒，主

動邀約家聚會，並從家中聚會開始接觸鄰居小孩。

後來慢慢擴大到有二十多位孩子，一同參加週六

下午社區活動中心的兒童排。當時有許多聖徒一

起配搭服事，可惜因着諸多因素，這項服事在數個

月後就結束了，配搭的聖徒都覺得可惜。 

感謝主，從今年三月開始，藉着週六下午福音

行動出訪前的交通禱告，眾人又交通到從前蘋果

村社區服事的歷程。主感動了一些姊妹，使她們慢

慢恢復起初的負擔，先是有兩三位姊妹配搭去看

望社區裏的家。因着主的憐憫，這個家願意恢復一

起讀主話的操練。剛好這家的姊妹需要生活上的

幫助，她就很願意接受姊妹們的扶持，並一同追求

主的話。而他們家中還有三個兒童，因此前去家聚

會的姊妹們也配搭照顧孩子們。在之後幾次的家

聚會中，姊妹們更順道拜訪隔壁鄰居，希望能再把

原先的這班兒童們找回來。 

看見在蘋果村社區的兒童福音工作，是主所

起的頭。然而在服事過程中，因着出現人天然的因

素，在配搭方面就需要學習同心合意，放下我們所

以為好的，纔能彀建造在一起，編組成軍，一同爭

戰。過去我們因為配搭的不合適、不老練，而使兒

童排服事暫停，我們深切仰望主，今年不僅讓兒童

排恢復了，也使我們在配搭上更長進、更經歷十字

架的工作，而能彀完成主所託付我們的。 

（三會所 莊活力弟兄） 

 

南區春季弟兄事奉集調報導 

臺春季弟兄事奉集調桃園南區場，在四月九

至十一日舉辦，共四堂聚會，每堂進入春季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的兩篇信息。訓練的總

題：『神的旨意』。在全球疫情緊張、人心徬徨害怕

的時刻，許多地方的聖徒無法來在一起聚集。這次

信息實在是應時，大大加強眾人，看見在這非常的

世界局勢中，神的兒女該如何與神合作，成就神的

旨意。 

第一、二篇啓示，神在宇宙中的旨意原是隱藏

的奧祕，如今卻藉着使徒和申言者將那歷世歷代

隱藏在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這

旨意就是神要藉着召會作基督的身體，而將萬有

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因此，聖徒必須認

識並有分於神這高大的旨意，在日常生活及工作

的一切大小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而從元首長

出功用，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 

第三、四篇接續説到，成就神旨意的路，就是

藉着聖徒的禱告以及過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

活。第五、六篇表明，聖徒為神的旨意而有的禱告

與生活，就使聖徒成為聖別並在神生命的管治下

成為神的以色列。末了兩篇，以經歷的負擔為總

結，首先説到我們需要從主領受負擔，就是擔負神

旨意的軛，如此我們就會因神旨意得成就，而有滿

足的安息；其次，我們必須藉着在聚會中盡功用，

來明白並實行神的旨意。 

雖受外面疫情影響，聚會分在二、九、十會所，

透過視訊同步進入，但這反而讓更多的弟兄能參

與，共有一百五十餘位弟兄有分於這次主的説話。

信息由南、北區的弟兄們相調的配搭，在主場地─

二會所釋放話語。九、十會所透過視訊，同時進入

主藉弟兄

們的説話。

如此，雖然

聚會分散

在三個場

地，卻都進

入同一個

説話。每篇

信息之後，

弟兄們分

在 

全 

送會到家 

二會所的弟兄事奉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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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享的機會更多，對於那靈卽時的説話，有熱烈美好

的回應；甚至擴展到之後主日的聚會裏，使弟兄姊

妹一同享受在身體裏卽時的説話，讓召會得着建

造。                  （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南區春季弟兄事奉集調蒙恩見證 

是一位有旨意的神，祂要成就一件事，就是

使基督在萬有中居首位，並得着作為祂身體

的召會，至終成為新耶路撒冷，充滿神的榮耀，在

新天新地裏作祂永遠的彰顯。按着祂意願所喜悅

的，豫定我們得着祂兒子的名分，祂要使我們與基

督聯合為一，叫我們全人為神所『子化』。 

神有一個決議，在創世以前就作了一個決定，

原本神的這個旨意是隱藏的，但現今我們看見了。

神的旨意就是要藉着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將萬有

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當初因着撒但背

叛，將死的元素注射到人裏面，結果所有受造之物

都在捆綁之下，整個世界也成了崩潰的亂堆。但神

要拯救祂的兒女，只要我們率先服在神的權柄底

下，神就有路叫萬有歸一在基督的元首權柄底下。

這樣的歸一乃是藉着生命與光，我們若在生命裏，

並在光底下，就蒙拯救脫離混亂，被帶進井然有

序、和諧與一裏。      （三會所 李承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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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第一篇信息，説到『神在宇宙中旨意的奧

祕，至終是要藉着召會作基督的身體而將萬

有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有幾個關鍵辭是

我們應該注意的，包括『旨意（意願）』、『定旨』、

『喜悅』、『決

議』、『經綸』

等，除了要明

白並分辨其

中的含意，還

要知道這些

都不是神外

面的作為，乃

是原本藏在神裏面，如今卻向我們啓示出來的。 

弟兄題醒我們，每次説到神的旨意，我們在經

歷上都以為是指神為我們完成我們所需要的；這

是對神旨意的錯誤領會。神的旨意是高大的，不是

僅僅滿足我們個人的需要而已。為要完成神的旨

意，我們的召會生活是關鍵。若我們藉着生命和

光，在召會生活中率先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神就

有路使萬有歸一於元首之下。願主憐憫我們，能向

主敞開，好讓主先得着祂的召會。 

（十會所 趙俊倫弟兄） 

着這次弟兄集調，使我看見為着神的旨意能

行在地上，我們的禱告是不可或缺的，沒有

禱告，神就不能作甚麼。在聽信息的過程中，想起

大專召會生活時，個人禱告的經驗。當我不斷為着

個人的微小需要禱告時，不但難以得着從主來的

亮光，而且越禱告，裏面越下沉。但當操練在個人

禱告中禱讀主話，主就在裏面説話光照，並讓我想

起掛在心上的弟兄及福音朋友。我隨卽照主引導，

為着他們的需要禱告，並為他們的光景流淚。這樣

的禱告使我脫離只顧自己，而是為着主的權益。 

如今已成為青職，因工作忙碌，實在缺少禱

告，與神心意合拍的禱告更少。藉由這樣的信息，

主題醒我，在這段疫情的期間，更當抓住機會操練

靈，並為着祂的心意在主面前定時禱告，使神的旨

意得以成就在地上。  （十四會所 鄒今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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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弟兄事奉集調，因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的影響，調整了原有的聚集方式。中照顧

區的弟兄們，在九會所以同步直播的方式，進入訓

練的信息。聚會當中，雖然是從直播視訊接受傳

輸，但是弟兄們每一篇的說話，都很透亮，且滿了

供應，完全不受任何限制。感謝主藉著身體供應的

話語，是主賜給祂召會應時的話，帶領全地眾召會

在當前的局勢中，照着神的旨意來與祂合作。 

我摸着第一篇『神在宇宙中旨意的奧祕，至終

是要藉着召會作基督的身體而將萬有在基督裏歸

一於一個元首之下』。弟兄題醒我們，必須明白甚

麼是主的旨意。惟有當召會領先在基督裏歸一於

一個元首之下，神纔有路使萬有歸一。反觀現今的

世代，實在是在亂堆之中，然而神的救恩不僅拯救

我們脫離墮落、罪惡的光景，更拯救我們脫離崩潰

的亂堆。我渴

慕在召會生

活中，歸一於

一個元首之

下，並藉着生

命和光照，蒙

拯救脫離混

亂，被帶進井

然有序、和諧與一裏。（二十二會所 孔恩河弟兄） 

神 

很 

藉 

本 

十會所的弟兄事奉集調 

九會所的弟兄事奉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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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因你愛吸引，我得屬於你 

一時有位同學，邀請我去某教會聚會，於是

我騎着腳踏車去參加了，那是我初次接觸福

音。後來因為長期精神壓力大，以至於有一次為了

英文小考，和老師大吵一架。情緒久久無法平復，

就到輔導室晤談，但情形仍未改善。當天下午，開

始頭暈、呼吸急促，甚至頭痛，同學趕緊帶我去保

健室。然而情形過於嚴重，只好叫救護車送到醫院

治療，之後被診斷出是過度換氣症。 

自從知道患有過度換氣症，就更常去聚會，有

甚麼心事、難處都會向弟兄姊妹説，大家也很關心

我，因此壓力慢慢得到釋放。經歷了這場疾病，逐

漸明白靠自己過人生是很有限的，必須依靠神，於

是從高二起就想要受浸成為神的兒女。雖有此想

法，卻遲遲沒有下決定。 

直到大一，纔剛搬進新竹的中華大學宿舍，有

兩位姊妹來宿舍向我傳福音，並邀請我聽一場演

講『聖經中的愛情故事』，之後彼此互留聯絡方式。

過了幾天，我主動聯繫並去聽了這場演講。在唱到

詩歌的副歌：『神聖羅曼史，神心計畫之；神成為

卑微人子，追求鄉村女子！』

實在受感動，不知不覺留下眼

淚。聚會結束後，我主動説：

『我要受洗』。有位弟兄説：

『受浸麼？』雖聽不懂，但是

裏面卻十分確定，就在大學當地的聚會所受浸了。 

自從受浸得救，便有穩定的聚會。姊妹利用早

晨陪我讀一本書報：『結常存的果子』，建立屬靈的

根基，同時也帶我操練禱告。一天又一天，慢慢的

學會禱告，在生命上有長進。因着對召會立場的眞

理不彀清楚，當放假回到桃園，雖有聚會但並非在

當地召會。姊妹得知此情形就告訴我：『因為聖經題

到一個城只該有一個召會，不該以街道、人名等來

命名，而須在正確立場上的地方召會聚會』。感謝主，

藉着真理解除我的困惑。之後就到開南大學附近的

聚會所，與同是大專的弟兄姊妹過召會生活。 

藉着在召會中聚會，禱告越來越進步，也漸漸

學會控制情緒壓力。大二之後，我的過度換氣症就

不再復發了，感謝主！（十一會所 吳沛恩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一冊─成全訓練（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 

信息主題 

第三十八章是『操練將心

思置於靈』，第三十九章是『保

守心思留在靈上』。 

信息要點 

一、羅馬書八章二十七

節：『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

靈的意思，因為祂是照着神

為聖徒代求』。這節中那靈的

意思，直譯，那靈的心思。這裏再一次題到心思，

然而是題靈的心思。這裏的心思很難説是誰的心

思，因為現在那靈與你的靈調和，而那靈在你的

裏面代求。同樣的原則，本來是那靈的心思，但

是如今那靈的心思與我們的心思是一。因為我們

的心思是擺在靈上。 

二、重生就是靈神內住在我們的靈裏。如今我

們的靈裏有神聖的靈，神聖的靈與我們人的靈調

和，這樣的靈不會輭弱。提後一章七節説到神賜給

我們的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你從這一

節就可以領會，每當你感覺輭弱或下沉的時候，意

思是説你是在心思裏。相反的，當你剛強、高昂時，

你就曉得，你是在靈裏。 

實行要點 

一、在靈裏的路就是把心思擺在靈上，使你的

心思與靈是一，那麼你就是在靈裏了。我們呼求主

的名、讀主的話、與眾聖徒交通、聚會、讀職事的

話語時，我們就得到更多的『色澤』加到我們裏面。

在這種情形之下，生命之靈的律就運行，不是藉着

活動，而是藉着原則。 

二、以弗所三章十六節説，願祂藉着祂的靈，

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所以我們

需要操練習慣性、不斷的呼求主的名，或唱詩、或

禱告、或交通、或讀聖經，不要僅僅偶爾為之，而

要當作一種實行、一個習慣。這會保守我們的心思

留在靈裏。        （二十二會所 陳貴強弟兄） 

高 

一、 請為 5/3~18大專期中福音節期代禱。 

二、 請為 5/16~17國中畢業生參加會考代禱 

三、 請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早日止息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