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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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2020.05.10 

二○二○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神的旨意 
第五篇 神的旨意─要我們成為聖別 

的旨意乃是要祂所救贖的人，就是在基督裏

的信徒，照着祂聖別的性情過聖別的生活，

從神以外的事物完全分別出來歸給神。為此，神正

在全然聖別我們。聖別的意思不僅是成聖，分別歸

神，也是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只有神與一切

不同，與一切有別。神使我們成為聖別的方法，乃

是將祂自己這聖別者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全

人被祂聖別的性情充滿並浸透。對我們這些神所

揀選的人，成為聖別就是有分於神的性情，並使我

們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滿。這使我們全人在神的性

情和特性上聖別，像神自己一樣。 

聖經裏的聖別有三方面：一、在蒙神揀選之人

悔改並相信以前，有那靈尋找他們的聖別。二、在

信徒相信時，有藉基督之血地位上的聖別。三、在

信徒一生的基督徒生活中，有那靈性質上的聖別。

其次，為着神聖兒子名分之神聖的聖別，乃是神聖

經綸的中心，也是新約裏啓示的中心思想。神聖的

聖別，在完成神聖的經綸上，是主持的線，為要神

聖的使我們子化，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子，在生命和

性情上與神一樣，但無分於祂的神格，而使我們作

神的彰顯。我們説聖別是主持線，因為神在我們身

上的工作，經由尋找的聖別、救贖的聖別、重生的

聖別、更新的聖別、變化的聖別、模成的聖別、得

榮的聖別，每一步都是使我們成為聖別。 

根據帖前三章十三節題到主要堅固我們的

心，乃是因在神的救恩裏，心的更新是一次而永遠

的。我們的心得堅固，在聖別上無可指摘，其中所

包括的，遠超過我們的心僅僅轉向主並向着主是

清潔的。這乃是將我們轉向主並向着主清潔的心，

分別歸主，被主佔有，並被主浸透。我們乃是在這

樣的光景裏，心得着堅固。如此，我們就會定下來，

不再動搖，不再善變。當我們的心有了這種光景

時，我們就無可指摘。 

另根據帖前五章二十三節：『願和平的神，親

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

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

全，無可指摘』。神不僅全然聖別我們，也保守我

們的靈、魂、體得以完全。『全然』是指量一面；

『完全』是指質一面。在量一面，神要全然聖別我

們；在質一面，神要保守我們得以完全，就是要保

守我們的靈、魂、體得以完美。神這樣的保守，以

及祂徹底的聖別，維持我們過聖別的生活，直到成

熟，使我們能在主的『巴路西亞』─祂的同在─裏

與祂相會。 

此外，我們必須認識，我們的靈是由良心、交

通、直覺這三部分組成的。我們的靈主要是為着與

神交通。我們與神有交通時，就接觸祂。這樣與神

的接觸，自然叫我們感覺到神，對神有知覺。直覺

是指從神來的直接感覺和知覺；藉着這直覺，就能

知道我們是對還是錯。我們若錯，就會被我們的良

心定罪。但我們若是對的，就會被我們的良心稱

義。因此，我們的良心或是控告、定罪我們，或是

寬恕、稱義我們。而保守我們靈的第一條路，是正

確的運用靈，以保守我們的靈是活的。保守我們靈

的另一條路，是禁戒肉身和靈一切的玷污，亦卽我

們必須遠離污染我們靈的一切事物，這樣就能保

守我們的靈。 

同時，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

魂，就必須清理我們心理之心的三條主要『動脈』，

就是我們魂的各部分─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

我們的魂要被聖別，我們的心思就必須被更新，成

為基督的心思，我們的情感必須被基督的愛摸着

並浸透，我們的意志必須被復活的基督征服並注

入，並且我們必須用我們的全人來愛主。 

最後，我們要與神合作，在聖別中保守我們的

身體，就必須把我們的身體獻給祂，使我們能為着

召會生活過聖別的生活，實行身體生活，好完成神

純全的旨意。                 （蔡力強弟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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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四會所大專及社區福音蒙恩報導 

學期銘傳大學的期初福音節期，都是本會所

每半年福音行動的揭幕。這學期因着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整個社會人心惶惶，學校延後兩週開

學。本地大專聖徒在開學前一週，就回到弟兄姊妹

之家，每天早上一起追求享受主，下午接受福音成

全後就到校園接觸人。為着因應疫情，這次的福音

成全就加重對自己同學傳福音的負擔。 

開學當週，學生和社區聖徒每天都到銘傳大

學校園附近，發單張接觸學生。雖然學生們還願意

接受福音單張，但相較已往，不容易有一對一的傳

講。因此，鼓勵每位住在弟兄姊妹之家的學生，為

自己的同學題名禱告，每週發五張單張給同學，操

練傳講並邀約同學參加眞理講座。在每天為校園

福音的爭戰禱告中，我們也為可能來眞理講座的

同學題名禱告，求主釋放每一位，且豫備敞開的心

能接受救恩。 

已過在一次成全聚集中交通到還福音的債，

説主已經將同學擺在我們身邊，我們實在欠他們

福音的債；所以無論得時不得時，都應該將福音傳

給他們。大家對此很有感覺，就更有負擔向同學傳

講福音，也更迫切邀約同學來參加福音聚會。 

另在三月十二日的福音聚會中，弟兄們總共

邀了十位自己的同學（其中一位邀了七位）前來參

加。在全會所聖徒同心合意的配搭下，主將五個果

子加給祂的召會。感謝主！願藉後續的牧養，使每

個果子常存，並成為身體上盡功用的肢體。 

銘傳大學福音節期結束後，接續就是各社區

的福音。今年因着疫情緣故，我們週週甚至天天都

為着人能向福音敞開禱告。這一段時間，雖然聖徒

們多半都是接觸熟門，但各小區仍有不同形式、較

為機動的福音聚集。在幸福社區的兒童排，依舊週

週堅定持續的進行，除了為數不少的福音兒童，還

有福音家長參與；有一位家長就在四月十八日受

浸了！福音的白馬正在往前跑，我們一同出去，必

定經歷勝了還要再勝！  （四會所 管延珍姊妹） 

 

北區姊妹集調特會報導 

召會姊妹集調特會北區場，於四月二十五日

上午分在一會所、四會所、八會所及十六會

所等四個場地舉辦，進入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

兄訓練的信息。本次特會共有三百三十四位姊妹

到會，以及六十二位弟兄配搭服事。 

已參加過弟兄事奉集調的青職、青壯弟兄們，

操練在各個會場配搭領詩及話語服事。信息交通

的部分，每位弟兄負責在十五分鐘內，簡明扼要傳

輸一個大點的負擔；弟兄們輪流配搭，藉此個個受

成全並盡功用。雖受疫情的限制，但姊妹們依然不

放棄自己的聚集，積極邀約同伴一同前來，得着主

今時代的説話。 

本次特會的總題：『神的旨意』。神在宇宙中的

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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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認識並有分於

神高大的旨意，就需要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

裏面，並從元首長出功用，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

成就神旨意的路就是藉着禱告，使我們的意志與

神合作，

並獻上全

人，而過

合乎神的

心和旨意

的身體生

活。藉此，

就使聖徒

成為聖別

而彰顯神，並在神行政的管治下成為神的以色列，

以代表神。 

最後提及應用的部分，首先在事奉上，我們需

要先享受主作安息，藉着禱告從主得着負擔並卸

去負擔，以帶着從主而來的負擔實行神的旨意。其

次，我們需要藉着聚會來明白並實行神的旨意，在

聚會中領受神的説話，並盡生機的功用，使基督的

身體得着建造，帶進主的回來。 

在每堂信息結束後，姊妹們都靈裏響應，踴躍

每 

全 

得救新人參加小排 

一會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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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上臺分享，使眾人都得着激勵。願姊妹們藉着此次

特會，事奉的異象更被加強，並藉着禱告和牧養人

與神合作，以實行神的旨意。 

（一會所 葉聖馨姊妹、粘宇眞姊妹） 
 

北區姊妹集調特會蒙恩見證 

很享受第七大點『負主的軛（父的旨意）且

跟祂學，好使我們魂裏得安息』。出埃及記

中，論到神居所建造的記載後，重申守安息日的誡

命，就説出神是我們的安息和滿足。 

在服事中，常常會憑自己的力量想作些甚麼，

但結果都是抱怨和疲勞，這就是因為沒有從主領

受恩典和沒有靠主卸去負擔。我應該要像馬利亞

一樣，坐在主的腳前聽祂，活在與祂親密的交通

中，而有眞正的安息。  （一會所 游美地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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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姊妹集調，由八位弟兄交通『神的旨意』

信息，非常得供應，使我們清楚知道神的旨

意是『要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我們只要來到

聚會裏，就得以從世界的霸佔中出來，而明白並實

行神的旨意。 

我們在神的家中如以撒一樣先享受安息，再

起來為神作工；祂的軛是容易的、擔子是輕省的。

但我們的心雖然立志，卻是善變搖動的，時常不在

神國的範圍內、不在祂的行政中心之下，所以我們

就會像雅各，經歷己、肉體與天然的對付。這就需

要更多與主交通禱告，纔能在基督裏成為聖別。求

主使我們明白神的旨意，也過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至終成為神團體的彰顯，作神的以色列。 

（四會所 王林以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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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聚會中，我摸着神把我們從崩潰的亂堆中

拯救出來，為使我們享受神聖生命的分賜，

而能認識並有分神高大的旨意。基督徒生活中的

每件事，都不是

徒然的，是神使

用各樣環境為要

變化、模成我們。

所以需要向主敞

開，將主接進來，

學習與主有更親

密的交通，讓祂

堅固我們的心，而使我們魂裏有安息。 

願我的生活能從物質領域，更被提升到屬靈

範圍。也渴望像但以理一樣有同伴，能一起晨興、

聚會、有爭戰的禱告，在禱告中得着負擔並將負擔

禱告回去，讓神成就祂的旨意。 

（八會所 楊林玉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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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這次的姊妹集調雖然因為疫情，需要

戴口罩、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但是看見

姊妹們還是竭力來到聚會中追求主，覺得很受激

勵。這次主題説到『神的旨意』，特別摸着第四大

點『過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在信息中題到

大衛是合乎神心的人，弟兄特別交通兩個特點：第

一，需要豫備好、第二，需要對神有回應。要合乎

神的心，我們需要轉向神，豫備好我們的靈，過一

個合神心意的生活。另外，還需要我們對主的愛有

回應，打從心裏願意接受主的愛，甘心過合神心意

的生活。 

願主賜給

我們這樣的願

意，使我們都

能彀享受主作

我們的一切，

好實行身體生

活，就是在神

的心意裏，過

一個合乎神心

的生活。          （十六會所 陳劉佳馨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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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摸着第八大點『聚會來明白並實行神的

旨意』。聚會乃是要來明白並實行神的旨意；

我們在地上的目標和目的，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

那如何能明白父的旨意呢？別無他路，就是參加

各樣的聚會，並盡所能不錯過任何屬於自己的聚

集，這是父在我們身上的定命。如希伯來十章二十

五節説到：『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基督徒

的生活，就是聚會的生活，要在聚會中豐滿的享受

神，不受任何的打岔。 

所以因應疫情，為顧到不能聚會的聖徒，藉着

身體的交通及禱告後，我們區裏於主日會後，分組

前去看望親愛的聖徒，和他們一起唱詩、擘餅、讚

美主。也利用週間晚上送會到家，陪他們家聚會，

使眾人更多聯於身體，更明白神的旨意。 

（十二會所 謝林秀洵姊妹） 

我 

本 

此 

感 

我 

十六會所場 

八會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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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惟主親切同在，使我放膽往前 

於天性內向，加上父親傳統權威式管教，造

成自卑心理，覺得世界上沒有人瞭解我，甚

至自己都不瞭解自己，以致常感人生虛空。所以，

很期盼能認識自己、改變自己，並知道人生的意義。 

在考大學時，只填了九個志願，其中前六個志

願都是心理系，果不其然考上中原大學心理系。為

了達到認識自己並改變自己的目的，我作了三件

事：第一是認眞的讀心理學，第二是去學校的輔導

室找老師諮商，第三是參加學校的康輔社。有一

天，讀到心理學教科書上説，研究數據顯示人的個

性在六歲左右就定型了，這讓我相當失望。而輔導

老師也只是説一些安慰鼓勵的話，未有實質的幫

助。再者，雖然能在社團營隊中帶動團康，但僅僅

是一時外在的表演，當私下和隊友接觸時，他們還

是看出我是相當內向自卑的人。 

後來，有學長到男生宿舍邀我去教會聽福音，

並説可以知道人生的意義，就心動的答應了。當臺

上的傳道人説，『親愛的朋友，你自卑麼？你失眠

麼？…這位神都能彀解決』。心

想自卑和失眠這兩個問題我都

有，眞讓我找到了一切的答案。

原來人生的意義是享受神、彰

顯神，就不再虛空了，好喜樂！

因此，我受浸成為基督徒。 

記得大二開學後，走在學校路上好像走在天

上一樣，遇到人就傳福音，坐公車、火車也傳福音，

我不再畏畏縮縮，而自卑的感覺已經完全消失不

見了。當要從家裏回大學宿舍時，還能主動擁抱父

親，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感謝神，祂進到

我裏面，親自作我的信心，也成為我的勇氣！ 

畢業求職時，心理系已算是難找工作，而我又

不清楚自己的優點。只好藉着禱告交託給主耶穌，

主竟安排了一個非常適合的工作。感謝主！這位

神最瞭解我，甚至比我自己更明瞭我是怎樣的人。

所以向主仰望：『主阿，你的面光照耀我裏常明亮，

使我放膽往前去！』  （十二會所 蘇慎成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一冊─成全訓練（第四十至四十一章） 

信息主題 

第四十章論到『留在調和

的靈裏』，第四十一章論到『羅

馬八章十節中的六個問題』。 

信息要點 

一、我們讀羅馬八章八、

九兩節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

個小小的介係詞『在』。在新約

聖經，特別是在保羅的著作裏，介係詞非常有意

義。『在』是表明光景和經歷。『屬於』表明源頭與

地位。 

二、要認識內住的靈，需要看見三個介係詞：

在、同、屬，與這三個動詞：是、住、有。其中有

幾個是表明不變的地位，其餘幾個是表明變動。有

了一樣東西，意思是擁有了牠，而『住在』的意思

是佔有。 

三、羅馬八章十節的六個問題，叫我們認識身

體與靈。第一：為甚麼保羅不用那靈而用基督？保

羅強調今天基督就是那靈，而基督的靈在你裏面

正是基督在你裏面。 

第二：『身體是死的』是甚麼意思？死的眞意 

是無能。我們的身體不僅無能，甚至完全發臭。 

第三：『因罪』是甚麼意思？我們的身體無能、

我們趨向死亡，都是因為罪在我們的身體裏。 

第四：『靈是生命』是甚麼意思？三一神是在

我們靈裏的義，祂在我們靈裏作義、作生命。 

第五：為甚麼保羅説身體是死的，而沒有説靈是

活的？身體不是死亡，身體是死的。基督進入我們裏

面以後，我們的靈不僅是活的，它本身更是生命。 

第六：『因義』這個片語是甚麼意思？義就是

神自己進到我們人裏面。 

實行要點 

已往有一個口號，就是『回到靈裏』。現在我

們應該放掉，反倒要操練説『留在你的靈裏』。留

的意思是説，你已經在靈裏了。你不需要有長的禱

告使你留在靈裏，卽使一個小小的禱告也會使你

留在靈裏。當你開始發脾氣時，只要一個『哦主』

就會保守你在靈裏。無論何時，我們只需要呼喊

『哦主』，我們就留在靈裏。（二會所 丁牧羣弟兄）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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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