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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國殤節特會信息 

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一篇 世界局勢作為神在地上行動的指標，自基督升天到這世代 

末了之世界史的異象，為着豫備主的回來傳佈主恢復的眞理， 

以及分辨『這時期的兆頭』而在禱告上堅定持續 

徒約翰在靈裏看見啓示錄中四個主要的異

象（啓一 10，四 2，十七 3，二十ㄧ 10），今

天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靈裏，使我們能成為在地

上有神的心的人，就能得着天向我們開啓，以看見

神關於世界定命之異象。首先我們需要看見世界

局勢是神在地上行動的指標：人類歷史上一切的

大事，都是神為着祂在地上的行動而安排並調配

的；神當然有主宰的權柄安排人類歷史的局勢。現

今整個世界局勢連同其『產難』乃是為着完成以色

列的重新立國，並為着完成宇宙新人的完全生產

（可十三 8，啓十二 1～2）。 

但以理二章大人像的異象，乃是『末後日子必

發生的事』（28）；説明主為着完成祂的經綸，所主

宰安排之人類政權的歷史：金頭表徵尼布甲尼撒，

巴比倫的創建者和王。銀的胸膛和膀臂，表徵瑪代

波斯。銅的肚腹和腰，表徵希臘，包括馬其頓。鐵

的腿和半鐵半泥的腳，表徵羅馬帝國連同其末了

的十王。在大災難開始時，這十個腳趾所豫表的十

王連同他們的國，將在復興羅馬帝國的末一位該

撒敵基督之下聯合一起；這一切都要發生在歐洲。

基督同祂的得勝者作為神所鑿的石頭顯現時，要

擊打十王連同敵基督，因而使整個大人像從腳趾

到頭被砸得粉碎。之後，石頭要變成一座大山，充

滿全地，使全地成為神的國，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

冷，就是神聖歷史終極完成的一步。 

啓示錄五章羔羊神揭開的頭四印給我們看

見，自基督升天到這世代末了之世界史的異象（1

～14）；在祂升天之後，立卽有一場四馬競賽，持

續經過整個召會時代，直到基督回來。第一印包括

白馬與騎馬者，表徵福音的廣傳。第二印包括紅馬

和騎馬者，表徵戰爭的普及。第三印包括黑馬和騎

馬者，表徵饑荒的蔓延。第四印包括灰馬和騎馬

者，表徵死亡的播散。 

我們也需要與主同工，為着豫備主的回來，傳

佈主恢復的眞理，好帶進以色列和整個創造的恢

復和復興。緊接基督升天之後，四個騎馬的騎在四

匹馬上，開始奔跑，一直持續到基督回來。國度福

音在整個居人之地的廣傳、奔跑和競賽，是在人類

歷史裏神聖歷史的核仁，要在這世代結束以前，傳

遍全地，對萬民作見證。我們傳的不是部分的福

音，乃是全備的福音，包括從馬太福音一直到啓示

錄的每件事，就是神永遠經綸的福音。事實上，福

音包括所有神聖的眞理；整本新約就是福音，新約

這福音是由舊約所豫表；因此，我們可以説，福音

乃是包括整本聖經。神在這世代惟一的目的，是要

使福音廣傳，好使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得以建造，以

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願主使我們有負擔學習福

音神聖的眞理，並為着主的恢復，將這些眞理傳佈

到各處。 

在當前世界的情勢中，我們需要分辨『這時期

的兆頭』而在禱告上專一奉獻自己並堅定持續。我

們需要領悟我們正在『產難』當中，並且『神的國

近了』，因而禱告聖經最後的禱告─『主耶穌阿，

我願你來！』我們需要充分的領悟神對人類歷史

的看法，看見藉着戰爭、饑荒和死亡，福音正在加

速傳揚，甚至擴展到極致，並看見我們需要得着神

到最完滿的地步，以完成神聖經綸的目標。 

按照所羅門在王上八章四十八節的禱告，我們

禱告總需要向着聖地，向着聖城，並向着聖殿，就

是基督、神的國、與神的家時，神必垂聽我們的禱

告。我們的禱告該一直對準神在地上的權益，就是

對準基督與召會，以完成神的經綸。（林冬生弟兄）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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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八會所青少年召會生活蒙恩報導 

○一九年三月中，當時本會所青少年主日聚

會的人數放眼望去，只有七位服事者和寥寥

可數的十位青少年，比例等同一對一。而週六小排

是青少年各家輪流開排，由中幹聖徒帶聚會，參與

人數超過主日聚會人數。氣氛雖也較為活潑，只是

跟主日與會的青少年兩相對照好像是兩班人，僅

有少數重疊。經過瞭解後纔知道，多數聖徒的孩子

有時主日會留在社區裏聚會。 

家訪和社區詩歌快閃 

因着暑期有許多行動，我們要找出青少年參

加屬靈的盛宴，也要調整目前聚會的光景，便有負

擔開始家訪，重新把這些社區孩子邀回屬於他們

的聚會。為了避免孩子們賴在家裏、失去屬靈胃

口、沒有同伴、甚至消失不見，我們專特豫備合適

的信息成全他們。而聚會也只用短短四十分鐘問

候近況，陪唱一首詩歌一至二節，為他們課業升學

等需要禱告。結果青少年們逐一回流，帶進二至三

倍的聚會人數，高年級的也能在聚會中主動帶低

年級的操練靈；甚至還配搭品格園隊輔服事兒童。 

我們也邀請暑期返鄉的大專生，和青少年一

起藉吉他歡唱詩歌，並至各社區排詩歌快閃，連颱

風天也捨不得落空！因為看見他們實際的生活與

行動，就讓眾聖徒對從小在蘆竹區長大的青少年

更有負擔禱告。 

新血和聖靈工作 

我們因一位青少年服事者擔任教職之便，在校

園裏自然的跟學生傳福音、分享神的話、甚至陪他

們一起禱告。因此，每週小排穩定送來多位學生福

音朋友，他們

從小五六開

始參加聚會，

直到國中。之

後這些學生

經過家人同

意，陸續受浸

得救；每次聚

集他們都非

常操練靈，就

激勵了兒童班長大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驚訝的張

大眼看着這些『新同伴』，漸漸也能主動操練靈，

甚至邀了很多新同學來認識這個信仰。週末，長老

和負責弟兄出動，帶着這羣突然人數大增的青少年

一同戶外運動，打球或是騎單車，讓他們開心不已。 

愛心早餐和生命教育 

弟兄們有負擔要調整青少年主日聚會晚到、

並靈裏鬆散的光景，所以從去年暑期後，主日八時

三十分，會所開始有青少年晨興並提供愛心早餐；

擘餅聚會後，為了這些屬靈生命程度不一的孩子

們，特別豫備得榮生命教育課程。豈知，從至小到

至大的，他們都能沒有分別的融入活動，並且喜樂

的討論分享，認眞思考生命價值。希望經過此過

程，豫備他們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健康的屬靈情形，絕不是一天、兩天就實行出

來的，我們願更多與聖靈同工同勞，藉禱告、交通

帶進行動，使青少年彰顯主生命的見證！ 

（八會所 梅恩佩姊妹） 

 

北區春季中學生家長與服事者成全聚會報導 

區中學生家長與服事者成全聚會，於五月二

日在十六會所舉行，並在 Facebook與Webex

同步直播。現場共有四十四位聖徒參與，而在線上

也有三十七位聖徒一同有分。在配合政府防疫措

施之下，聖徒仍然能得釋放一同聚集，實在是有主

的祝福。本次主要內容為親師座談，特別邀請四位

在學校任職的聖徒與談，為着以下負擔有交通：

（一）尊師重道與孝敬父母。（二）學習態度與一

○八課綱。（三）正確交友與待人接物。（四）如何

與青少年建立屬靈家聚會。 

聚會開頭先唱補充本詩歌 871 首『在今天，

更新奉獻』，激勵眾人再將自己更新奉獻給主，也

將家中的孩子奉獻給神。關於一○八課綱，與談姊

妹用三個字解釋：『自動好』。當我們孩子願意留在

召會生活裏，這一切成全就都成形在他們裏面了。

父母也需要在主裏，陪着孩子一同探索自我，使他

們不僅學習課本的知識，更知道如何與人相處溝

通，而有社會觀與國際觀。 

主持座談的弟兄，一開始用創世記五章二十

一、二十二節：『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

拉。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

生兒生女』。讓大家看見，當以諾有了家庭後發現

自己搆不上，就開始與神同行；所以作父親的要帶

領兒女到神面前去，自己就必須是與神同行的人。 

二 

北 

青少年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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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管教孩子要謹慎，不在自己的怒氣裏管教，而

是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學習在愛裏養育他們。父

母若能操練率先向孩子認罪，那就是得勝了，也要

帶領兒女敬畏神、對自己的良心有感覺，自然就會

尊重老師並孝敬父母。 

孩子是神給我們的產業，我們應該照着神牧

養，為此，要持續為他們禱告。而當孩子到了青少

年階段，要學習作他的朋友，讓他能與我們親近。

並抓住機會和孩子家聚會，關心他的生活，陪着一

同禱告，幫助他摸着主經歷基督。作家長的不僅關

心兒女的

課業，更

要學習將

基督服事

到孩子裏

面。求主

將神的心

意放在我

們裏面，使我們在養育兒女的事上，討神的喜悅。 

（八會所 董明淵弟兄） 
 

北區春季中學生家長與服事者成全聚會蒙恩見證 

次座談藉着基督身體豐富的供應、聖徒的蒙

恩見證、以及牧養孩子經歷的分享，讓作為

青少年家長的我們不僅受益良多，更是覺得滿了

盼望。 

一位與談的姊妹，分享她陪伴孩子時對主的

經歷，引起我的共鳴。她説到孩子在每個階段，都

需要父母適時的陪伴、傾聽，藉以瞭解孩子裏面的

情形、感覺以及與主的關係，進而帶到主面前為他

代禱。這讓我想起自己與女兒的相處情況。前陣

子，我們之間總多有衝突，使得關係緊張。主光照

我，在與女兒的相處和交通上，需要讓女兒知道媽

媽愛她。感謝主，這一個轉，將我再次更新，卽便

女兒不經常在我身邊，當她來找我交通時，要用心

傾聽、陪伴，為她代禱，並供應她話語，這樣纔能

叫我們從神得着加力。 （一會所 孫林佳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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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認為，與孩子建立屬靈家聚會很困難；但

藉由聖徒們的分享，讓我大得鼓勵。我們照

顧孩子時要有神的眼光與智慧，抓住機會顧惜孩

子，讓他們甘心樂意領受生命的話。那怕是幾聲的

呼求主名或簡單享受聖經節，彼此都會在不知不

覺中得主的供應並建立生命的關係。 

在座談時，家長們題出青少年交友、注重外表

等問題，與談聖徒題醒父母要避免批評；應多跟孩

子聊天討論，善於觀察並陪伴孩子，纔能將對孩子

的擔心化作對主的信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雖然我們常常失敗灰心，但神從不放棄我

們。我願意在今天更新奉獻，儆醒主前，持續為孩

子禱告。感謝服事者們在基督的愛裏舉辦座談，把

我們帶回到主話的光中，與神同行，學習作正確的

父母。                （四會所 陳邱淑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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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開頭，弟兄分享創世記五章，説到以諾被

提，乃是他生了瑪土撒拉後與神同行的結

果。因為隨着孩子準備進入國中青少年階段，卽將

要開始面對孩子的課業壓力與緊張的親子關係，

就覺得負擔沉重，甚是受壓，因此只能俯伏在主面

前，眞是需要與神同行。 

本想藉着這場聚會瞭解一○八課綱的內容，但

藉着弟兄話語的幫助，讓我看見不管課綱如何變

化，孩子的家聚會與召會生活纔是根基，這就為我

立定正確的牧養方向─孩子成為得勝者纔是我們

的惟一目標。而與談姊妹們的交通，使我摸着雖然

孩子們的情形迥異，但原則不變，就是要在基督的

愛中牧養與陪伴，也就是要有家中聚會的實際，使

孩子在巨變的環境中，有主作不變的依靠。卽使一

○八課綱讓我們感到困惑，但感謝主，主是一切問

題的解答，所以要在陪伴青少年孩子的過程中，操

練與神同行同牧養。     （四會所 徐培然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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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家長座談，我很摸着我們為孩子所作

的，孩子是會知道的，所以無論工作、服事

多忙，也要把時間留給孩子。並且為孩子禱告不可

灰心，要把對他們的擔心化成對主有信心的禱告。

而在與孩子的相處上，尊重孩子並與他們成為朋

友；雖然不一定贊同他的想法，但要同理他的感

受，遇到爭執時，不要當下責備，應找機會再有溝

通。在家中要讓孩子知道，最有權柄的是主耶穌，

要聽祂怎麼説，帶着孩子到主面前悔改、認罪。 

感謝主，我的三個孩子都在召會生活中長大，

也有許多人服事他們。孩子是主託付給我們的產

業，我們責無旁貸，要為他們多有代禱。求主保守

他們在各面都受成全，有正確的價值觀，並且一直

活在召會生活中。  （十三會所 陳陳玉鳳姊妹） 

這 

原 

聚 

在 

北區中學生家長與服事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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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何等的享受，活在祂家中 

小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是家中第二個孩子。

當還在母腹時，父母已是基督徒。而我則在

國小五年級時，受浸成為基督徒。我要見證，這位

神不僅是父母的神，也是我的神；不是因為父母信

神，所以我信神，而是我自己要神，所以我信神。 

自幼跟着父母一起聚會；大一時，離家到外地

求學，和一羣學生弟兄一起住（弟兄之家）。每天

早上晨興，放學後常有聚會，更有服事需要參加，

這樣的生活讓我感到疲累。在和父母溝通後，決定

和幾位同學一起租房子，慢慢的聚會就減少了。然

而，有兩個家庭的弟兄姊妹，仍常打電話關心過得

如何，也會邀我到他們家喫飯，使我深受感動。雖

父母不在身邊，卻能感受到這種溫暖。 

後來攻讀研究所，當時着手進行實驗時遇到

瓶頸，豫計的時間、機臺、人力都沒辦法配合，使

得此實驗難以順利進行，恐怕無法準時畢業，感到

壓力甚大。每天早上到研究室，總要到陽臺好好呼

求主名，『哦主耶穌』，好好把壓力禱告給神。那段

時間有一位弟兄，常用神的話牧養我，陪我禱告，

以他從前在國外讀書的

經歷鼓勵我。他眞摯的

表同情，體恤我的困境，

心裏很受感動。我也會

去找另一位弟兄述説心

事；弟兄先趕緊將孩子安頓好睡覺，再陪我談談、

禱告，甚至邀我當晚住下過夜。是弟兄的愛托住

我，陪我渡過這段難熬的時光。感謝主，至終神仍

讓我準時畢業，最重要的是，這段經歷讓我開始對

神有了確信。 

因着對神的一點確信和把握，進入職場工作

後，決定再次入住弟兄之家。由於只有我是在職的

弟兄，其餘皆是學生，便學習在弟兄之家擔任家

長，照顧同住的幾位學生。那段時日，我和另一位

在職的弟兄成為很好的同伴，彼此吐苦水，也為彼

此代禱，並一同交通、配搭豫備召會中的服事。雖

偶有疲倦，但卻仍積極過召會生活，知道這就是我

所要的。讚美神，祂是那『我是』─我需要甚麼，

祂就是甚麼！        （十七會所 張豐展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一冊─成全訓練（第四十八至四十九章） 

信息主題 

第四十八章説到『那靈之

引導的構成成分』，第四十九

章則是論到『藉着治死身體的

行為而認識那靈的引導』。 

信息要點 

一、按照羅馬書八章十四

節，『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我們裏面有一件事，稱作神的靈

的引導。那靈的引導是由三者─神聖的生命、神聖

生命的律、和神聖的人位（那靈）─組成的。這三

者在我們相信主耶穌的時候，進到我們裏面，存在

於我們裏面，作我們的引導，作我們生命的領頭。 

二、四福音書的圖畫描繪門徒如何受主的引

導。當日主的同在、住留就是對門徒的引導。在約

翰十一章，拉撒路死了，主耶穌告訴馬大，她兄弟

必然復活，她卻回答説，她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

候，他必復活。這是受到宗教知識的打岔而忽畧了 

主的同在。馬大不該説甚麼，不該以任何方式行 

動；她的態度只該治死她必死之身體的所有行為。 

實行要點 

一、從接受主耶穌的那天起，那靈的引導日復

一日，時時刻刻存留在我們裏面。卽使是在犯罪的

時候，那引導仍是存在。我們常為着要買甚麼樣的

領帶，或甚麼款式的鞋子禱告。事實上，我們不需

要禱告，因為我們裏面已經有引導了。如果我們不

尋求外面的引導，而願意顧到這內裏的引導，我們

就會清楚。 

二、當我們的嘴脣想要説話時，我們必須將其

治死。身體上任何一個部分想要作甚麼的時候，都

該將其治死，我們就自然受主引導。卽使在祂的同

在裏，我們也可能作很多與祂的引導相反的事。今

天祂住在我們裏面，祂的住就是引導。 

（十會所 趙俊倫弟兄） 

從 

一、 請為在文化、過嶺、大園後續開展及照顧代禱。 

二、 請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早日止息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