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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感恩節特會信息 

為着一個新人，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頂替文化 

第二篇 活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不活我們的文化 

經的中心思想乃是：神渴望我們為着召會作

為基督的身體，一個新人，而活基督（腓一

21 上，弗二 15～16）。神的心意是要我們被基督

所浸透、飽和、充滿，並且穿上基督，好叫我們活

基督。基督徒的生活是基督的信徒活基督並顯大

基督的生活。我們若要活基督，就必須接受祂作我

們的人位，並且與祂成為一個人位；祂與我們必須

實際的成為一（林前六 17）。我們若有光，看見基

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頂替，就會向主承認我們

沒有活基督，反而活許多其他的事物，並承認我們

憑文化而活，過於憑基督而活。我們沒有活基督，

因為我們沒有由基督構成。 

我們需要看見，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與

文化相對這件事，照着聖經完全的啓示，神的心意

是要在基督裏把祂自己徹底的作到祂所揀選、救

贖、並重生的人裏面，使祂成為我們的內在元素

（弗三 11，16～19）。為着成就神永遠的經綸，神

需要在基督裏將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作我們

的生命、性情和構成，使我們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

神，但無分於神格。我們需要神在基督裏將祂自己

建造到我們內在的構成裏，好使我們全人被基督

重新構成（三 17上）。 

説基督與文化相對，並不是説我們應該丟棄

文化，不帶着任何文化而活（西三 10～11）。沒有

基督的人，當然需要照着文化而活，因為文化保

全、規正並改良人。每一個人在接受包羅萬有、延

展無限的基督之前，都需要文化。就如小孩在長大

時，必須照着文化並在律法之下接受訓練（加三 23

～24）。他們接受基督以後，就要逐漸的幫助他們

從文化轉向基督。我們接受基督之後，就不該讓文

化限制基督或攔阻我們經歷並享受基督；反之，我

們該開始學習照着基督生活，而不照着文化生活。 

我們旣然接受了基督，就不該讓文化成為祂

的代替品。每一種文化都與基督相對，基督也與每

一種文化相對。在基督以外，我們所有的一切，以

及每一種人類的產品和發展，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的文化攔阻我們經歷、享受並活基督，為這緣

故，主給我們很重的負擔，要所有在主恢復裏的聖

徒，都實際的學習接受基督作他們的生命和人位，

以頂替他們的文化（弗三 17上，西三 4）。我們裏

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須讓給基督。若是這樣，那在我

們裏面的文化自然而然的就被住在我們裏面的基

督頂替了。 

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有異象，看見基督是包

羅萬有且延展無限的；我們對基督若沒有這樣的

異象，就不該想要丟棄文化（弗一 17～23）。那住

在我們裏面的基督，乃是那位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神豐滿的具體化身、以及神經綸的中心點，這樣一

位基督，現今就住在我們裏面，等候機會把祂自己

擴展到我們全人裏。只要我們看見了包羅萬有、延

展無限之基督的異象，就該開始把我們的文化背

景撇開，不讓文化頂替或限制基督，也不給文化任

何地位。反之，我們裏面所有的地位都必須讓給住

在我們裏面那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 

我們若看見這樣一位內住、包羅萬有、延展無

限之基督的異象，就會自然而然的丟棄我們的文

化。我們不要試着丟棄我們的文化，只該活基督，

基督就要以祂自己頂替我們的文化（腓一 21上）。

我們活基督時，自然而然的就脫離了文化，並且我

們所憑以活着的基督，就自動的頂替我們的文化；

這乃是歌羅西書裏的啓示（一 15，18，27，二 2，

9～10，三 4，10～11）。        （林冬生弟兄）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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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三會所福音行動蒙恩報導 

過一年，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集中的聚集

多少受到一些限制。本會所仍在每月第三週

週二的集中禱告聚會，有聖徒成全訓練。內容包括

一系列的開家訓練課程以牧養新人、一分鐘馬路

福音以接觸人。不僅使聖徒在眞理上得裝備，也操

練週週走出去傳福音，以帶人得救、實行家聚會及

牧養新人為目標。如以弗所書四章十二節：『為要

成全聖徒，目的是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

的身體』。 

因會所位於桃園藝文特區，許多年輕人在此

區域居住。特別是假日時的公園、十字路口、便利

商店門口，人來人往，滿了人潮，實在是傳福音接

觸人的漁場。 

五、六月份，我們在藝文特區廣場，舉辦繞城

傳福音及中正公園兒童福音，這二次福音行動僅

是暖身活動。弟兄們對福音負擔甚為迫切，不僅每

週一晚上一起禱告，並將負擔帶到禱告聚會、主日

集中聚會裏，鼓勵聖徒週週外出得青年人。感謝主

在藝文特區中心的蛋黃區，為我們豫備二個打開

的家，成為福音開展的據點，使眾人接觸到平安之

子時，可立卽帶至家中受浸及家聚會。 

從七月開始至十一月的每週末，十一、十三會

所聖徒及三位學員，集中在聖徒家禱告，再分組出

去到各十字路口、便利商店門口，或是人潮眾多之

處接觸路人。但每逢週六下午，當弟兄姊妹外出傳

福音，幾乎都遇到下雨天，然裏面福音的火沒有因

此熄滅。這五個月的福音開展，主使我們結了十七

個果子，其中有六位青職，一位青少年。全會所聖

徒傳福音人數的比例，從年初的百分之十一增長

到百分之二十四，如今仍然週週有傳福音的實行。

我們鼓勵聖徒個個有分於福音的開展，編組成軍，

儆醒禱告，並在

主的託付及祂

的恩賜上忠信

服事；將神的話

和基督當作生

命的供應，按時

分糧給所帶得

救的新人。 

為着照顧初信者及接觸福音對象，十二月中

旬將舉辦『新生命之旅』，邀請今年得救的新人、

福音朋友、青職、青少年參加，連同照顧者及對牧

養有負擔的聖徒們，大家一同前來配搭。願主把眾

人調和在一起，使我們得成全，並被帶進基督身體

的實際裏，成為今日的錫安─得勝者。 

（十三會所 鍾慶男弟兄、陳逸峯弟兄） 

 

全召會中學生成全訓練報導（南區場） 

年全召會中學生成全訓練南區場，於十一月

七日週六下午四點至晚上八點半，在二會所

舉行。當天有苗栗市召會青少年及家長服事者共十

七位來訪，南區與會人數為七十九位，其中青少年

六十位，服事者十九位，參加總人數共計九十六位。 

本次成全訓練有兩項重點： 

第一，事奉系列─領人歸主。目的是成全青少年藉

着禱告，產生福音的負擔，並操練傳講技巧，進而

實際的把福音傳出去。 

第二，如何享受聖經中各類的話語。為加強青少年

禱讀得更深入，能將所禱讀的話，應用到自己或是

他人身上。 

第一堂成全內容，説到領人歸主的豫備，有兩

部分。一是為着人到神面前來─禱告、認罪、有信

心。二是為着神到人面前去─不辯論、抓住事實、

態度誠懇、求神給説話機會、無論得時不得時都得

講、要仔細的研究。 

會中，服事者先示範傳講人生的奧祕之第一

把鑰匙，並帶人有力的禱告。示範後，也請青少年

一步一步的演練。操練後，學生們分成小組，不帶

單張，僅拿着人生的奧祕小冊子，到市區傳講。本

次外出傳講約三十分鐘，青少年們皆有突破。有的

姊妹向學生傳講，留到兩位可繼續接觸之高中生

名單。有位小六弟兄認眞操練傳講福音，卽使在途

中遇到一位聽損者，也不放過機會，讓聽損者能一

頁頁翻閱冊子，接受供應。 

第二堂信息為禱讀的操練。在已過暑期特會，

服事者曾幫助青少年重複禱讀及加重禱讀，盼望

已 

今 

外出傳福音 

成全訓練後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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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這次藉着活讀的

操練，使大家學習

不僅將主話應用

到自己生活中；也

能延續代禱小卡

的負擔，將主話供

應給同學。青少年使用代禱小卡並實測，發現只需

三分鐘，就能彀好好禱讀、享受主話並為人禱告。 

盼望弟兄姊妹藉着天天運用代禱小卡，操練

禱讀，建立堅定持續禱告之習慣，並從主話領受負

擔，向人宣揚福音。也願家長與服事者們能陪同孩

子操練，一同得益處。  （二會所 張恩臨姊妹）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耶穌眞是我們的良友，時常在生活中與我們

同在，無論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召會生活

及職場生活，主都和我們一同面對人生中各種的

挑戰。 

不看舊造，乃看新造 

弟兄：我和妻子是在全時間訓練認識，那時九

二一地震後，我們被差派到草屯、中寮賑災並傳福

音。我們和另一位姊妹是同一隊，經過師母的幫助

及一段時間的等待後，開始交往。過了些時間，師

母問我們打算甚麼時候結婚，我回答一年後；一年

後，我們眞的結婚了。妻子回想起來就説：『你怎

麼都沒問我願不願意嫁給你？』我告訴她：『妳也

沒有反對阿！』可看出她眞是一位順服的姊妹。 

交往時，姊妹給我感覺是個溫柔的人，且凡事

能靈巧的動手完成，不太讓弟兄操煩。現在我更瞭

解她了，覺得她還是一位勤快的姊妹，就像舊約中

的利百加一樣；也很會替人設想，常常先想到別

人。例如，有時區裏的晨興聖言不彀，她會把自己

的留給弟兄姊妹。我説：『妳自己不用看麼？』她

説可以看電子版的。另外，我覺得姊妹的記性不是

很好，但這反而是一個優點，因為她就不會一直記

住我得罪她的事。 

學習珍賞，順服認罪 

姊妹：當聽見弟兄希望和我交往時，起初不知

如何回應，但將此事帶到主面前禱告，主使我藉着

三個問題來決定是否和弟兄交往：第一，這位弟兄

是否愛主？是的，因着和弟兄一同參加全時間訓

練，我知道他是愛主耶穌的。第二，這位弟兄是否

愛弟兄姊妹？阿們，時常看到他和弟兄們喜樂的

調在一起。第三，這位弟兄是否愛我？他會找我交

通，顯然是愛我的。再加上，我越與主禱告交通，

就越是珍賞他是個眞誠、不虛假的人，心裏就很確

定與弟兄的交往是出於主的。 

結婚第三天，我和弟兄飛到加拿大，開始我們

的婚姻生活。儘管人生地不熟，且與弟兄並沒有足

彀的適應期，然而感謝主，有一班可愛的弟兄姊妹

和我們一同生活。卽便從來不認識他們，也能享受

滿滿的愛和關懷。我們會在大專聚會後，邀請大家

到家中用餐；當我操着蹩腳的廚藝，把墨西哥餅當

蔥抓餅煎，把生菜當燙青菜料理，他們也稱讚好

喫，使我們雖遠離家鄉，仍然感受到神家溫暖。 

從加拿大返臺後，在臺北上班居住，主繼續帶

領我們和臺北市召會十四會所的聖徒一起過召會

生活。後來搬回桃園。 

那時雖還未生小孩，我們也參加神人家庭訓

練。訓練題醒我們夫妻，要學習看見對方的長處和

優點，而彼此珍賞。這個題醒一直成為我的幫助，

卽使在日後生活出現意見不合的情形，只要我們

轉向主，就看見自己的缺欠，而願意順服下來彼此

認罪。弟兄因對味道敏感，都會題醒我不要用味道

太重的產品，對身體不好。如洗髮精味道太重，就

另買一罐；洗衣粉味道太香，衣服就還得再洗過

等。每每想和他爭執，主就題醒我要珍賞弟兄的溫

柔和細心，以及他對我和孩子的愛，感謝主！ 

在我豫備懷孕時，常向主禱告，盼望我們的孩

子是個常常喜樂的小孩。感謝主，賜給我們沛恩，

她眞是喜樂的孩子。當她年幼，有時哭鬧，只要陪

她唱詩歌及呼求主名，很快就安靜下來，並且學着

和我一起唱詩。 

女兒漸漸長大了，有時對她會有一些管教和

責備。雖俗話説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卻覺得在對待

孩子的事上，我常是作錯事的母親，承認經常在自

己裏面向孩子動怒。猶記得，有幾次因催促孩子上

學，對她動怒，結果她就在被責罵的情緒裏上學；

之後我懊悔，向主認罪。以弗所四章二十六節：『生

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這經節題醒我

不可惹孩子的氣，該向她道歉，不可含怒到日落。

為此向主認罪後，再來到孩子面前向她道歉，請求

原諒媽媽早晨的態度。孩子聽了，不僅敞開，心也

柔輭下來。感謝主耶穌，成為我與孩子之間和好、

和平的橋樑！ 

（十二會所 黃碩義弟兄、黃黃玉怡姊妹） 

主 

青少年兩兩操練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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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背我重擔分我愁，安息喜樂全歸我 

主前，我生長在貧脊的苗栗縣獅潭鄉，家中

務農。俗話説靠山喫山、靠水喫水，而山上

有些工作是粗重的，如耕種、挑稻子、採茶；又要

從深山裏挑些農作物，像橘子、竹子、相思、梧桐

等木材到有公路處。常身負重擔上山下山，尤其若

重負且逢下坡，雙腳便發抖深怕跌倒。當讀到聖經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

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我就莫名的喜樂像

是得到安慰，非常嚮往主耶穌所謂的安息，這是甚

麼書？我眞想認識這位主。 

高一初次註冊，因父親所給學費不足，就得來

回跑四公里多的路程，向一位在家鄉賣豬肉的老長

輩借錢註冊，這事在我腦海裏一直不能忘懷。窮困

和愁苦始終是我夢魘，縱使往後求學階段漸入佳

境，拿過獎學金，仍感自卑，遇事易緊張沒有把握。 

在大專考試前，炎炎夏日，因讀聖經而有了安

息，考前向主許願，考上公立學校就要信主。等到

南下高雄念書，舉目無親，父母總是擔憂、想念；

雖我也想回家，但往返車資須掙得很辛苦，以致無

法返鄉，便去找召會。看到

和藹可親的弟兄姊妹，像

親人一樣溫馨，生活在甜

美的大家庭裏，很自然的

我就接受主並受浸得救。 

得救之後，裏面有一

種把握，深覺一切都穩妥

了！耶穌是主，祂知道我的愁苦和輭弱，祂是起初

也是末後；所有苦難祂都嘗過，祂擔當了我的一切，

阿利路亞，我得着了釋放！ 

在大家扶持與代禱下，卽使輪三班，天天工作

沒有休息，不論任何為難的環境，我仍在主裏得着

安息。有時一邊準備考試，一邊參加聚會，消除不

少緊張情緒。尤其有一科機械設計，當拿到考卷沒

有一題會作答，就靠着主慢慢解題，終於全部解完

並拿到高分。現在知道這不是我，是耶穌得勝！如

今不僅主日能分別出來聚會，工作及生活中，我更

體會主的寶貝。認識這位主耶穌並信靠祂，眞是好

的無比！           （二十三會所 房增財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一年第一冊─保羅完成職事的中心異象（第五至六章） 

信息主題 

第五、六章説到腓立比書

中與歌羅西書中所啓示神經綸

的中心異象。 

信息要點 

一、腓立比書中所啓示神

經綸的中心異象包含：藉着耶

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基督

以顯大基督；作成我們的救恩，將生命的話表明出

來；因基督看萬事為虧損；藉着追求基督而贏得

祂；以基督為滿足的祕訣，以及藉祂得加力。我們

需要蒙拯救脫離宗教的背景，並專注於基督與召

會這中心的異象。 

二、歌羅西書中所啓示神經綸的中心異象，啓

示基督是身體的頭，包羅萬有且延展無限，祂是：

眾聖徒的分；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一切受造之物

的首生者；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一切的豐滿，

樂意居住在基督裏面；神的奧祕；神格豐滿的具體

化身；一切影兒的實體；身體的頭；我們的生命；

新人。我們需要看見並忠於神經綸的中心異象，使

我們蒙保守在一裏。 

實行要點 

一、明白腓立比書所啓示對基督眞實的經歷，

關鍵在於基督與信徒的調和並互相內住。因為主

是那靈與我們的靈調和，祂就能作我們的生命，在

生機的聯結裏與我們聯合。 

二、為着一個新人的生活，我們需要讓基督的

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仲裁，並讓基督的話在我們裏

面有充分的地位，也需要在禱告上儆醒、警戒，不

輕忽，而能堅定持續的禱告。 

三、我們需要學習珍賞基督與召會的中心異

象，過於召會生活外面的實行。然而，我們並不廢

掉召會生活的實行，反而在基督與召會中心異象

的管制之下實行召會生活，為着建造基督生機的

身體，以完成神的經綸。 （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信 

一、 請為各會所年終數算主恩的聚會代禱。 

二、 請繼續為馬祖、通霄、西湖的開展代禱。 

三、 請為購建桃園市召會大會所奉獻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