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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 

召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內在並生機的建造 
第四篇 眾召會內在的交通， 

為着眾召會生機的關係 

第五篇 教訓之風的內在因素， 

為着教訓之風邪惡的目的 

們需要看見並進入眾召會內在的交通裏；這

交通乃是基督生機身體在所有肢體裏面、經

過所有肢體、並在所有肢體中間永遠生命的流。就

像人身體裏有血液的循環，基督的身體裏也有一

個循環，新約稱這個循環為交通（約壹一 3，7）。 

基督身體的交通，就是眾召會之間的交通，乃

是使徒的交通。教訓產生交通，交通來自教訓。今

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是在使徒的教訓下，並在使

徒的交通裏。這一個神聖的交通乃是交織的交通

─平面的交通交織着垂直的交通。在這神聖的交

通裏，神與我們交織在一起；這種交織就是神與人

的調和，把神聖的成分帶到我們屬靈的所是裏，使

我們在生命裏長大並變化。在基督徒的生活裏，神

聖的交通乃是一切。 

我們需要看見並進入眾召會生機的關係，眾

地方召會乃是基督獨一生機的身體。主的恢復是

基於這眞理：基督只有一個身體，這身體在許多

地方彰顯為眾地方召會；因着靈是一位，所以只

有一個身體，在身體裏也只有一個生命的循環；

這循環就是基督身體的交通，也就是眾召會中間

的交通。地方召會乃是基督獨一身體的一部分，

而在宇宙一面，身體的交通乃是一；在神聖的交

通中沒有分離。 

神聖的交通，就是在那靈的一裏活在基督身

體裏的實際。神聖的交通調和我們，也就是調節

我們，調整我們，使我們和諧，並將我們調在一

起，成為一個身體。藉着在神聖的交通裏受限制，

基督的身體就蒙保守在一裏，職事的工作就繼續

往前；交通使一切都活起來。相調的目的是要將

我們眾人引進基督身體的實際；我們寶貴眾地方

召會，是為着一個目的─我們需要在作為手續的

眾地方召會裏，使我們能被引進或帶進基督身體

的實際裏。 

先我們需要認識，使徒的教訓乃是神永遠經

綸惟一、健康的教訓。使徒教訓的內容乃是

新約全部的教訓，是神在子裏向祂新約子民的説

話（來一 1～2）。包含神新約經綸的惟一神聖啓示，

從神的成為肉體到新耶路撒冷的終極完成。使徒

的教訓乃是維持同心合意的因素，使我們有一個

心、一條路和一個目標，而我們必須是那些『堅守

那按照使徒教訓可信靠的話』的人（多一 9）。 

召會的混亂主要的是由於偏離使徒的教訓。

我們要對抗這事，就必須堅守眾召會中，按照使徒

教訓所教導可信靠的話。遠避不同的教訓，並專注

於關於基督與召會之神的經綸。 

我們是基督身體的肢體，不該再『作小孩子，

為波浪漂來漂去，並為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

訓是在於人的欺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

詭詐作為』（弗四 14）。不同的教訓、道理、觀念和

意見之風所吹起的波浪，都是在基督裏的小孩子所

難以分辨的；要逃避這些教訓之風所吹起的波浪，

惟一的路就是在生命裏長大，而生命長大的路，乃

是留在正確的召會生活中，以基督和召會為保護。 

我們要看見這教訓之風內在隱藏的因素，就

需要正確而敏銳的領會，能透視整個局面。教訓之

風傾覆信徒的信心並殘害召會生活。教訓之風的

目的，是要攔阻基督生機身體的建造，並要分裂基

督生機身體的肢體，造成無窮的分裂，卻不以愛心

和恩慈保守基督身體的一。有關地方召會絕對自

治的錯誤教訓，已經偷偷進到主的恢復裏。教導地

方召會是絕對自治的，乃是分裂基督的身體。召會

是基督的身體；旣是基督的身體，召會就沒有一部

分能自治。在我們的考量裏，基督的身體應當是第

一，地方召會應當是第二。我們若認識基督的身體

並對這身體有感覺，就會領悟召會是基督生機的

身體，與自治毫不相干。       （吳文宏弟兄） 

我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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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八會所菓林地區福音開展蒙恩報導 

園區菓林里因緊鄰桃園機場，交通發達，生

活機能逐漸完善，可説是極具發展潛力。菓

林里的人口數超過八千人，但是居住在該地區的

聖徒僅有七位。因着與蘆竹區南崁生活圈相鄰，所

以有少數幾位菓林聖徒一直都在南崁同過召會生

活。多年以來，蘆竹區的聖徒們常在禱告中記念菓

林地區的福音開展，盼望能帶進更多得救的人，在

當地實行召會生活，擔負主的見證。 

自去年開始，蘆竹區的聖徒們從主領受負擔，

除在禱告中記念外，終於有了具體的福音開展行

動。從十月底至十二月底規劃十週的開展，在蘆竹

區的八會所和二十一會所，共有十個小區同心配

搭，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本次福音開展行動，主要是傳馬路福音，每週

四晚上至少有一個小區聖徒前往配搭，為着在菓

林地區大量撒下福音的種子，豫備人心；並且配合

聖靈的工作，尋找平安之子。此次福音行動中，共

有一百二十三位聖徒配搭，福音出訪二百七十六

人次，同時取得福音記名單六十六份。 

今年起，蘆竹區的聖徒們持續拿起菓林福音

開展的負擔，從三月至六月規劃有第二次的福音

開展行動。本次行動，除了每週四晚上一個小區聖

徒前往配搭馬路福音外，也定規每月月底舉辦菓

林福音茶會。 

已過三

月二十五日

週四晚上，

就在菓林舉

辦了第一次

福音茶會。

題到要舉辦

福音茶會，

的確比僅僅

傳馬路福音更叫配搭的聖徒們感受壓力，因為總

不能連一位福音朋友都未邀來罷！因此就把大家

都逼到主面前，而帶進以下幾點蒙恩：第一，聖徒

們在禱告聚會中的禱告，比平時單為着馬路福音

的禱告，更顯出對人迫切的負擔。第二，聖徒們配

搭把所有的福音記名單一一電話回訪，使名單活

化並找出可持續接觸的福音朋友。第三，聖徒們開

始為着住在菓林的朋友或同事代禱，前去探望且

邀請參加福音茶會。 

本次福音茶會共有三十七位聖徒前去配搭，

邀請到二位住在菓林的福音朋友參加，一位是聖

徒的朋友，另一位是馬路福音邀請來的。願主繼續

祝福在菓林地區的福音開展，加增得救的人數，也

興起關鍵的人和關鍵的家，好擔負起主在菓林地

區的見證！            （八會所 陳信忠弟兄） 

 

全召會兒童服事者暨家長成全聚會報導 

召會兒

童服事

者暨家長成

全聚會，於三

月二十日週

六，分別在一

會所和二會

所連線舉行。

北區到會一百六十六位，南區到會五十九位，其中

服事者有八十五位、家長有一百四十位，合計二百

二十五位（不包含兒童）。本次交通延續已過的負

擔，鼓勵弟兄姊妹打開家作兒童排。 

在聚會中，弟兄們先簡述兒童乃是個大的福

音，再依序介紹『兒童是個大的福音』這本小冊子，

以作為家聚會的材料。並且鼓勵各會所各區，可找

出有負擔的姊妹們，兩兩一組，前往陪伴年輕媽媽

家聚會，一同禱讀享受小冊子，分享自己作兒童排

的喜樂與蒙恩。陪讀四週後，開始陪同她和孩子在

家中有聚會，再經過四週，就進一步為她尋找配搭

聖徒並陪同實行兒童排。 

接着是二、四、七、八、十二、十六會所的聖

徒們，分享建立兒童排、以及公園兒童排得人的蒙

恩。每個見證都激勵與會的聖徒們，開排不是一件

難的事；只要

我們在身體的

配搭中，多有

禱告、交通，

雖然外面會有

為難，但裏面

有平安，使我

們在主的同在與恩典中一同往前。 

最後總結的交通，弟兄們也鼓勵大家，這個大

大 

全 

福音茶會 

北區會場的視訊交通 

南區會場的視訊交通 



桃園市召會週訊 274 期                                                                       2021.04.25 

第三版 

蒙恩見證 

的福音説出，得着兒童就得着他的一生，並且他能

一直帶人進到召會生活中。不僅如此，孩子人生的

每個階段中，更能盡他生機的功用，因為可以成為

校園福音的種子，生生不息；所以作兒童實在是一

本萬利。末了，盼望在今年六月前，全召會能新增

二十三個兒童排，下半年底再新增二十三個兒童

排；二○二一年兒童排與召會生活兒童數，都能繁

增百分之四十。信息後有各會所的交通，按照實際

現況，研討交通出可實行的路。願主保守我們被異

象所定準，照着神命定之路走上去，藉着兒童這個

大的福音，使國度的福音能快快傳遍居人之地。 

（五會所 朱晟晞姊妹、十二會所 魏凱馨姊妹）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兄：與姊妹有過兩段的交往，第一次的交往

因出自個人的揀選與愛好，所以交往三個月

就覺得不適合而停止。之後雖仍有許多弟兄姊妹

關心並介紹，但總是跌跌撞撞；再加上不太會交通

自己的感覺，結果搞得烏煙瘴氣。 

就這樣五年過去了，我蒙主光照，看見自己滿

了天然的愛好與選擇，遂向主悔改認罪，再將婚姻

更新奉獻給主。那時心裏突然再度浮現姊妹的名

字，但深怕又是出於自己的揀選，隨卽將感覺帶到

主面前。向主禱告：『主阿！若眞的是她，求你親

自來顯明和帶領』。就在那天，之前服事我和姊妹

婚姻的家，打電話來關心近況並再題起姊妹，問我

是否願意和姊妹恢復交往？裏頭卽明白是主，也

就欣然答應；自恢復交往到結婚的半年時間，不僅

順利且經歷主各面奇妙的帶領和豫備。 

姊妹：我和弟兄在大學時同過兩年召會生活，

當時彼此認識卻並不熟悉他這個人。直到大學畢

業後兩年，我們大學共同的服事者問我，是否有交

通的對象並要介紹；心想剛出社會，只望能好好工

作而回絕了。事隔半年，服事者再次題起，當下我

滿心歡喜答應交往。但因着沒有好好的將婚姻奉

獻給主，未讓主經過；這出於天然的揀選，導致後

來交往過程有許多的不順利，最後因壓力太大，而

停下了交通。後來雖仍有弟兄姊妹介紹，卻怎麼也

不敢打開心房。 

事隔五年後，再次是同一位服事者，介紹的仍

是同一位弟兄，當下雖然掙扎，但和服事者禱告

後，願意放下自己的感覺而恢復交通。鑒於之前的

經歷，這次交往就有更多禱告與奉獻。從起初三個

月的抗拒、不明朗，至後來的三個月滿有確定且訂

婚；每一個階段的尋求，都經歷到當我們願意讓耶

穌作主時，祂必為我們負完全的責任，並且祂的平

安必保衛我們的心懷意念。 

老僕人和同伴的代禱 

弟兄：與姊妹能在五年後恢復交通，很寶貝服

事我們的家，在這五年間忠信且不斷為我和姊妹的

婚姻代禱，而且每半年總會打電話關心我的近況；

為着主安排這個家的服事及榜樣，感謝讚美主！ 

姊妹：在這五年期間，很寶貝有屬靈同伴堅定

持續的禱告與交通。原本我並不是一個禱告的人，

但因着同伴的負擔托住我，使我們為着召會、家人

及婚姻，學習都帶到主面前，經歷主的帶領。 

珍賞取代抱怨 

弟兄：在婚姻生活中，兩人的想法與生活習慣

截然不同。剛開始很不習慣，因姊妹很注意生活細

節，如棉被該怎麼摺疊十分講究；以及我要去那

裏、幾點回來、會不會回來喫晚餐、曾説過甚麼話，

連同孩子們怎麼洗澡、如何洗澡快速又有效率、孩

子上了幾次廁所、今天喫飯的多和少等，全數記得

一清二楚。還有一次與姊妹晚禱時，我們為着一位

聖徒的情形代禱，姊妹娓娓道出這位聖徒的近況

和她的觀察，很多細節是我未注意到的；自己突然

覺得羞愧，服事聖徒的事上不如姊妹如此細心認

眞，就更加學習珍賞姊妹。 

姊妹：我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但缺乏彈性和變

通，所以經常在自己裏面鑽牛角尖，又對弟兄生

氣。然而，很珍賞弟兄總是忍耐寬容，並且給我不

同看法，使我願意放下自己的堅持，而重新回到主

面前，讓主來更新變化我。 

享受主話是我們彼此相愛的關鍵 

弟兄：我們花很多時間彼此交通，許多事都很

願意聽聽另一半的看法。特別是享受主話，姊妹常

説她悟性很差，很難瞭解聖經的話；可是有時候聽

她交通，卻很得滋養和開啓。因着喜歡與姊妹一同

進入主話並相互供應，主的話就成為我們彼此相

愛的關鍵，使我們一同奔跑屬天的道路。 

姊妹：今年我有一個心願，想要和弟兄完成一

年讀經一遍的實行。雖然常受事物打岔中斷，但藉

彼此題醒和激勵，再堅定持續往前；現在連孩子都

會題醒我們今天還沒讀經，感謝主！願基督的話

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使這個家被主話充滿

並浸透。 （七會所 羅志偉弟兄、羅陳立婷姊妹）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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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有弟兄處就有活路 

和妹妹從小生長在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父

親擔任化妝品公司的營業處主任。國一上學

期，就讀嘉義的輔仁中學，那是一所天主教學校，

每週有一堂課講到聖經的故事；課堂末了，老師會

帶我們禱告，這就種下了福音的種子。並且那時心

中對蔣經國先生很是景仰，因此當在蔣公遺囑中

讀到耶穌基督時，便一心想成為基督徒。 

進入高中，有一天放學後在操場旁坐着，有位

學長和一位弟兄以『人生的奧祕』向我傳福音，當

下很平安的跟着他們到附近聖徒家裏受浸。得救

後，住進高中弟兄之家一個多學期，卻在高二、高

三時離開了召會生活兩年，轉從哲學小説、科幻推

理、唐詩宋詞，想嘗試尋求滿足。然而內心越來越

虛空，越來越不安，對同學苛薄，對家人尖刻，那

時眞是晦暗不明。 

弟兄們總是一次、兩次的常來看我，我都沒給

他們好臉色。高三的導師是位基督徒，她似乎有一

種光，使我紛亂的思緒與心情慢慢平靜正常。聯考

前，弟兄們再來邀我參加校內小排，那天讀到『和

彼得』這篇信息，我又比較敢回到弟兄姊妹中間。 

隨後參加一個月的讀書

營、期末特會，似乎漸漸回到

召會生活。而原以為考砸的大

學聯考，主也祝福我，如願考

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成大

建築系。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

節，『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

臨到我們』，主給我亮光，我就是那個受神憐憫的。 

大學的召會生活，是從註冊那天弟兄們直接

到宿舍門口，帶着大布袋説要幫我搬家開始。因所

念建築系緣故，趕圖與熬夜是家常便飯，召會生活

始終起起伏伏，一下像亂跑離家的浪子，一下又像

火熱愛主的彼得，但服事者對我所説的話、所給的

幫助，影響至今。卽便現在再次見面，他看我的眼

神，還是這麼包容與柔愛。像一首詩歌説的：『輭

弱，陪我同哭主前；失敗，也要跌在你們中間。走

過日子，我心只有感恩，我的成長、喜悅都在你

們』，這眞是我的寫照。（十八會所 周士清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一年第一冊─極大的奧祕─基督與召會（第九至十章） 

信息主題 

第九章開始為本系列信息

第三部分『召會的奧祕』。第九

章論到『基督安家在我們心

裏』；第十章則是『調和、長大

和更新』。 

信息要點 

一、召會的顯出在於基督安家在信徒心裏。以

弗所三章有七個重要的點。第一個重點，是四節裏

『基督的奧祕』，基督這奧祕已經向我們啓示出

來，並啓示到我們裏面，住在我們裏面。第二，是

八節『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基督豐富的第一

要素就是神，神乃是在基督裏；第二要素是生命，

你要得着生命，就需要得着基督；第三要素是人

性。第三個重點，是九節裏的『經綸』；神的經綸

就是把基督分賜出去。第四，是十節的『召會』；

召會是由奧祕的分賜產生出來的。第五，是十七節

的『安家』。第六，是十八節的『闊、長、高、深』。

最後一個重點是『神的豐滿』。當我們被基督的闊、 

長、高、深充滿，我們就成了神的豐滿，神就藉着 

我們得着彰顯。 

二、以弗所四章則有三個重點：第一，三一神

與我們調和；第二，身體的長大，乃是我們與基督

的同長，並長到基督裏面；第三，身體不斷得着更

新。先是調和，再是長大，最後是更新。我們天天

不斷得更新，脱去舊人，穿上基督這新人位，結果

就使我們成為新人。 

實行要點 

  一、基督徒的生活，應該是天天讓基督安家在

心裏的生活。這意思是，基督徒的生活該是讓基督

不斷加增的生活。 

二、我們用禱告讀主的話就是喫，用主的話禱

告就是喝，呼求主名就是呼吸。喫、喝、呼吸這三

件事，對我們的長大非常重要。我們長大了，就建

造了。                （六會所 滕以勳弟兄） 

我 

一、請為 5/1（週六）南北區青職相調展覽聚會代禱。 

二、 請為楊梅埔心、八德僑愛生活圈五週福音行

動，積極配合開展並代禱。 

三、 請繼續為馬祖、通霄、西湖的開展代禱。 

四、 請為購建桃園市召會大會所奉獻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