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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春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信息 

召會生活之恢復極重要的因素 

第一篇 因素一：與主合作帶進新的復興，以終結這個世代 

次的長老訓練，共有八篇信息，包含八個極

重要的因素。本篇信息，專論第一個因素，

就是與主合作帶進新的復興，以終結這個世代。信

息一開始，弟兄就以禱告、實行及堅定持續，三個

詞彼此共勉。在神的選民中間，一直有復興的渴

望。早在哈巴谷書三章二節，就開始這復興的渴

望：『…耶和華阿，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工作，

在這些年間使你的工作顯明出來…』。連我們今天

在禱告中，或在聚會中，也常歌唱或宣告詩歌 576

首：『復興你工作，主！向你聖徒顯現！』特別在

這主就要回來的關鍵時刻，我們的確要常嘆息，常

呼籲：『主阿，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工作，在

這些年間使你的工作顯明出來』。 

  若是要達到這末後時代最大的復興，就需要

在這三件必要的事上，認眞的操練，並緊緊的跟

隨。第一，是神聖啓示的高峯；第二，是神人的生

活；第三，是新路的實行，也就是照着神牧養。我

們藉着達到神所賜給我們之神聖啓示的最高峯─

神永遠經綸的啓示（提前一 3～4，林前九 17，徒

二六 19，22），就能進入一個新的復興。 

主的僕人常説：『神成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

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為着產生並建造

基督的身體，以終極完成新耶路撒冷；這是整本聖

經的要素，是聖經這『盒子』裏的『鑽石』，也就

是神永遠的經綸』。他末了更説：『神中心的啓示以

及主的恢復中心的啓示乃是神成了肉體，肉體成

了賜生命的靈，賜生命的靈成了七倍加強的靈，為

要建造召會，成為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新耶路撒

冷』。感謝主，這些都是主的僕人一生研經所達到

神聖啓示的高峯，是主恢復最寶貴的遺產，需要我

們緊緊跟隨並竭力進入！ 

因此，我們若實行過神人的生活，這生活就是

基督身體的實際，自然而然就會有活在神經綸裏

的團體模型建立起來；這模型要成為召會歷史中

最大的復興，把主帶回來（啓三 12，21）。我們的

生活該是基督這第一個神人之生活模型的翻版，

複製。主過接觸神的生活，不住的活在神的同在裏

（約八 29，十六 32），並過接觸人的生活，將神供

應到人裏面，把他們帶進神新約經綸的禧年！在

祂這人裏面，世界的王撒但毫無所有（沒有立場，

沒有機會，沒有盼望，任何事都沒有可能）。 

照着主的模型過神人生活惟一的路，乃是把

我們全人置於調和的靈，並照着調和的靈行事、生

活並為人。羅馬八章十六節説：『那靈自己同我們

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林前六章十七節也

説：『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主的僕

人在歷代志生命讀經三四頁更説：『我們都該宣

告，我們要過神人的生活。至終，神人將是勝利者，

得勝者，作耶路撒冷裏的錫安。這要帶進歷史上前

所未見新的復興，也要結束這個世代！』 

我們藉有分於基督天上的職事，餧養祂的小

羊並牧養祂的羊，以照顧神的羊，就是召會，結果

帶進基督的身體，就能進入一個新的復興；這是把

使徒的職事和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併（約二一 15～

17，來十三 20）。我們必須照着主耶穌在祂盡職事

時的榜樣牧養人，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我們也必須照着使徒保羅的榜樣牧養人；保

羅牧養聖徒，就像乳養的母親和勸勉的父親一樣，

照顧神的羣羊。帖前二章七節説：『只在你們中間

為人溫和，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子』。保羅在他

的教訓裏指明，召會是養育人的家，是醫治並恢復

人的醫院，也是教導並造就人的學校。最近全臺眾

召會，都在週週訪人，建立福音扎實的架構；並各

召會都下鄉開展，還差遣全時間學員赴各地開展。

所以雖在疫情期間，仍然滿了福音的士氣！願主

繼續施恩，叫我們與主合作帶進新的復興，以終結

這個世代！                 （林天德弟兄）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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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九會所馬祖開展蒙恩報導 

謝主！從二○一七至二○一八年暑假開始，

就有聖徒前往馬祖開展。到了二○一九年

起，每年寒暑假，本會所聖徒都會禱告並交通關於

馬祖開展、相調的行動；甚至交通到去年十月，申

請一隊壯年班學員一同到馬祖實習開展。這次行

程不但與當地聖徒一同相調、傳福音、參加錄影訓

練，也與他們一同配搭前去探訪並恢復弟兄姊妹。 

去年第一個開展行動，於七月十七日到二十

八日，有五位弟兄姊妹有分於這次開展：其中兩位

是本會所聖徒，另三位是參加過壯年班訓練的聖

徒，一位來自十六會所，兩位來自高雄。還有一位

十八會所、五位臺中的聖徒，有分於福音聚會及部

分福音叩訪的行動。 

接着九

月十八日到

二十二日，

桃園、苗栗

的同工弟兄

們到馬祖訪

問，對於北

竿、南竿要

來的壯年班

開展、本地聖徒的配搭，以及未來兩地聖徒們聚會

情形的往前，有許多分享與供應交通。 

去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期間，壯年班六

位學員到北竿、南竿地區，連同三會所、十六會所、

新竹市召會各一位聖徒，與當地聖徒一同配搭開

展。期間留下八、九十位敞開名單，共有五位新人

受浸得救。本次開展不僅為接觸許久的熟門名單

禱告，也看望學員認識的臺灣各地召會聖徒們的

朋友、或交通轉介的福音朋友。更重要的是，加強

北竿、南竿叩訪陌生居民的行動。 

經過多次開展行動，有以下四點的蒙恩： 

第一，藉着不斷的禱告交通，使來自各地的聖

徒，能與我們同心合一的配搭行動，而帶下祝福。 

第二，馬祖經營民宿或小本生意的聖徒較多，

為顧到經濟需要，難以來到會所聚會；因此較適合

以送會到家的方式，先口把口餧養，叫人對主有享

受，之後自然受吸引。 

第三，鑒於馬祖這地滿了偶像，幾乎家家皆有

自己的供桌，人人都被廟宇祭祀工作捆綁；在此地

傳福音很需要爭戰的禱告，運用從主來的權柄捆

綁惡者，並藉着滿了靈的見證，使人看見主在我們

身上所活出的生命，而能得救。 

第四，這地莊稼雖多，工人卻少，需要弟兄姊

妹多有扶持。願主感動眾人，不僅禱告去、財務去，

人也要去；並且祝福主在這地的見證，更加剛強明

亮！   （九會所 郭家全弟兄、程柏諭弟兄） 

 

全臺手語相調特會（南區）蒙恩見證 

年全臺手語相調特會於三月二十七、二十八

兩日，在臺中市召會復興大樓舉辦，來自全

臺共一百三十八位聖徒一同有分。 

在這三篇信息中，我摸着『過神人生活』，乃

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在愛裏過彼此牧養的生

活』。我們的生活就是牧養主的羊並彼此牧養，乃

是照着主的心牧養人。要學習供應人、牧養人，就

必須常常活在主面前接觸祂，與祂有交通，且常受

十字架對付；天然生命必須被主破碎，纔能在調和

的靈裏，用生命供應人。 

當我在會中聽到這樣的信息時，主再次光照

我，還是愛自己，保留自己，躲在自己的舒適圈，

沒有勇敢的站出來服事翻譯，與弟兄姊妹一起擔

負責任。卽刻向主悔改認罪，靈裏再次火熱焚燒，

上臺與弟兄姊妹一同分享。 

神不變的愛是得勝的，因為這愛是在基督裏，

同着基督、藉着基督，並為着基督的。這不是為着

工作，乃是為着召會生活，不僅是為着活基督，更

是把基督寫到人裏面。為着召會而活基督的生活，

乃是神指定給新造的定命。『我賜給你們一條新誡

命，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正如我愛你們，為使你

們也彼此相愛』（約十三 34）。沒有甚麼能叫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這愛是勝過反對、逼迫、攔阻，

是赦免人的愛，是永遠的愛，使我們被神聖的愛充

滿，能就近人，牧養主的羊。（二會所 韓竹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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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所手語區有八位聖徒參加三月的全臺手

語相調特會。這次特會説到，藉着操練靈禱

告，享受基督是話又是靈，盼望藉着禱告進而接受

主話，並享受那靈作基督的實際。 

聚會中弟兄還説到，結果子為着建造基督的

身體那合乎聖經的聚會和事奉之路。全臺手語弟

感 

今 

二 

探訪恢復姊妹及家人的聚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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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兄姊妹一同進入

這條新路的實

行，每逢我們聚

在一起操練牧養

人，無論在家聚

會、排聚會、或

更大的聚會裏，

就必定有生命能叫人活。聖徒們要走合乎聖經之

路，就需要藉着登門訪人的路，改變我們的傳福音

之路。 

基督的身體是基督一切所是的豐滿、彰顯，也

就是基督一切豐富的豐滿。我們結果子是為使三

一神得彰顯，而這彰顯就是召會所有的聖徒，就是

基督的身體。     （二會所 侯德輝弟兄）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得前書三章七節：『照樣，作丈夫的，要按情

理與妻子同住，因為她是比你輭弱的器皿，

是女性；又要按她應得的分敬重她，因為她是與你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們的禱告不受攔

阻』。這句經節，是我們二○一一年準備結婚聚會

時挑選的；而在將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這句話也

時常作為我們經歷神的憑藉。 

在剛結婚的一年裏，因着我們的個性、觀念、

習慣、喜好等方面有許多不同，故時而有爭執，也

難免有『冷戰』發生。此際，我們慣於『表達自己』、

『説服對方』；但總是發現，這樣的反應方式其實

對於事情本身並沒有幫助，還使我們的心思受到

許多攪擾。每一次的『冷戰』，都在等待對方先低

頭、先釋出善意。卽使如此，一次次的磨合與相處，

我們得知彼此的感受、思考方式，於是開始操練一

同交通，互相認罪，彼此赦免；也一同在主面前禱

告，學習將一切交託給主，讓主在我們中間作仲

裁，作平安。 

過程中，我們漸漸明白聖經中所説，『又要讓

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仲裁，你們在一個身體

裏蒙召，也是為了這平安；且要感恩』（西三 15）。

因着是在基督的身體裏蒙召，故應彼此扶持、建

造，而非相互定罪、拆毀。惟有讓主居首位，作為

彼此建造的基石與房角石，且在愛裏彼此擔就，以

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我們之間纔能有

平安、一同往前！ 

至於教養孩子的事上，也深刻經歷主所量給

我們的功課。我們有兩個孩子，都是男生，且個性

相當不同，兩人的情緒反應也有很大的差異。因為

孩子往往不知如何描述自己的情緒，許多時候都

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現出來，因而我們常不明究

理的生氣，更以非常天然的方式來對待孩子，其實

孩子有自己感受事情的方式。 

有次孩子親口告訴我們，如何從我們的行為

反應中感受到難過和挫折，纔驚覺到要學習從孩

子的眼光、角度來看待。當孩子在學校遇到事情而

不知該如何表達時，就操練先將自己的情緒放在

一邊，耐心聽孩子説明，並引導他們理解何為『良

心的感覺』。之後帶他們一同呼求主名、向主禱告，

將某些過不去的情形告訴主，讓主在過程中親自

摸着他們。漸漸的，孩子願意主動向同學認錯，在

遇到難處時也會向主禱告。主在孩子身上的作為，

使我們發現需要在他們年幼時就陪同一起經歷

主、操練靈，神的生命也能因此在他們裏面增長、 

加多。 

隨着孩子年齡增長，而有參加幼幼排、兒童

排、主日聚會的需要，我們希望為孩子尋找屬靈同

伴，故與其他孩子年齡相近的父母有較多交通。無

論是面對同作父母的聖徒或福音朋友，總是一同

陪孩子聚會、帶他們外出相調、一同豫備各樣的課

程；時而來在一起交通孩子的屬靈狀況，時而為彼

此在生活上遇到的難處代禱。 

這些年來，主也藉兒童排的實行擴大我們服

事的度量，使我們與其他父母成為屬靈同伴。無論

夫妻在相處上遇到何種難處，總願意學習為着兒

童排或主日聚會的配搭，操練從自己的心思裏出

來轉向主，使主的生命運行在我們身上。也願孩子

看到榜樣，不讓我們天然的感覺影響正常的召會

生活。 

感謝主！在將近十年的婚姻相處中，祂親手

製作，帶我們一同經歷許多難處，一同學習肩負生

命的重量。無論生活的光景、難處如何，這位主總

是親自安慰、鼓勵，也時常使我們經歷祂的生命在

我們裏面加多、增長。祂是婚姻生活喜樂的祕訣，

並領畧相愛的實際不僅在於回轉向主，更在於羅

馬書所説：『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

哭』（十二 15）。因着主那帶着高品人性美德的生

命在我們裏面，就能彼此相顧相惜、感同身受，經

歷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實際！ 

（八會所 林峻煒弟兄、林洪書婷姊妹） 

彼 

手語聖徒在特會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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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舊事已過，全都更新 

是基督徒，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雖然沒有

打家劫舍，也沒有殺人放火，但還是承認我

是個罪人。親愛的朋友們，你們承認你們是罪人

麼？我們看看『罪』這個字，由四個非組成！甚麼

是四非？就是看不該看的，聽不該聽的，説不該説

的，想不該想的！ 

在信主前，有人説我長得又矮又胖又難看，結

果我聽進去了，就開始虐待自己的身體，減吃減喝

把身體弄壞。有一天，有位鄰居媽媽為我禱告，她

的禱告我也聽進去了。她説：若有人在基督裏，他

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我要我的一切都能彀重新開始，一切都成為新的，

所以相信了主耶穌。 

信主之後，我向主禱告説：『主耶穌阿！你是

誰？我不認識你，我希望能認識你，請你讓我認識

你。金子、銀子我都不要，我只要認識你』。於是

這四十年來，主耶穌讓我慢慢的、漸漸的認識祂！ 

在人生的過程裏，開過十七次刀，有的幾公分

長，而最長的三十公分。

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殘

破的布娃娃，全身滿是

傷痕，在身體上縫縫補

補！有些病甚至會威脅

生命，比如我的左耳，當

醫生把左耳掀起，切除裏面腐爛的部分，並説再晚

兩個月就沒得救了。當生產二女兒時，在手術臺上

血崩，我全身發冷發抖，抖得很厲害。我向主禱告

説，『主耶穌，我相信你！』那時感覺有一股暖流

從心中湧出，我就知道我得救了。感謝主，祂眞是

我的救命恩人。 

主醫治並拯救我，使我有新的開始，還讓我今

天還能為祂作見證。親愛的朋友們，希望你們接受

主耶穌作你們的救主，相信祂，祂必能拯救你們。

因為聖經上説，『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信的人…』（羅一 16下）。阿們！ 

（十九會所 孔劉常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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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至十二章） 

信息主題 

第十一章是『話中之水的

洗滌』；第十二章是『取用神話

語的禱告』。 

信息要點 

一、以弗所書五章説到在

主的話裏有水的洗滌，其中的

話、水和洗滌，是過正當召會生活三樣重要的東

西，目的是為着對付我們的斑點和皺紋。這是內在

的。若是一個人能變年輕，皺紋自然就消失。如何

變年輕呢？需要良好的新陳代謝，而新陳代謝多

半是從喫喝來的。基督徒每天需要喫屬靈的食物

並喝活水，就是聖經裏的話。 

二、以弗所書六章結束於取用神話語的禱告。

過召會生活最終的祕訣，説到神全副的軍裝，就是

我們與撒但爭戰的兵器。這包括用眞理束腰，穿上

義的胸甲，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

上，拿起信的盾牌；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

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我們要穿上神全副的軍裝，運用這些兵器，祕訣就 

是藉禱告取用神的話。 

實行要點 

  一、我們都要學習操練我們的靈，來禱讀主的

話。除了運用眼睛和心思讀聖經之外，還必須用我

們的靈；這樣，話就會把生命的活水傳輸給我們，

使我們得着生命的供應，產生新陳代謝的洗滌作

用，洗去我們屬靈生命中所有消極的事物。 

二、我們常為着自己有可憐、貧窮的禱告，今

天大多數基督徒的禱告多半是這樣。我們需要完

全照以弗所六章來禱告。禱告的時候要忘掉一切。

第一要緊的，就是藉着禱告取用神的話。我們必須

操練養成習慣，每天頭一件事，就是禱告取用神的

話。我們一取用神的話，神的話就使我們得着餧

養、澆灌，使我們裏面滿了主。 

（十會所 趙俊倫弟兄） 

我 

一、 請為養成生養習慣，並帶進移民開展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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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