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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結晶讀經 

第四篇 神的子民需要尋求主的指引，有主的同在，以展示祂的得勝， 

好建造祂的身體並擴展祂的國度 

兩個探子來到耶利哥，是妓女，也是迦南人

的喇合，與他們接觸，願意接待、隱藏並釋

放他們，這乃是出於她信心的行動（書二 1 下～

7，15～16，22，雅二 25）；她相信以色列的神，

並宣告：『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耶

和華豫備妓女喇合給約書亞，為着取得那地；因着

她相信神，她『就不與那些不信從的人一同滅亡』；

她轉向以色列人和他們的神，並且信靠祂和祂的

百姓。喇合與她全家得救是靠着掛在她房子窗戶

上的一條朱紅線繩，就是豫表公開承認基督救贖

的血；她相信藉這記號，她和她全家都必得救。 

喇合雖是被定罪的迦南人，又是在耶利哥這

受神永遠咒詛之地的妓女，卻在歸向神和神的百

姓後，嫁給以色列領頭的猶大支派中一個首領的

兒子，也許是兩個探子之一的撒門，然後生了敬虔

的波阿斯，基督乃是從他而出；喇合就聯於成為肉

體的基督，為着完成神永遠的經綸。這給我們看

見，不論我們的背景如何，只要我們歸向神和神的

百姓，並在屬靈上不在物質上與神百姓中適當的

人結合，就會生出正確的果實，並享受基督長子的

名分。 

毀滅耶利哥之後，以色列在艾城戰敗；在耶利

哥，約書亞照着神的經綸打發探子，不是為着爭

戰，乃是要得着喇合；但在艾城，由於以色列人失

去了主的同在，約書亞就為着爭戰打發探子（七 1

～6，10～15）。探子向約書亞關於艾城的報告，指

明以色列人把神放在一邊；他們沒有求問神該如

何攻打艾城；他們忘記神，只顧到自己；那時，他

們沒有與神是一，反而憑自己行動，沒有尋求主的

指引，也沒有主的同在；以色列人因着他們的罪與

神分開了。 

以色列人在艾城失敗的關鍵，乃是他們失去神

的同在，不再與神是一；這次失敗以後，約書亞學

了功課，知道要留在約櫃前與主同在；至終，主進

來對他説話，告訴他要作甚麼。我們從這記載該學

習的屬靈功課乃是：我們這些神的子民該一直與我

們的神是一；祂不僅在我們中間，也在我們裏面，

使我們成為有神的人─神人。這是基督徒行事為人

的路，神兒女爭戰的路，也是建造基督身體的路。

我們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見、以及

對事物內裏的認識；主的同在對我們乃是一切。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並戰勝耶利哥之後，第

一個犯罪的是亞干；亞干所犯嚴重的罪，其內在、

屬靈的意義和神聖的觀點，乃是他貪愛一件美好

的示拿衣服，為着好看，裝飾自己，使自己體面；

示拿地後來稱為巴比倫。這與欺騙了聖靈的亞拿

尼亞和撒非喇犯了相同原則的罪─這是巴比倫的

原則，就是裝假。但眞實的敬拜是在靈和眞實裏；

願神使我們作誠實的人。 

以色列人對付了他們的罪，就是亞干的罪之

後，就戰勝艾城，但之後又有以色列人如何受了基

遍人欺騙的記載（九 1～27）。基遍人就是希未人，

是以色列人必須滅絕淨盡的迦南地列國之一；因

着他們聽見以色列人擊敗耶利哥和艾城，就想要

與以色列人講和立約，使以色列人讓他們活着。九

章十四節是聖經中強而有力的一段，給我們看見

以色列人為甚麼受了基遍人的欺騙，那就是他們

『並沒有求耶和華指示』。以色列人受了欺騙，因

為他們好像一個忘記丈夫的妻子。 

全本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記載神如何

追求祂所揀選的人，至終與他們成為婚配。作為愛

主並渴望成為祂得勝新婦構成分子的信徒，我們

碰到一切的問題，都該和神商量，在祂面前並在與

祂的交通裏來考慮、審核並定規事情。我們是主的

妻子，該與祂同活，一直依賴祂，並時時與祂是一；

這是約書亞九章的內在意義。   （彭啓浤弟兄）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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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一會所中學生聖經共同追求蒙恩報導 

了維持暑假期間學生在家的屬靈空氣，全召

會從七月五日至九日，十二日至十六日，進

行為期兩週的中學生聖經共同追求；進度為夏季

訓練所進入的約書亞記、士師記以及路得記。時間

從每天早上八點半到十點。除了中學生，還有服事

者、家長及大專生一同在線上追求；其中本會所中

學生參加人數有七位。 

  為了使學生建立起讀經的習慣，弟兄們繼續

鼓勵大家有共同進度的個人讀經生活，並在八月

十四日的中學生家長成全聚會上有團體的展覽，

願主祝福。      （一會所 賴朝松弟兄） 

以下是目前本會所學生的蒙恩見證，首先是

位高中弟兄：在已過中學生的聖經共同追求中，特

別摸着士師記從六章開始，關於基甸的事例。神使

用基甸呼召人時，是如何挑選那些為祂所用的戰

士；在七章五節註 1 説到：這三百位用手捧着舔

水的人，在解渴上約束自己；他們和基甸一樣，甘

願犧牲，好為神所用。 

在共同讀經的那段時間，每天都要早起；但

因着暑假過得較放縱，常常很晚睡，隔天參加追求

時，就顯得十分疲累。所以在追求的前幾天，一直

很沒精神。甚至有幾天還睡過頭，因而錯過聚會；

暑假就這樣一天一天過了。直到讀了士師記基甸

的事例，纔看見在生活的習慣中若放縱自己，凡事

不儆醒，就會像士師記七章那些屈膝跪下喝水，沒

顧到神而不受節制的人一樣，不被神使用，卻是被

打發回家，沒能在和米甸人的爭戰中有分。因此我

的暑期生活，更應該受題醒，需要在小事上精明，

不懶惰，為着主在地上的行動豫備自己。不論是日

常的讀經、課業、行事為人，都要在靈裏。之後雖

然還是有輭弱的時候，但藉着這次追求，時時題醒

自己要成為精明的童女，器皿裏豫備好油，成為合

乎主使用的人，豫備行各樣的善事。 

（一會所 孫繹筌弟兄） 

接着是位國一新生姊妹的見證：起初在羣組中

看到服事者邀約大家，參加兩週的聖經共同追求。

一開始很不願意參加，因為需要有早睡早起的生

活，並且每天還需要上課，也有很多作業，心裏有

許多掙扎。但是看到同伴們，一個接一個的報名，

至終我也一同報名參加了！現在回想起來，慶幸自

己有參加，如果沒跟着大家一起讀經，每天早上只

能虛度光陰、等着上課，也失去與弟兄姊妹一起操

練、追求的機會。我非常享受與同伴讀經的時間，

都能使我的靈被挑旺；雖然我有好幾次沒有準時，

但後來藉着彼此的代禱，讓我越來越能準時上線。 

而這兩週最摸着的是士師記二章一節：『耶和

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金，對以色列人説，我使你

們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

之地…』。註解説到耶和華的使者是表徵祂自己，

主的使者是在舊約裏作為行動的耶和華，照顧以

色列人。這裏的以色列人就是我們，而我們都是神

的選民，主時時照顧祂的選民。寶貝主的話實在是

豐富且甘美的，希望有更多人被主呼召，建立讀經

的習慣，以得着主的話，過喫喝享受主的生活。 

（一會所 林祐鈺姊妹） 

 

全召會中學生線上福音聚會報導 

着近來全國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召會生活經

歷了許多限制與調整。中學生服事者們抓住

機會，看見這正是傳揚福音的絕佳時機，於五月二

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五日，每週五下午五點至五點

三十分，在 Google Meet 進行四週的線上福音聚

會。有二十六位福音朋友，合計一百零四位學生、

服事者參加。 

因為無法有實體的聚會，大部分青少年花在

網路上的時間更多了。為幫助青年人從網路上贖

回光陰，並積極在福音上盡功用，弟兄們鼓勵學生

要看見這是主賜給我們傳揚福音的黃金機會。藉

着運用現代科技，使神的話廣傳、普及到更多青年

人中間。 

此次福音節期不同於已往，聚會中安排了兩

位主持人，中間穿插了四至五位服事者與學生線

上訪談的影片，主題是『你心中的那首歌』和『你，

療癒了麼？』。影片説出了，學生們在疫情下的心

情，看見我們的生活充滿各種的挑戰；然而藉着唱

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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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詩歌，作我們的幫助並得着安慰，使大家不受疫情

侵擾，仍能過着喜樂的生活。 

藉這樣遠

端視訊的分享，

與每位與會者

線上互動，眞是

縮短了人與人

之間的距離。甚

至有八位以上

的福音朋友，連

續四週參與線

上福音聚會。我們唱了許多首詩歌，包含『每當我

喊主耶穌』、『單純的信託』、『轉向祂的眷顧』。在

看完影片之後，學生們會在聊天室分享他們的感

受，並對喜愛的影片給予卽時回應。也藉由這四週

的福音，主加強了許多青少年福音的負擔，並豫備

許多持續參加福音聚會的平安之子。 

提後四章二節：『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都要豫備好…』。盼望聖徒們能積極扶持召會的下

一代，抓住目前主所豫備的絕佳機會，讓國度的福

音傳遍居人之地。 

（一會所 李宜修姊妹、二會所 王心路姊妹）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兄：我和姊妹都是在北部就讀大學時得救。

在我服完兵役、讀完研究所後，與姊妹結婚，

當時住在臺北市召會一會所附近。一九八六年，因

着第一期全時間聖徒叩訪，而被帶進主的恢復。也

藉着聖徒們家聚會的餧養，讓我們看見主不是要得

着一個好基督徒，而是要得着一個身體，為要建造

衪的召會。 

後來由於工作搬到桃園，開始在這裏過召會生

活。那年的光景是主日聚會都會參加，卻不常參加

禱告聚會，並且過年就回南投陪伴父母親。當時是

固定參加主日聚會，只是有時回南投看父母，就去

當地召會聚會。之後有聖徒幫助，讓我看見聚會的

地點若不固定，聚會就像去作客，不用豫備申言，

和聖徒之間沒有配搭，不能建造召會。因此我改變

了，不再於主日時去南投，寧可週間請假回去。 

我不喜歡去禱告聚會，反而比較喜歡去加班，

偶爾纔參加禱告聚會。藉着弟兄的交通，讓我認識

服事主的人需要參加禱告聚會，纔能明白主要作甚

麼、主正在作甚麼，而能與祂同工。之後便穩定參

加禱告聚會。 

負責弟兄又帶領過年期間要分別出來，我不懂

為甚麼過年時要留在桃園？弟兄交通到腓立比書

中『為你們』的觀念，我聽進去了。因着『為你們』

這三個字，那一年為了參加二個小時的禱告聚會，

就來回塞車；開車十個小時也是喜樂。 

多年來，主藉着聖徒顧惜、牧養與代求。也因

着『為你們』，能見證我們有很長的時間，操練每

週將家打開，邀請聖徒到家中用餐。為了家能打開，

姊妹不會覺得累；我自告奮勇當主廚，學習作菜；

更為着週週持續，料理的菜要儘可能簡單，因為簡

單纔能長久。原則上就是煮一大鍋，我學會煮一鍋

麻油雞；煮麻油雞很簡單，把麻油和雞通通丟到鍋

子裏，再把水加進去煮就完成了。我還會煮皮蛋瘦

肉粥和海鮮粥、火鍋、醬油拌麵，亦難不倒我。感

謝主！主是用五餅二魚餧飽五千人，我們用一鍋可

餧飽二、三十人。 

姊妹：當弟兄和我進到青職服事配搭，因着弟

兄有託付，我對神也有一些心願，看到區裏青職弟

兄姊妹的需要，就週週把家打開請他們到家中用

餐。起初弟兄告訴我煮些甚麼，他主體負責，我只

要配搭就好。雖有些放心不下，還是操練順服説阿

們，和弟兄一同配搭作菜。感謝主，能把家打開請

青職聖徒們來用餐，能一同有分於交通及牧養，叫

我非常喜樂。 

那時有一段時間心裏很掙扎，因我是三個孩子

的媽媽，當年讀國三的老二正準備參加高中學測。

而我不僅在大學任教，且在職進修又是博士班的學

生，正是寫論文的階段，日子非常忙碌；加上極大

的壓力，眞是覺得搆不上。有好多次想請弟兄去交

通看看，是否可以有幾個家輪流，不要都在我們

家？但弟兄一直沒答應。神題醒我，我已經奉獻給

祂，孩子也是屬祂的，祂會負責。 

主也讓我看到，彼得是

在非常輭弱失敗的情形裏，

主來餧養他，並對他説：『你

餧養我的小羊』。深覺主需

要有家為着青職弟兄姊妹

打開，只好一次又一次轉向主，接受祂的牧養，支

取祂彀用的恩典。感謝主，主還是得勝了。願主叫

我們在牧養的事上，不僅是過去、更是現在和未來

都能一直有甜美的配搭。 

（十七會所 陳信宏弟兄、陳沈宜璇姊妹） 

弟 

青少年心愛詩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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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安家在召會 

常感謝主賜給我一位信主的母親。母親説，

我生來是健康的，一歲左右扶着桌椅會站會

走。有天晚上發燒，白天燒退了，看醫生卻找不出

原因，還抽脊髓檢查。之後就不會站了，也不會踢

被子。結果父親告訴母親：『女兒得了美國總統羅

斯福的病─小兒麻痺』。記憶中，父親常抱我外出，

或在腳踏車前架個藤椅載我。 

母親雖沒受過多少教育，但她滿有智慧、勤

勞、細心、有擔當。記得我六歲時，父親過世，哥

哥八歲、妹妹四歲、大弟二歲、小弟出生七十五天，

環境非常為難。馬太福音六章有説，天空的飛鳥不

種也不收，天父尚且養活牠們，你們比牠們貴重；

母親從主的話得着加力。因此當父親同事來看我

們，滿臉淚水，母親卻安慰他們説：『你們不要難

過，我的孩子會長大的』。 

每天早上起來，桌上已擺好早餐，我們也知道

母親在隔壁家晨興，大家喫飽各自去上學，從沒遲

到。主日一早便跟母親去聚會，各家帶菜；有好幾

個圓桌，擺着稀飯、豆漿、饅頭、燒餅油條。母親

常會炒一大盤榨菜肉絲、豆干；

我則當助手幫忙切菜。飯後整潔，

會所的抹布大多是母親用破汗

衫、床單作出的。當天晚上還有

擘餅聚會，大家相調得很好。我

們雖小，但那家的伯父、伯母、

以及他們的孩子，都可以叫出名

來。每個家孩子都很多，在聚會裏得着滿滿的愛。 

我是在小六時受浸，長大了不太聚會，流浪在

外，嫁給沒信主的人，日子眞難過。問母親該怎麼

辦，她説：『找召會！』但我去聚會，卻跟人處不好

而不去了。母親説：『妳是去找神的，妳不去是妳

的損失；但若是去看人，妳一天都待不下去』。於

是開始過召會生活，兩年後丈夫得救了，主也給他

一個穩定的工作；孩子在兒童班也有同伴。過程中

若遇到環境，就想到母親信靠神、信靠弟兄姊妹。

關關難過關關過，這裏眞好！我已在召會三十二年

了，求主保守我們今後永穩固。 

（一會所 王耿重琦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二年第一冊─包羅萬有內住的靈（第一至二章） 

信息主題 

第一章『包羅萬有的靈內住

於信徒，作他們生命的供應』。第

二章『包羅萬有的靈以生命供應

信徒，將他們模成神長子的形

像』。 

信息要點 

一、羅馬八章啓示那靈是包羅萬有的。九節和

十一節題到神的靈、基督的靈、那叫耶穌從死人中

復活者的靈。這不是三位分開的靈，而是一位靈的

三方面。這章也啓示三一神分賜到三部分人裏。十

節説，『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靈…是生命』。六

節下説，『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十一節説，

『…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着祂住在

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二、包羅萬有的靈作我們靈、心思、和身體的

生命，其目的在二十九節啓示出來，那裏説，『因

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

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這是羅馬八

章的中心，因為它論及神的目標和我們的定命─

模成基督的形像。神正在完成這目標，我們要達到

這定命。 

實行要點 

  一、我們所需要的並非教導，而是那靈的注

入。當我們接觸主，甚至只是呼求祂的名，都會得

着生命注入到我們裏面。結果，我們不需要下定決

心作好人；反之，藉着注入我們裏面的生命，正確

的生活會自動產生。 

二、我們需要照着靈而行（羅八 4），並且忘

掉自己的天性、文化、習慣、倫理和宗教。這意思

不是説，我們會不合倫理，因為調和的靈高過倫

理。我們的生活行動只要照着這靈，而這靈乃是生

命。這樣，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就會有神聖生命的彰

顯。                （十四會所 李志偉弟兄） 

非 

一、 請為養成線上生養習慣，並帶進移民開展代禱。 

二、 請為印尼、印度、泰國等疫情嚴重的國家、百姓、

召會蒙保守禱告。 

三、 請繼續為馬祖、通宵、西湖的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