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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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神興起底波拉作以色列的士師並作以色列的母，她實行女人對男人

的服從，以守住神的定命，並將全以色列帶進正確的等次，服在神的作王和

作頭之下 

師記記載，以色列人因着厭棄神作他們的

王，而得罪了神。今日我們該不斷接受、

經歷並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王、我們的主、我們的

頭、和我們的丈夫，使祂成為我們的祝福，也使

我們對眾聖徒和眾召會成為祝福的管道。我們若

厭棄神作我們的王、我們的主、我們的頭、和我

們的丈夫，這在神眼中是極大的惡事。 

神興起底波拉作以色列的士師，她實行女人

對男人的服從，以守住神的定命，並將全以色列

帶進正確的等次，服在神的作王和作頭之下。以

笏死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四 1），所以耶和華把以色列人交付於迦南王耶

賓手中，他大大欺壓以色列人二十年之久。以色

列人在神命定的領頭功用上失敗了；這迫使神作

不尋常、不平常的事，興起一個女人底波拉作以

色列的士師；這樣一個女人的興起，改變了整個

以色列的光景。在聖經裏，正確的女人指明服從

神，守住神定命的人；這是以色列在作他們的

王、他們的主、他們的頭、和他們的丈夫之神面

前該採取的正確地位。以色列違反神的定命，離

開作神妻子的地位，離棄神，轉向眾多的偶像；

這將他們帶到悲慘的情況和光景裏。神藉着興起

底波拉改變這個局面。 

我們讀士師記五章裏底波拉所作的歌，看見

她滿了能力、才幹、眼光和遠見；但這樣卓越、

有才幹的人非常服從；神使她作首領，但她守住

正確的等次，以巴拉為她的遮蓋。底波拉領悟需

要一個男人作她的遮蓋，正如保羅在林前十一章

三節説到：『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

神是基督的頭』。當這卓越不凡的婦人領頭實行女

人對男人的服從，全國進入絕佳、正確的等次；

眾首領統率，眾百姓跟隨，軍隊就形成了，每個

人回到他們在耶和華面前正確的地位上。召會中

的姊妹們第一且最大的功用，乃是服從；如果能

學習這個功課，召會就必剛強、豐富且得更新。 

底波拉不僅興起作以色列的士師，也作以色

列的母（士五 7）。當召會生活在實行上達到頂峯

時，每個召會都該有一些眞實的、屬靈的母親。

在羅馬十六章十三節保羅説，『問在主裏蒙揀選

的魯孚和他母親，也就是我的母親安』。使徒保

羅需要一位母親，沒有一位姊妹作母親來照顧那

些背負事奉主擔子的人，他們就很可悲了；我們

都需要屬靈的母親來照顧，她們的照顧乃是我們

眞實的滋養和我們眞實的保護。 

約翰福音是一卷講生命的書，但不是講天然

的生命，而是講轉換並變化過的生命；本來約翰

不是馬利亞的兒子，但憑着基督釋放生命的死，

憑着祂分賜生命的復活，並憑着祂與他們生命的

聯結，祂所愛的門徒就能與祂是一而成為祂母親

的兒子，祂母親也成為祂所愛之門徒的母親。我

們的第一種關係是在肉身裏面，但第二種是在靈

裏，就是在轉換過的生命裏面；因着有第二次出

生（約三 6），我們定規有第二種關係，與眞實的

姊妹和眞實的母親有第二種家庭關係。 

姊妹們若操練禱告和信心的靈，作眞實的母

親（林後四 13），她們就會曉得自己是多麼自

私，多麼在自己裏面。有好的屬靈兒女會暴露她

們到極點。再者姊妹們藉着照顧一些屬靈的兒女

而在生命裏長大成熟。如果姊妹們眞愛主，並且

在主的恢復裏對召會生活認眞，就必須看自己是

服事的護士，在召會這眞正的醫院中護理看顧。

所有的姊妹們都必須憑着禱告作服事的姊妹，並

憑着愛（這極超越的路）作慈愛的母親，好在屬

靈生活和召會生活上幫助有需要者和年幼者。 

約書亞記、士師記、和路得記這部分的舊約

歷史有兩個主要的點：為基督取得地，及為基督

豫備眞實的先祖。在這過程中，神興起底波拉作

士師以及以色列的母，她學習接受遮蓋、服從男

人，並作屬靈的母親，照顧神的選民，把眾人帶

到神面前這正確的地位上。         （郭祥舟弟兄） 

士 



桃園市召會週訊 293期                                                                                                                                                                2021.09.05 

第二版 

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四會所青職與青少年線上福音聚會蒙恩報導 

對疫情，生活還是要過，其中的缺乏空虛

誰能補給、填滿呢？我們都需要日常的生

活補給站。『生活補給站』是本會所青職聖徒，

為七月三日、十日線上福音聚會所訂下的主題。

因正值疫情高峯，人們每天關心確診及死亡人

數，並且在恐慌中過生活，擔心會不會封城？賣

場貨物彀不彀？無薪假的生活花費？小孩在家沒

人照顧怎麼辦？擔憂許多未知的將來。值此時

刻，每週的線上青職福音聚會，盼幫助人從黑暗

轉向光明，在無望中得着盼望。 

 福音聚會在歡唱詩歌後，青職聖徒分享職場

及生活中對主的經歷；之後弟兄們傳講福音眞

理，把神説到人裏面，使參加的青年人得着一線

曙光，就是悔改相信的生命之路。最後，請福音

朋友填寫的回應表單，反應出他們向主、向召會

的敞開，也成為我們為他們得救代禱的負擔。疫

情亦使青職們在環境中更多經歷主復活的大能，

學習不憑眼見，只憑信心。線上福音聚會不僅是

福音朋友得救的盼望，也成為眾人一同配搭、一

同建造的操練，能得堅固，放膽宣揚福音！ 

除了青職聖徒線上聚會的蒙恩；感謝主的憐

憫，也讓青少年聖徒在疫情不斷變化的期間，仍

可以在線上有正常的召會生活；而一些久未聚會

的青少年，因此一同有分於對基督的享受。 

在七月十八日，本

會所青少年在中學生特會

之後，緊接着有一場自己

服事的青少年福音聚會，

主題是『我想要的自

由』。在詩歌、信息、分

享的豫備，以及對同伴的

邀約上，每一位青少年都

為這場福音聚會迫切的禱

告。過程中彼此配搭、扶持，也主動與服事者有

交通；當天聚會，青少年帶着福音朋友一同唱詩

歌『我已得到眞正自由』，只有主能將我們從世

界的捆綁和轄制中釋放出來。這次的桃園青少年

福音聚會，共有三十一個單位一同在線上聚集，

福音的種子已經撒在他們裏面，時候到了就要收

成！             （四會所 張晨星弟兄、楊子慶弟兄） 

 

全召會大專暑期線上共同追求報導 

專暑期共同追求聚會，於八月二日至八月十

日在線上舉行。聚會人數共七十餘位，其中

包含桃園各校園大專聖徒，以及本地大專聖徒。聚

會內容以『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結晶讀經』

為主軸，包含綱目、經節連帶相關信息摘錄。 

每天上午分為兩個段落運用，第一段落進

入結晶讀經的負擔，以學生分組研讀、展覽的方

式，深入每篇信息的負擔，並挖掘研讀問題的豐

富。第一篇信息指出約書亞記、士師記和路得記

這三卷書的『內在意義』，以及晝夜『默想主話』

的意義與實行。第二

篇説到我們為了成就

神的定旨，並『據有

美地』，必須從事屬靈

的爭戰，以及過約但

河的意義。第三篇陳

明士師記中以色列人

離棄神，遭仇敵擊

敗，又在悲慘情形中

向神悔改的歷史，作

為我們的勸戒與題醒。第四篇交通到路得如何使

用她的權利，而有分於神選民產業的豐富出產。

第五篇説明波阿斯與路得如何豫表基督與召會。 

第二個段落為小組研讀聖經的時間，每天進

入十四章聖經經文內容，從使徒行傳開始，一路

到四卷心臟書，盼能抓住聖經眞理事實，並在主

的話上下功夫。 

在大專生集中主日聚會後，另外安排『生涯

規劃』和『時間管理』的專題交通。在生涯規劃

方面，盼望學生在成長的過程，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且在考量將來的人生規劃

中，尋求主的引導，以豫備好為主所用。在時間

管理方面，帶領學生建立時間表的習慣，並學習

安排事情的優先順序，好在學生時期就抓住祕

訣，作贖回光陰的人。 

最後一天是各校交通和展覽，除了研討新學

期在福音推廣上的負擔，也回顧已往需要克服的

部分。有的大專聖徒摸着『牧養同伴』的負擔，

因着彼此關心代禱的活力排操練，並藉着眞實的

同心合意帶下主的祝福。有的大專聖徒奉獻『週

面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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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週』福音出訪和福音聚會的生活，不僅有開學密

集的福音行動，也加強學期中福音的實行，持續

關心和牧養以穩固新人和福音朋友。 

願主繼續得着這班青年人，成為今日的約書

亞和迦勒，為基督據有神所應許的美地為業，在

各個校園裏，與奮力活動的神是一，將所看見並

所聽見的眞理，殷勤的實行出來。 

（十會所 黃品宜姊妹）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兄：大學時來到桃園，承蒙弟兄姊妹的牧

養和幫助。在一場大專特會中，第一次有

婚姻的奉獻。直到參加全時間訓練，纔開始對婚

姻產生羨慕；倒不是羨慕主如何量給我姊妹，而

是羨慕前面的弟兄為着服事主，絕對把婚姻交給

基督和召會。在一次訓練期間的呼召聚會，聽到

自己家人的奉獻，我感動流淚，因此也把自己將

來的家奉獻給主。若我們能像亞居拉和百基拉，

同受美好的託付，是何等有福！ 

姊妹：我是一歲時跟着父母來到桃園。自幼

看見父母和許多配搭的家，同心愛主、服事主，

讓我心生羨慕，希望也能有一位愛主的弟兄，一

起打開家事奉主。但由於情感上的輭弱，就成為

我和主僵持不下的關卡。直到二○一六年參加全

時間訓練，在奉獻參訓的禱告中，情感纔受到深

的煉淨及對付。主要我從一切人、事、物中出

來，揀選祂的道路。當我完全奉獻後，覺得特別

喜樂，向主禱告説：『主阿！我不要再走迂迴的

道路，願意把我的婚姻完全交給你，交給身體，

讓你照着你的意思來定奪和安排』。 

交通的開始及對彼此的印象 

弟兄：對姊妹比較有印象是在兒童品格園，

姊妹對兒童的親切柔細。再次是訓練休訓時，師

母與我交通婚姻的事，要我把姊妹放在心裏。直

到訓練尾聲了開始緊張，不知是否眞是這位姊

妹？正當尋求時，主給了我一幅以色列人進美地

的圖畫。其中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為自己

選擇『約但河東之地』。他們雖然沒錯，但那只

搆得上神屬靈的目標，卻達不到神榮耀的目標。

好像我也可以選擇其他姊妹，這並非錯誤，主也

允許，然而卻是以次好的取代上好的。我便很清

楚的把這事完全交給主，不願再憑自己揀選。 

姊妹：原本以為經過奉獻，婚姻會很順利，

沒想到卻經歷許多波折。然而主在大專特會的服

事中，用但以理書三章十八節：『卽或不然…』

這話加強我的心志。卽使主在婚姻上沒有豫備，

我依然要愛祂、事奉祂，因為這是祂對我的呼

召，也是我向祂的奉獻。由於弟兄來桃園念書，

在聚會中常聽到他豪邁禱告的聲音，心想他大概

會是個一生全時間服事的弟兄，這是對他的印

象。之後師母和我題起弟兄，因着先前的經歷，

使我不敢有自己的意思，『…因為要緊的不是人

怎樣看；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

十六 7），就此順服了師母的介紹。 

交往和認定 

姊妹：弟兄服事很忙碌，所以很珍惜相處的

時間。他會在禱告聚會後陪我走路回家，再自己

走回去；或在路途較遙遠的車程中，與我通話，

有時沒特別説甚麼，只是聽聽彼此的聲音。他不

是一位很會表達感情的人，但他會用行動表示，

這讓我很感動。 

弟兄：藉着馬可十章九節：『所以神所配耦

的，人不可分開』，以及使徒行傳十章彼得在房

頂禱告的一幅圖畫，主要我在新約的經綸裏完全

對準祂。因此便將我們的觀念、文化、歷史都埋

在墳墓裏，並且一同流淚禱告，把自己更新奉獻

給主。就這樣在交往一個月後，我們在電話中認

定了彼此。 

成為活力伴 

  弟兄：姊妹有個地方讓我很佩服，就是她很

容易與人輕鬆的聊天。因着姊妹在個性上的相輔

相成，不管遇到福音朋友、弟兄姊妹，只要她一

開口，就不怕冷場。特別在陪伴青少年與校園

排，姊妹成為不可或缺的配搭。 

  姊妹：我們一起服事學生，覺得很喜樂也很

輕省。他供應話語，我豫備食物；他開車接送學

生，我負責聯絡和關心。當他有甚麼需要，我可

以第一個補上他的不足；當自己信心輭弱時，他

會鼓勵我、用主話供應我，並ㄧ同禱告。 

我們的奉獻 

  我們把自己連同這個家，交給基督和祂的身

體，並交給主在這時代的職事；我們的家具、擺

設、連同家庭生活，願讓這位行動之神有完全的

自由。無論是開家、牧養，甚至身體行動中的遣

調，求主使我們都緊緊跟隨前面弟兄姊妹的榜

樣！        （一會所 鄭洋義弟兄、鄭葉聖馨姊妹）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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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浪子回頭 

過的歲月，每天過得戰戰兢兢，努力靠自己

而活。在無形的壓力下學會抽菸、喫檳榔、

打麻將，並且口出穢言，也有各種不良的生活習

慣。心裏常是痛苦無助，導致夫妻之間經常吵架；

甚至因我常口出苦毒惡言，差點家破人亡。 

去年七月，有天我到隔壁基督徒姊妹開的早

餐店買餐點，她正讀晨興聖言，我好奇的問：

『這是福音的書？』她很驚訝我也知道福音，便

跟我分享：『你只要簡單的喫基督、喝基督，享

受基督』，並介紹我聽基礎造就信息。一個多月

後，受邀參加美麗區的福音聚會；結束前弟兄覺

得我應該可以受浸，我還問怎麼那麼快？感謝讚

美主，我在眾人的見證下受浸，成為神的兒女。 

得救後每天禱告讀經，主日要參加聚會，不

能出去玩樂，心裏難免有些抱怨。但當看到聖徒

們無論是重大疾病的、年長的、家裏反對的，皆

竭力愛主，緊緊跟隨這分職事，實在感動且激勵

了我和姊妹，願意付上代價，一同學習。 

感謝主，能在主的恢復裏得救，可以正確的

喫喝享受主，更明白主的話

語和主的心意。不久卽心裏

有感覺，要向基督徒的大嫂

認罪道歉，因曾誤會她不拿

香不孝順。另有次機會去拜

訪叔叔，卻不像往常那樣消

極的埋怨，反而向他們傳福音，叔叔驚奇不已：

『你怎麼變了一個人，臉上還會發光？』之後又

為着過去不好的脾氣和態度向兒子們道歉，請求

原諒，希望他們能快快得救。很喜樂，我的大兒

子在今年三月得救了。 

現在天天享受弟兄姊妹所餧養主的話，從前

的自卑、不安、恐懼，不再轄制我；藉着時刻與

主聯結並與祂親密交談，覺得主實在愛我，我也

愛祂。如今不能一刻沒有祂，以前是輭、黑、

空、悶、苦，現在變成剛、亮、飽、活、安。我

和姊妹、孩子天天享受主，因為主的話是我們腳

前的燈，路上的光；求主保守我們一直走在生命

的光中，感謝主！        （十四會所 范緒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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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至八章） 

信息主題 

第七章説到『包羅萬有的

靈─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終極

完成─住在信徒裏面』；第八章

論到『羅馬八章中神經綸的異

象和實行』。 

信息要點 

一、羅馬八章給我們看見，今天那靈是包羅

萬有的。保羅在九節説，『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

裏面』；然後同節接着説，『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

靈…』。十一節説，『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

靈，若住在你們裏面…』。所以，那靈是神的

靈，基督的靈，和那使人復活者的靈。祂是三一

神的靈。今天這位歷經許多手續和過程的三一

神，已經作為那靈進入我們裏面。 

二、羅馬八章五節説，『因為照着肉體的

人，思念肉體的事；照着靈的人，思念那靈的

事』。四節指明，我們需要照着靈而『行』；五節

説，我們需要成為照着靈的『人』。『人』比

『行』含示得更多。我們可能偶爾照着靈而行， 

但照着靈為人指明一種日常生活。 

實行要點 

  一、作為在基督裏的眞信徒，我們應當只活

基督。這位基督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作為包羅

萬有賜生命的靈應用於我們。祂在我們裏面，盼

望我們照着祂而行，憑祂而活，並將祂活出。眞

正的基督徒生活不僅是無罪、完全、合乎倫理的

生活，而是一種『就是基督自己』的生活。 

二、倘若我們日常生活時不運用我們的靈，

只有來聚會時纔運用靈，這就不是一種日常的實

行或為人，而是一種表演。從我們起牀的那一刻

起，就需要束緊我們的靈，以保守自己。在接受

任何思想以前，我們應當藉着呼求主名、敬拜、

感謝、讚美並高舉主，而運用我們的靈。我們不

會鬆散、天然、或容易發怒，因為我們的靈會一

直儆醒。                            （一會所 趙俊倫弟兄） 

已 

一、 請為各大學、中學新學期福音行動代禱。 

二、 請為 9/8起週中聖徒成全聚會代禱。 

三、 請為 9/18~9/19青職特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