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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感恩節特會信息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一篇 在神聖行動裏並在我們經歷中，神聖的經綸連同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們需要看見聖經中心的事乃是神聖的經綸

連同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要分賜到在基督

裏的信徒裏面，為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終極

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三一神永遠、團體的彰顯。

神聖的經綸就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祂神聖的三

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使他們

得變化，以產生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也就是神

的家、神的國、基督的配偶，最終的集大成就是新

耶路撒冷。新約裏説到關於神的一切事，都與那為

着神聖經綸的神聖分賜有關；神聖經綸的完成乃

是藉着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整本聖經乃是按照

一個支配的異象寫的，就是三一神將祂自己作到

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生命

的供應，好以神聖的三一，就是以父作源頭、子作

肥甘、並那靈作河，浸透他們全人。 

基於神聖的經綸連同神聖三一之神聖分賜這

支配的異象，我們能看見馬太福音中在神聖行動

裏並在我們經歷中的神聖三一。在馬太一章，聖

靈、基督和神，為着產生那人耶穌，都在現場；耶

穌作為耶和華救主，以及神與我們同在，乃是三一

神的具體化身。其次，在馬太三章，子站在受浸的

水中，在開啓的諸天之下，那靈彷彿鴿子降在子身

上，並且父從諸天之上向子説話。接着，在馬太六

章主教導我們的禱告，乃是開始於三一神，按着

父、子、靈的次序（9～10）；也是終結於三一神，

但是按着子、靈、父的次序（13）；這樣的禱告，

乃是禱告願三一神在地上得勝，如同祂在天上得

勝一樣。然後，在馬太十二章，子以人的身位憑着

那靈趕鬼，帶進父神的國。最後，在馬太二十八章，

基督這末後的亞當，經過釘十字架的過程，進入復

活的境地，成了賜生命的靈；以後祂回到門徒中

間，在祂復活的氣氛和實際裏，吩咐他們去，將萬

民浸入神聖三一的名，就是祂的人位，也就是祂的

實際裏，使他們成為國度的子民。 

根據上述馬太福音的記載，我們必須認識，主

耶穌從那靈而生，裏頭早有神的靈，在素質上為着

祂的出生；然後神的靈降在祂身上，在經綸上為着

祂的職事，膏祂為新王，把祂介紹給祂的百姓。主

受浸，盡了神的義，並被擺到死與復活裏，就得着

三件事：諸天開了、神的靈降下、以及父説話；今

天為着完成神的經綸，我們也是一樣。因着神的靈

彷彿鴿子降在主耶穌身上，祂就能專注於神的旨

意，溫柔並單純的盡職；那靈的降下，是基督的受

膏；父的説話，乃基督是愛子的見證。同時，我們

也必須認識，主教導信徒以發表三項祈求來禱告，

這三項祈求含示神格的三一：『願你的名被尊為

聖』，主要的是與父有關；『願你的國來臨』，主要

的是與子有關；『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要的是

與靈有關。這要在今世逐漸得着成全，且要在要來

的國度時代完全得着成全；那時神的名要在全地

極其尊大，世上的國要成為基督的國，神的旨意也

要得着成就。 

此外，我們也要看見，神聖三一神聖配搭的行

動，是一個絕佳、美麗的榜樣，給我們跟從；這是

我們的元首為我們（祂身體的肢體）之配搭所立下

的好榜樣。今天在召會生活裏，由於缺少正確的配

搭，基督的身體還沒有充分的建造起來。我們可能

照着神的旨意作一件事，但我們所作的不該靠自

己，乃該靠一些其他的人；不僅如此，我們所作的

也不該為我們自己受益，乃該為神在地上的權益，

權利。基督這末後的亞當，經過釘十字架的過程，

進入復活的境地，成了賜生命的靈；以後祂回到門

徒中間，在祂復活的氣氛和實際裏，吩咐他們去，

將萬民浸入神聖三一的名，就是祂的人位，也就是

祂的實際裏，使他們成為國度的子民。基督是經過

過程之三一神的中心，為使門徒藉着將人浸入祂

裏面，而將人浸入經過過程的三一神裏。 

我們需要禱告，願實際的靈引導我們進入在

神聖行動裏並在我們經歷中，神聖經綸連同神聖

三一之神聖分賜的一切實際裏；我們需要成為活

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的人，以祂作我

們生活的本質和元素。         （蔡力強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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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九會所福音開展蒙恩報導 

十月二十七至三十日，本會所與壯年班學

員、四會所聖徒一同配搭開展四天，學員們

焚燒的靈，大家深受激勵。期間，弟兄姊妹在每個

開展時段都有十位左右參與，陪同各會所聖徒外

出開展，在一個身體裏，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壯年班學員中有一位聽損的姊妹，她出代價

接受壯年班訓練，很令人感動。整個叩訪行程，眾

人和壯年班學員配搭，看見他們站在紅綠燈路口

發福音單張，實在感受他們對福音的迫切。他們也

滿有尋找人的靈，藉着溫柔的關切接觸人，使陌生

人卸下心防，並製造對話機會，靈巧的帶人呼求主

名，留下聯絡資料。甚至為了得人，禁食再禁食，

終於在週六下午的叩訪，邀到一位朋友確定能彀

參加當晚的福音聚會。他們為着福音的傳揚殷勤

勞苦，給我們立下美好榜樣。 

眾人在作

中學，學中作，

實行上脱舊更

新，身體中受成

全，培養接觸人

的性能。若接觸

到年長的人，需

要用臺語傳講，有些會講臺語的弟兄姊妹就能盡

上這一分功用。另有得救不久的兩位新人，更一同

外出有分福音行動。 

藉着這次福音開展，與北區各會所聖徒同配

搭，突破了行政區域界限，在一個靈裏一同行動。

十月三十日晚上，本會所和四會所同時有福音聚

會。開展行動結束後，十一月十三日青職福音聚

會，也有喜樂的配搭。得救新人的家，更由兩個會

所配搭同心牧養，見證我們是一。 

此外，北科附工學生排，亦於十一月十八日有

福音聚會。該學生排有多位姊妹配搭飯食服事，學

生穩定聚會的人數雖不多，當與學生確定福音聚

會日期，他們都願意接受負擔，並積極邀請同學，

將名單列在羣組中迫切代禱。在多次的交通及操

練中，學生們漸漸被成全。福音聚會當天有三位福

音朋友參加，社區聖徒也一同扶持。過程中，學生

藉約翰福音四章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把聖經的

話活潑的呈現出來，將主來作生命活水的種子撒

到學生們裏面。願主得着他們，盼興起本會所高中

生，為主的恢復豫備合用的器皿。 

（十九會所 王建福弟兄、李錦宏弟兄、 

陳王清弟兄、黃藍清美姊妹、何佩錞姊妹） 

 

全召會大專畢業輔導園報導 

專生從學校畢業，表示人生來到了一個最大

的轉捩點，因為從畢業開始，他們就卽將進

入另一個站口。他們需要有確定的選擇，也需要有

合式的引導，方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大專服事者深

感這事重要，不願這班青年人畢業後，聽從了別人

的建議，考量許多卻走錯方向，因而感到後悔。所

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晚上的大專畢業輔導園，盼

望他們再有更新的奉獻，領受時代的異象！ 

聚會一開始，先帶領大家有奉獻的禱告，不論

在學或在職看見我們都是事奉主的人，因此要學

習為着事奉和訓

練，將自己更新奉

獻給主。之後就進

入李常受弟兄一九

八九年全時間訓練

『榮耀的異象與十

字架的道路』之信

息。聚會中帶領的

弟兄説到：『我所看見的（異象）這一個榮耀，就

是我人生的目的，也變作我的目標、我的使命、我

的負擔。並且不管環境如何，也不管別人如何待

我，我裏面有個東西，是我無法否認，也無法違背

的，就是這榮耀的異象』。藉此專特的交通給大三

以上的在學聖徒，操練在人生重要的轉換之際，該

有主確定的説話。 

在信息交通後，邀請參加過訓練的兩位聖徒

及一個家，來向大家見證，參加訓練帶給他們在求

學、職場工作的幫助。我們的主從來不誤事，這幾

自 

大 

路邊接觸人傳福音 

與聖徒合影 

聚會中追求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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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位願接受呼召的聖徒見證，不僅他們沒有耽誤兩

年的光陰，反而在眞理、生命、性格等方面受到許

多成全。『若沒有訓練，我們都可能成為平凡的基

督徒，只是年復一年的參加聚會。受訓練使我們的

基督徒生活大有改變』。 

我們的一生就是一個賽程，需要不斷往前奔

跑，為要贏得基督到最完滿的地步。求主親自得着

這班愛主的學生，使他們忘記背後，竭力向前奔跑

賽程；並且從主領受託付，把祂的心意、計畫、經

綸、所要完成的一切，恢復到全地上，以迎接主的

回來，得着要來國度的享受為賞賜！ 

（十會所 高啓瀚弟兄）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兄：我是在職場得救的。未信主前，覺得結

婚固然好，但一個人自由自在也不錯，對於

成家總是不積極。然而感謝主，因着過召會生活受

到許多聖徒的照顧，並且他們多是以家為單位。在

不斷餧養下，弟兄姊妹的家成了我心靈得安歇的

地方，因此纔對婚姻有了憧憬。於是開始接受老僕

人婚姻的服事，直到遇見了現在的姊妹。 

姊妹：我在大學時得救，得救後便過召會生

活，而一路接受許多愛主的家顧惜和牧養。故此也

心生羨慕，盼望自己能有一個家為着基督與召會，

流露神聖的愛和生命，叫人得着基督。研究所畢業

後，在一次機會中，開始和弟兄交通；由於交通時

主多次説話，便認定他是主所豫備的。不到一年，

我們結婚步入婚姻生活。 

過了婚後三個月的甜蜜期，漸漸因身分、環境

的轉換，加上價值觀不同，使我們時有爭執、摩擦。

我常吵不過弟兄，便帶着傷心難過的心到主面前

訴説，主總是溫柔的安慰我，或用詩歌，或是一段

聖經的話，使心情平復，能平靜的和弟兄説話。吵

架後主也常光照弟兄，他雖臉皮厚，但也拗不過主

在裏面的催促，願意低頭道歉，使我們能重修舊

好。感謝神，祂是我們中間神聖的第三者，是婚姻

生活的潤滑劑，是維持甜美關係的保障。 

之後孩子的出生，又使我們的關係陷入考驗。

照顧孩子的疲累，加上弟兄工作、服事繁忙而晚

歸，彼此無法包容體諒，使我對這位曾認為是主所

豫備的弟兄覺得困惑，向主抱怨，『這眞是你所豫

備的弟兄？』看看別人家的弟兄好像是『神隊友』，

家事、育兒都能一把罩，心裏便對主時有不平。直

到和一位姊妹交通，纔豁然開朗；姊妹告訴我，該

盼望和弟兄的配搭不是出於天然，乃是出於神聖

的生命。或許弟兄無法達到心中『好丈夫』的標準，

但卻能經歷神作我的『神隊友』，經歷神將我們的

關係與配搭作成能存到永世建造的材料。 

弟兄：姊妹説的對，我並不是個『好丈夫』。

所有的天然、乖僻、倔強、自我，因着婚姻生活攤

在對方眼前，有時甚至也厭惡自己─怎麼又説這

種負面的話、怎麼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氣。明知姊

妹整天照顧孩子身心俱疲，但加班晚歸的我卻只

想稍作休息，忘了對方也有急切的需要；知道該愛

卻愛不出來，知道要給卻給不了，捨己為人的活

出，離我是那樣遙遠。 

然而結婚三年來，姊妹卻從沒放棄，總是在背

後、在主面前不斷的禱告、包容、忍耐。有一次爭

執的厲害，天然的我情緒爆發，不明就裏向姊妹不

斷大聲咆哮，只見她傷心欲絕，滿腹委屈，有話卻

説不出口。隨後姊妹仍然上前來，泛着淚光哽咽着

説：『我們一起禱告好不好？』裏面雖有感覺要停

下自己一起禱告，卻硬着頸項：『我現在只想單獨

一個人』，迴避了那靈的感動。 

但正如詩人所説：『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靈？

我往那裏逃躲避你的面？』隔天，當深深的呼求

主，不自覺想起還欠姊妹一個道歉；只要深深禱告

主，就不禁想起自己所説過那些傷害的話。我深感

懊悔又自責，良心的虧欠揮之不去，只能降服在主

面前：『主阿！我實實在在是一個罪人，一次又一

次失敗，天然的我已經沒救了，只配死與埋葬，因

為離了你，我甚麼都不是；除你以外，我再也沒有

其他出路，求你賜下你的憐恤，以你自己來頂替

我』。之後低聲向姊妹道歉、懇求原諒。 

有時覺得姊妹怎麼這麼傻，被無理的對待，旣

不反駁也不逃離，還哭着請求一起禱告。這些年來

我終於明白，只有這樣的傻姊妹，纔能成全我這最

天然的人，纔能一步步讓基督成形在我魂間。能娶

到這姊妹，乃是主對我極大的憐憫，這原是我所不

配得的，只能伏在主面前感謝。 

林前十三章四至五節：『愛是恆久忍耐，又有

恩慈；…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七節：『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願持續

操練以神的愛為我們的愛，忘記對方虧欠，活出基

督甜美的人性，使神的愛天天在家中增長，彰顯基

督與召會。（十四會所 葉春鍇弟兄、葉黃雅婕姊妹）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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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我今得着何等自由 

小在泰國北部長大，小時候參加過住家附近

的基督徒聚集，他們充滿喜樂的生活吸引了

我，自此對基督懷着盼望。 

多年之後，因結婚來到臺灣。往後的生活，家

裏一度面臨種種難關，使我陷入死蔭的幽谷，被壓

太重，力不能勝，所有的指望都絕了。一個偶然的

機會，昔日鄰居是位基督徒，她傾聽我的難處，將

福音傳給我。看她喜樂的模樣，倒是覺得希奇，心

想不妨試試看一同禱告。禱告中，裏面有一股説不

出的溫暖。後來他們與我分享人生的奧祕；聽着聽

着我有些震撼，這是從來沒聽過的，這位神眞的能

拯救我走出低谷？ 

因此就算丈夫不樂見我去聚會，我也悄悄帶

着兒子、女兒參加召會的聚集，眞是歡喜快樂。大

家喜樂的唱詩歌，深深吸引我們。在二○二○年，

兒子先受浸成為神的兒女；數個月後，女兒也受浸

歸入主名。我雖想受浸，但心裏總有不安；擔心沒

有向丈夫報備，懼怕受浸後家裏又有不可豫料的

變化等…，這樣的想法一

再阻撓我往前。我繼續陪

伴兒女一同聚會，每逢聚

集，總有聲音感動我：『來

受浸得救罷！』 

今年十月再次參加福音聚會，他們陪我呼求

『哦，主耶穌！』，並解除我的疑惑，裏面眞是有

説不出的喜樂與滿足。我纔知道，這賜生命的靈已

進到我靈裏。他們鼓勵我信而受浸；起初還有些猶

豫，但裏面的聲音再次推動我，要及時把握機會，

當下就決定受浸，進入神的國。我得救了！如同詩

歌 401 首所説：『我今得着何等自由，基督已經釋

放我！罪的權勢、死的毒鉤，從我身上全脱落！』

我生命有奇妙的大改變，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如今我與兒女們很樂意享受各樣聚

會，同過甜美喜樂的召會生活，榮耀歸給主。 

（五會所 張金蘭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二年第二冊─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第六至八章） 

信息主題 

第六～八章『重生、銅蛇和

新婦的表號（一）～（三）』。 

信息要點 

一、在約翰福音第三章，有

重生（一至八節）、銅蛇（九至十

六節）以及新婦（二十二至二十

六節）的表記。水是施浸約翰職事的中心觀念，就

是了結舊造的人。那靈是耶穌職事的中心觀念，就

是使人在新造裏萌芽。這兩個主要的觀念擺在一

起，就是重生這件事的整體觀念。 

二、照約翰三章十四節來看，民數記二十一章

裏掛在桿子上的銅蛇，乃是豫表基督成為人子，為

我們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我們這些蛇需要一個

代替，需要一個人有蛇的形狀卻沒有蛇的毒素。當

然，這個代替就是基督。約翰三章二十九節説，『娶

新婦的，就是新郎』。我們這些蛇性的人需要被取

代，並且重生得着另一個生命，按全章的上下文來

看，重生的結果乃是基督的新婦。 

 

實行要點 

  一、要有分於祂，我們就必須曉得，我們有蛇

的性情。我們也必須曉得，基督替我們成為罪，並

且成為一條銅蛇在十字架上死了，使我們蛇的性

情受到審判。承認這一點，這位親愛的、道成肉身

的一位，立刻就要成為我們的贖罪祭，並且進到我

們裏面。 

二、這不是一勞永逸的事。反之，這該是每天

的經歷。我們都需要悔改。我們每天都必須説，

『主，我是蛇性的，但是主，我感謝你，你成為銅

蛇被舉起來，代替我受了審判。主，我承認我是罪

惡的。主，如今我接受你作我的贖罪祭』。每當我

們這麼作，祂就再一次成了我們的享受。 

（十四會所 李志偉弟兄） 

從 

一、 請為各會所年終數算主恩及牧養聖徒代禱。 

二、 請為冬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的報名代禱。 

三、 請為桃園市召會大會所購地興建財務奉獻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