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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篇 大衞、米非波設、以及神的恩慈 

下九章一至十三節記載大衞以恩慈待約拿單

的兒子米非波設，向我們揭示神向着墮落之

人的恩慈。而在撒上十八至二十章給我們看見約拿

單和大衞的故事，約拿單愛大衞，如同愛自己的性

命，他與大衞結盟並立約。大衞也曾向掃羅起誓，

不剪除他的後裔。大衞為着他所起的誓，也因着約

拿單的緣故，覺得有義務以恩慈待掃羅家存留的後

裔。他獲知還有約拿單的一個兒子，是兩腿殘廢的。

於是就打發人去，從羅底巴把米非波設接來。 

大衞告訴米非波設，他必因他父親約拿單的緣

故，以恩慈待他，並應許他，要將他祖父一切的地

都歸還他，並且米非波設可以常在王的席上喫飯。

大衞王保存米非波設的性命，歸還他一切的產業，

並邀請他同席喫飯。就屬靈一面説，我們就是米非

波設。我們的性命得以保存，我們一切的產業也歸

還給我們了。我們在擘餅聚會裏所喝的杯，乃是表

徵我們從前失去的分，如今都已得回，並成為我們

的享受，神再次照着祂的計劃作了我們的基業。 

米非波設無一點立場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

着了；關於我們與神也是一樣。按米非波設的出身

來説，他是掃羅的後裔，在大衞面前是沒有立場可

以得恩的。他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着他父

親約拿單。照樣，按我們的出身而言，我們是亞當

的後裔，也是沒有立場可以得恩的。然而我們領受

神的恩慈，並非因我們是甚麼人，乃是因着主耶穌。 

米非波設住在沒有草，沒有草場的地方『羅底

巴』，今天的世界就是『羅底巴』。我們要領悟，所

有的罪人都住在羅底巴，枯乾、無水、荒涼的地方。

世界上那些閃耀誘人的事物，其實都是騙局；我們

至終會發現那是個沒有草的地方。然而神的恩慈要

將我們帶到耶路撒冷，在王的席上與祂同席喫飯。

我們要離開羅底巴，回到基督這裏，與祂一同生活。 

米非波設從來沒有想到要去找大衞，乃是大

衞打發人去把米非波設接來。當大衞説『米非波

設』時，我們能感受到，心裏有一種憐恤的感覺，

聲音裏有令人喜悅的聲調。在這句話的深處，有一

個心表明神的心是如何。大衞的心滿有恩慈和憐

恤，這實在就是神的心。 

就屬靈一面説，我們都像掃羅王的孫子兩腿

殘廢的米非波設一樣。米非波設雖常與王同席喫

飯，但他的兩腿仍是瘸的。米非波設兩腿殘廢的光

景，豫表我們的無能；我們都想要作一個好人，但

我們對於行善無能為力。 

米非波設蒙大衞恩待之後，他只看大衞桌上

的豐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實在説來，我們

仍是瘸腿的，但我們乃是在得醫治的過程中。事實

上，得醫治的方式就是藉着喫，我們越喫就越蒙拯

救並得醫治。我們該從我們的內顧自己轉離，並且

望斷以及於主。當主的光照來臨時，願我們看主的

光，單單注視主自己。我們就會有平安，我們的心

就會得着滿足。 

大衞對米非波設的恩慈表徵神的恩慈，恩慈

是一種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憐憫和愛。我們原與

其他罪人沒有兩樣，今天乃是我們救主神的恩慈

和愛拯救了我們，使我們與人有別。以弗所二章説

到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拯救了我們。

在要來諸世代卽千年國時代和將來的永遠中，神

要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

超越的豐富』。 

林前十三章説到愛有十五項美德，其中一項

就是有恩慈。『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以弗所

四章教導我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

恕。然而，今天社會上似乎沒有恩慈，只有冷酷和

仇恨；也沒有慈憐、饒恕和恆忍。但願我們都追求

愛，愛是有恩慈的。我們要以恩慈相待，為着建造

基督的身體。盼望我們都被神的恩慈所感，我們乃

是因着神的恩慈而得救，叫我們活基督，有祂的心

腸，對眾人有恩慈。           （林啓天弟兄）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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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南區(西照顧區)事奉相調暨十會所集中主日聚會蒙恩報導 

着今年上半年的往前，在二月二十六日週六

上午，西照顧區的弟兄們有負擔召聚弟兄姊

妹，在二會所一同參加事奉相調聚會。 

在第一篇信息裏，弟兄指出我們今天光景和

撒母耳時代是相同的。因此我們要像哈拿一樣，迫

切的為得着青年人禱告，使他們有分於召會和召

會生活。我們必須有計劃和時間表，每週花二至三

小時在人身上勞苦；這負擔在我們身上是責無旁

貸的，使眾人能彀同心合意，求主賜給我們男孩子

以轉移這個時代。 

第二篇信息交通到，為着應付主當前的需要，

全召會都應領受負擔。不論人的情形如何，我們必

須憑愛來牧養，花時間和他們在一起，一人至少照

顧一位年輕人。作為召會中屬靈的乳母，應該樣樣

都管，樣樣都顧，帶着兩三個屬靈的嬰孩。再者，

年輕人必須奉獻自己作眾人的榜樣，作主今日的

得勝者，把主迎接回來。 

每堂信息結束後都有分組研討，針對在疫情

下如何經營召會生活、如何得着年輕人等課題，彼

此問，互相答。會中實際列出各會所的青職聖徒照

顧名單，並分組指派牧養看望。討論內容相當充實

豐富且有收穫。這場相調聚會雖在疫情影響中，到

會人數仍有一百零三位，求主藉着這樣的事奉相

調，使各會所都有路繼續往前。 

次日是十會

所的集中主日，

延續事奉相調的

重點負擔，我們

交通到本會所生

活圈規劃願景、

區排架構調整和

生活圈內的開展

負擔。回顧二○一六年成立十會所之後，先後於同

年新增青埔、文化兩區，並藉着開展與看望，於二

○一八年成立了二十會所。現在要繼續主在十會

所的行動，以聖徒生活範圍作為生活圈的方式來

過召會生活，如同行傳一章八節所説的，從耶路撒

冷擴展到地極。從調整現有的架構，期盼在各生活

圈內，建立福家排區的召會生活，為着產生、成全

願意承接託付的青年人。 

末了，更是宣告盼望今年能從本會所繁增出

一處新的會所。願主記念這樣的宣告，也加強這次

的説話，眾人能響應，擺上自己，同心合意為着今

年的行動與呼召。      （十會所 張翔皓弟兄） 

 

青少年關懷者、服事者與家長事奉相調聚會報導 

過三月十二日，在一會所舉辦全召會『青少年

關懷者、服事者與家長事奉相調聚會』，現場

二百四十七位、及線上一百四十八位，共三百九十

五位弟兄姊妹，一同進入身體的交通領受負擔。 

自二○一六年起，桃園市正式成為一個召會，

青少年專項開始以全召會的力量與資源服事。在

牧養與照顧上，延伸上下的銜接大專與兒童服事；

在學生與家長的成全上，以全召會資源提供幫助；

在福音推廣上，也以全召會的行動規劃，進行各會

所的推動。此外更藉着生命教育課程，積極走入國

中小校園，

雖然規模

不大，但仍

在信心裏

與主合作，

擴大接觸

的層面，撒

下生命的

種子。 

卽便如此，隨着大環境的影響與限制，越難將

學生帶進召會生活，尤其去年疫情下更受攔阻。與

此同時，卻發現與其進到校園，不如進到家中建立

福音家聚會，不僅得人更得全家。在四十多位因此

得救的人數中，旣看見祝福，基金會遂交通出『得

榮少年教育專案』，將資源提供給眾召會，使福音

有路出去。為此，在教育專案的協助下，需要有一

班聖徒起來，答應呼召作關懷青少年的『關懷者』。

目前共有二百三十七位聖徒願意成為關懷者。 

在聚會最後，弟兄們加強三項負擔： 

第一，『找』；如同婦人細細尋找銀幣，我們需

要將青少年（含小五六）的福音家庭尋找出來。可

從附近鄰舍、挨家叩門、教職合作、里長協助來尋

找名單。然而並非專找貧寒，而是遍尋平安之子。 

第二，『送』。八小時的課程便是送會到家，建

立福音家聚會，盼學生在課程中受浸得救。若中途

發現對福音不敞開，卽可停下課程另尋他人。 

為 

已 

相調聚會現場 

十會所集中主日聚會 



桃園市召會週訊 322 期                                                                       2022.03.27 

第三版 

蒙恩見證 

第三，『帶』。申請通過後，每月的家訪不僅為

着學生，更為着將整個家帶進召會生活裏。惟有家

長穩固，青少年纔能穩固。今年我們目標是新增五

十位得榮少年。若我們能靠主恩典與聖靈合作，帶

領少年人一家得救，同過召會生活，這在主面前有

何等的價值！          （一會所 鄭洋義弟兄）

得榮少年關懷者與學生蒙恩見證 

關懷者家訪見證 

為國中導師，一直參與生命教育的課程。二

○一九年協助班上的同學，申請得榮基金會

的獎助學金，也開始我的志工服務生活。 

班上有兩

個女孩，一位乖

巧文靜，另一位

活潑大方，她們

都來自單親家

庭，課業成績不

好，整天沉迷於

網路遊戲。剛開

始參加生命教育活動，皆被動懶散，我常因她們不

當的言行而生氣。為了讓她們參加週六的快樂學

習課程，時常打電話打到快放棄，後來乾脆到家門

口等候，她們纔知道『老師不是好呼嚨的』，此後

上課態度有所改善。 

去年五月全臺疫情爆發，學校及各項活動全

改為線上進行。得榮基金會詢問各地得榮少年家

庭，是否家裏有添購電腦的需要，便直接贈送每個

孩子全新的筆電。對於受疫情影響生計的家庭，亦

直接給予紓困金補助。孩子與家人詫異不已，直問

是不是還要收回？當他們得知電腦贈送不收回，

覺得感激與感動；這進而影響學生們的態度，學習

意願變得更為主動積極。 

基金會執行長葉弟兄親自來到中壢，看望每

位得榮少年並頒發紓困金；也挨家拜訪，進到孩子

的家，看看他們的景況。其中一個孩子的媽媽，每

天上大夜班，全年無休；另個孩子的媽媽受到家

暴，到處躲避，借住朋友家，母女同住一間小雅房。

這樣情形實在令人動容。然而主藉着各樣機會打

開她們的心，對家人更加體貼懂事，學習態度也更

好，願意參加學生小排，和媽媽與社區聖徒聚會。 

從起初的被動排斥，到現在的喜樂敞開，這兩

個可愛的女孩有莫大的轉變。當我問她們，升上高

中還要不要繼續當得榮少年？她們毫不猶豫的回

答，當然要！深覺這樣的勞苦不是徒然的，讚美主

一切的豫備。求主興起更多有負擔的聖徒，成為關

懷者，加入榮耀的事奉。（五會所 江張智評姊妹） 

得榮少年畢業感言─生活充滿樂趣 

最喜歡公共服務，可以幫助人也讓自己開心。

每到快樂學習課程就會想參加，因為在這裏

讓我溫暖又快樂。在學校和同學不怎麼聊天，但這

裏讓我感覺每個人都是朋友，有甚麼事都可以聊

聊。卽使很孤僻不愛説話，但上魔術課還是會和別

人討論，因為『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成為得榮少年之後，心情漸漸沉澱許多，不像

以前那麼不開心或是搞自閉。學會遇到問題先想

一想，不要衝動或倉促作決定。遇到和朋友吵架，

要先反省自己有沒有作錯事？再好好檢討或是想

辦法解決。關懷者阿姨們很關心我，尤其是志工阿

姨。在難過或有疑問時，會給我一些意見方法，或

和我一起想辦法解決。我眞的很感謝關懷者們，願

意花時間陪伴我們。感謝基金會在我困難時幫助

我，給我交朋友的機會，也體驗許多新鮮好玩的活

動，覺得生活充滿了樂趣。（十會所 羅暐智弟兄） 

得榮少年家長分享 

們家的三個小孩已邁入青少年時期。面對叛

逆期的他們，身為阿嬤的我很難規範他們的

言行。去年經由弟兄姊妹及關懷者的交通，認識得

榮基金會，盼能藉由相關課程，來引導他們有正確

的生活態度及學習方向。 

我們參加了生命教育課程，以及得榮基金會第

十期快樂學習營。內容包含生命教育、才藝學習課

程（黏土班、趣味魔術班、自由搏擊班）。生命教育

課程中，志工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內容很精彩，

是少年們學習的好榜樣。快樂學習營則是提供多元

學習的途徑，除了學習才藝、培養興趣，還能學到

一技之長。另外公共服務讓得榮少年體驗當志工，

服務社會，知道如何為社會付出自己的力量。 

去年有疫情影響，但課程並不中斷，改為線上

進行。每個專題演講，董事們熱誠分享生命故事，

期勉得榮少年要有認眞學習的態度，積極上進的

心志。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們結訓了。在此感

謝得榮基金會提供獎助學金，減輕我們沉重負擔，

並在疫情期間提供家庭紓困；感謝你們對得榮少

年家庭所有的幫助與關懷。（十會所 余明珠姊妹） 

身 我 

我 

關懷者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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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有主作我喜樂泉源 

成長於傳統民間信仰的家庭，家中是三代同

堂，有父母的照護，還有祖父母的疼愛。然

而有時長輩的情緒極不穩定，常失控暴走，使孩子

們活在驚惶之中。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使我成為一

個缺乏自信心、不快樂的人。 

國小階段的課業表現不錯，但在人際關係卻

遭受排擠孤立；不只在家不快樂，在學校也受壓。

我不怪罪那時的同學，他們會如此，必定是因我個

性上的問題。至終，我在鬱悶中完成了國小生活。 

國中時展開新生活，有個最要好的朋友是天主

教徒，她帶我參加教會活動，有機會進到教堂，感

受到肅穆寧靜，留下好的印象。高中課業繁忙，壓

力甚重，開始尋找人生的意義，覺得人生不該只是

走別人走過的路，作別人作過的事。之後接觸到一

貫道，雖身旁同學用異樣眼光看我，仍然積極參與。 

直到高二，有一位老師來教我們英文，她是愛

主的基督徒，總是抓住機會向我們講到主耶穌，我

很受吸引。她每天花時間

陪我們唱詩歌，使我享受

詩歌所説：『一生渴慕我能

飲於一個清涼的泉源，得

以解除裏面所感火燒一般

的渴乾。阿利路亞！我已得到我心久所渴慕者！

基督滿足我的願望，藉祂生命救了我』。於是高三

畢業前，我決定受浸歸入主，接受祂作我的生命。 

信主之後，基督是我的生命，召會是我的生

活；有主在裏面作喜樂的泉源，我變成一個喜樂的

人。當小學同學再遇見我，他們很好奇為何我有這

樣的轉變。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兒女，時常

受主題醒『不要惹兒女的氣，免得他們灰心喪志』。

在親子關係中，一面體認到自己的愛和耐心有限，

另一面也更倚靠主，藉着呼求主名和禱告，主成為

我的力量、亮光和拯救，在家庭生活中活出祂的甜

美，感謝讚美主！  （二十會所 徐蔡佳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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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至四十章） 

信息主題 

第三十九章至四十章的內

容是約翰十四至十七章裏的二

個表號：子的去與來及道路、實

際、生命。 

信息要點 

一、我們需要看見主的去與

來都是表號，指明一件深邃、神聖、奧祕的事。子

的去與來，和基督死與復活的過程有關。子的去是

祂包羅萬有之死的表號；主藉着包羅萬有的死，解

決了罪的難處、了結舊造、審判世界、廢除撒但和

他的作為、廢掉規條中誡命的律法、釋放神聖的生

命、豫備地方使信徒進到神裏面。子的來是祂在復

活裏成為那靈而來；主乃是藉着復活成了那是靈

的基督，成為那靈而來進入信徒裏面，將神聖的生

命分賜到信徒裏面，活在信徒裏面並與信徒同活，

好將信徒帶到父裏面。 

二、道路、實際、生命這三者可視為一個表號

的三個方面、步驟、階段，或可視為三個分開的表

號。在約翰十四章六節：『耶穌説，我就是道路、

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主説，祂就是道路，並指明『那裏』就是父。因此，

道路和那裏都是活的人位。道路就是子，子也就是

實際和生命；那裏（地方）則是父。父就是『那裏』，

子則是道路。 

實行要點 

一、主藉着死而去，除去了罪，審判了世界，

廢除了撒但，也了結了舊造，為罪人開了進到神裏

面的路。如今我們經歷到一個事實：神在我們裏

面，並且我們與神是一，然後神就成了我們的享

受。因着主耶穌是進入父裏面又新又活的路，我們

一呼求主，立刻就在神的面光中，進到父裏面來享

受祂，祂也享受我們。 

二、我們每次呼求主耶穌的時候，就經歷三一

神在我們裏面作生命。這就是神聖的生命，這生命

把實際帶給我們，而這實際也就是道路。我們上了

路，也就達到了目的地。我們的見證和經歷乃是：

我們在三一神裏面，三一神也在我們裏面。 

（二十二會所 陳貴強弟兄） 

我 

一、 請為苗栗西湖、通霄開展代禱。 

二、 請為桃園市召會大會所興建與財務奉獻代禱。 

三、 請為青年班五週開展、壯年班一週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