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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二篇 從撒母耳記裏五個主要人物，看關於享受美地屬靈的原則、生命
的功課、以及聖別的警告 

以利之下的老舊亞倫祭司體系變得陳腐、衰

微（撒上二 12～30），神渴望有一個新的起

頭，以完成祂的經綸。在以利的日子，神的言語

稀少；在祭司職分裏，祭司該作的第一件事，就

是為神説話；祭司必須是與神親近，與神是一，

認識神的心，並且説出神永遠經綸之獨一、健康

教訓的人。以利教導撒母耳對主説，『耶和華阿，

請説，僕人敬聽』；我們要為主説話並與祂是一，

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首先必須寶貝並仔細聽祂

的説話，認識祂的心意和愛好。以利因着對兩個

邪惡的兒子疏於管教，輕忽了祭司職分；這導致

他的歷史以悲劇收場，終止了他對美地的享受，

並使祭司職分在神聖啓示上，就是在為神説話的

事上衰微；今天我們需要從以利身上學功課，要

對神在祂恢復裏所給我們的一切，有最高的重視。 

撒母耳在神所給他的身分和職任上都向神忠

信。作為利未人，他終身事奉神；作為拿細耳人，

他持守奉獻，沒有失敗；作為祭司申言者，他誠

實的為神説話，並引進申言者職分，在神聖的啓

示上頂替衰微的祭司職分；作為士師，他向神忠

信，對人公正，結束了士師職分，並帶進君王職

分以轉變時代，完成神在地上的經綸。撒母耳是

與神同工以完成祂經綸的人，他被確立為耶和華

的申言者，藉着聽祂的話而為祂説話（撒上三 9

～10）；我們需要不斷操練自己，有耳可聽『那靈

向眾召會所説的話』，也需要跟隨馬利亞的榜樣，

『在主腳前坐着聽祂的話』。撒母耳一生極完滿的

享受他美地的那一分；因此就新約的意義，他沒

有缺點。撒母耳的歷史惟一的缺點，是立他兩個

兒子作士師。但這有助於神帶進君王職分，好管

理祂百姓當中的光景，以完成祂的經綸。 

約拿單愛大衞，與大衞結盟，並豫測大衞會

作王，國將是他的國（撒上二三 16～18）。但由於

約拿單對父親天然的情感，沒有跟隨大衞，就遭

受與他父親一同死在戰場的悲慘結局。約拿單在

掃羅和大衞這兩個職事當中；他應當跟隨第二個

職事，但是因着他與前一個職事的關係太深，所

以沒有辦法脱離。主在每一個時代都有祂特別要

作的事，就是那個時代的職事。在舊約裏，挪亞

有那時代的職事，就是建造方舟，摩西有那時代

的職事，就是建造帳幕，大衞和所羅門也有那時

代的職事，就是建造聖殿。 

在新約裏，主耶穌升天時所產生許多有恩賜

的人，只有一個職事，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一

個人能看見、遇見那時代的職事，乃是神的憐憫；

但是能否有勇氣捨棄已往的職事並進入神現今的

職事，又是另外一件事。時代的職事將現有的眞

理供應給神的子民，每一個主的工人都該在神面

前求問，甚麼是現有的眞理（彼後一 12）。 

掃羅蒙神揀選並由撒母耳所膏，作以色列的

王。由於掃羅至少兩次不順從神的話，因此失去

了他的君王職分和國權。至終，以色列人在與非

利士人爭戰時，掃羅和他眾子都被殺；掃羅悲慘

結局的記載，對一切事奉的人是很強的警告：不

要在神國裏作另外的工作，也不要濫用甚麼，企

圖為自己建立『王國』；反之，我們都該作獨一無

二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 

大衞殺死歌利亞後，被稱讚高過掃羅，但他

沒有驕傲或有野心要得王位。大衞曾有兩次機會

殺害掃羅；他不肯這樣作，他敬畏神，知道掃羅

是神的受膏者，這維持了神國裏美好的等次。他

在一切試煉裏信靠神並與神同行，使他完全彀資

格享受美地到高的水平，甚至達到極點。在主的

恢復裏，我們無論作甚麼，都必須顧到神內裏的

同在，也有環境中外面的印證。此外，我們也要

從大衞學消極一面的功課，絕不走放縱肉體的路。

特別是年輕人，我們必須説，『主耶穌，我愛你，

我需要你』，作為那是靈的基督，能拯救、保守並

保護我們，脱離這世代的污染，持守我們所得着

的榮耀。                    （林冬生弟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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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二會所兒童開拓者蒙恩報導 

童是大的福音，這對召會生活的實行更是關

鍵。去年底，藉着陳洵弟兄及臺北市召會兒

童工作服事者前來桃園，有開拓者事奉交通，使我

們對兒童服事有更新的看見。主興起本會所一羣

中壯年的姊妹領受負擔，她們從禱告開始，並在每

個小區各別交通兒童家庭的情況，而彼此代禱。 

到了二月，陳洵弟兄再帶着臺北聖徒來見證

分享，其中有全時間的同工、退休的中壯年姊妹、

以及在職的姊妹等三環聖徒。交通中展示了表單，

且訂出目標，實行步驟有次有序，讓每個人都能盡

功用，個個皆事奉。依弟兄交通的藍圖包括：開拓

者陪伴年輕媽媽追求，並協助各家建立穩定的家

庭時光，配搭開拓兒童排，最終找尋幫助者穩固兒

童排，而漸漸撤出以開展下一個兒童排。 

本會所姊妹們開始在週週禱告聚會後，再禱

告交通填表，有目標、有進度的配搭並回報各區兒

童家中的情況。雖然仍在過程中，目前每週已有一

個幼幼排，就是由開拓者姊妹和年輕媽媽一同服

事。這位年輕媽媽在姊妹的牧養下，看重自己孩子

幼年的成長，而放下職業，專心陪伴，讓孩子得到

更多屬靈的成長。另外也有三組家聚會，我們與兒

童唱詩、讀主話、

講故事，後段與父

母讀『兒童是大的

福音』職事信息，

好讓父母看見異

象，以建立家庭時

光，培養家長和兒

童的親子關係，進

而帶進兒童活力

排，接觸更多的兒

童和家長，開拓更

多的福音對象。 

為讓更多聖

徒也盡生機的功

用，有分於基督身

體的建造，完成神

的經綸。希望弟兄

姊妹能為我們代

禱及鼓勵，願這負擔能拓展到全會所每位聖徒的

身上，有分於主今日的行動。 

（十二會所 賴軒忠弟兄） 

 

南區新春特會報導 

的恢復自一九二二年福州召會的成立，至今

歷時百年。適逢今年新春假期，南區各會所

特於二月六日上午，共同舉辦一次新春特會，眾人

在身體裏相調，藉着回顧歷史與展望未來，使主在

桃園更剛強的往前，毫無阻礙。 

這次新春

特會參加人數

將近一千一百

位，主帶領眾

聖徒，豐富的

重溫祂祝福的

軌跡。一開始

是各會所在各

分會場的擘餅

聚會，在防疫

規範下，以實

體與線上兩種方式同時進行。 

之後，以二會所為主會場，各會所連線至主會

場，一同進入特會的交通與相調。首先是信息負擔

的交通，主題是主的恢復，使聖徒們看見，召會是

照着並為着神的經綸產生並建造的。但因着召會

在地上經過漫長的時間，受人的觀念與文化變遷

的影響，就逐漸偏離了神的經綸，因此主在每個時

代都有祂恢復的工作。主的恢復有三方面，就是神

的啓示、神人的

生活與召會的

實行。主恢復中

當前急切的需

要，是要藉着達

到神聖啓示的

高峯、過神人生

活、以及按着神

牧養，帶進新的

復興；產生活力

排，努力得人，

來作基督身體上的肢體，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並

為着身體的建造實行相調。 

第二段是主恢復百年歷史的回顧，並藉此也

兒 

主 

配搭開拓兒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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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回顧主在桃園的行動。特別是眾人看見許多已往

的照片，並聆聽兩位弟兄娓娓述説從前召會生活

的點滴，以及因應桃園市政府的都市發展計畫，召

會如何在各生活圈的開展。點點都觸動眾人珍惜

與感恩的心，並興起眾人開展主國度的負擔，以致

聚會末了，眾人分享踴躍，紛紛回應前人如何篳路

藍縷開拓出今日的局面。使得後世的我們得享前

人勞苦的結果，願意更新奉獻，展望未來，持續忠

信的走在主恢復的路上，使一代比一代更往前達

到神經綸的終極完成。  （九會所 呂家旭弟兄） 

 

聖徒婚姻、家庭生活蒙恩見證 

們兩人是在就讀中原大學，住弟兄姊妹之家

時認識的。我從小在兒童班長大，姊妹則是

在大二時得救；雖然那時在召會生活中沒有甚麼

交集，但相同的是，我們都深深受召會生活的吸

引。珍賞召會中一個一個為青年人打開的家，期待

有一天成家，也能彀打開家牧養青年人。 

畢業之後，我們不約而同，先後參加全時間訓

練，拔高了心志，為往後起落的人生與召會生活奠

定一個基礎，基督成為一切問題的解答。 

在弟兄姊妹的服事下，我們開始交通，並在基

督裏成為婚配。從單身進入婚姻，一時之間還無法

調適兩人的生活步調。那時，除了工作的通勤時間

長之外，工時也很長。當我們依循過往的習慣、價

值觀，自以為是的過召會生活時，弟兄認為姊妹的

扶持是理所當然的，姊妹則認為家庭需要雙方同

等的付出，認為弟兄過於驕傲自大。我們被心中不

滿的情緒與己充滿，忽畧那靈的説話。 

主總是知道我們的需要，藉着環境來變化我

們。我們還在找出相處之道，姊妹卻先懷孕了。因

着孕期的身體不適，加上白天上班就幾乎耗盡了

所有力氣，回到家只能休息，曾懷疑是否太快有孩

子了。但現在回過頭看，孩子來到的時間是主量好

的；藉着懷孕讓我們停下自己的腳步，願意多交通

自己的感覺，彼此包容。卽使過程不好受，但確實

使得我們停止爭論。 

隔年，迎來了女兒的出生，姊妹作為新手媽

媽，一開始並不知道該怎麼克服照顧孩子的焦慮。

然而，每當她覺得疲憊下沉，聽到老練的姊妹們分

享她們帶孩子的經歷，就會受到激勵。身邊的弟兄

姊妹也總像雲彩圍繞着我們；在小排聚集裏，關心

彼此的生活並一起享受主，這也幫助我們在顧孩

子的事上，更多轉向主，讓主有機會製作變化我們

夫妻。 

而我從單身、丈夫到父親，隨着扮演的角色改

變，責任也隨之擴大，但是似乎仍無法掌握平衡的

祕訣。在工作、服事與家庭之間，時常將重心放在

工作上，而犧牲召會生活與家人的陪伴，忽畧了姊

妹的感覺。感謝主，在姊妹的題醒之下，主光照我，

讓我看見這世界的王─撒但，藉由工作霸佔我大

部分的時間，就像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奴役

的光景，以致於被工作耗盡體力。不管是家庭生活

或召會生活，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同心合意

的過召會生活。 

搬回桃園後，為着召會生活與小孩的照顧，開

始與姊妹一同交通禱告，尋求合式的工作。我辭去

臺北的工作之後，新的工作不僅離家較近，工時也

較合理。這樣使我能過召會生活，也能顧到家庭。

無獨有偶，原本在新北市公家機關工作的姊妹，也

順利的調回平鎮，離家十分鐘的距離。 

在工作的轉換上，

我們經歷主應時的帶

領，將我們從忙碌的工

作中釋放出來，同時開

始有分於社區小排、兒

童排，以及屬靈照顧家

庭的服事。之後不久，

姊妹懷了第二個孩子，

正巧遇到疫情升溫，心中雖然有些擔憂，卻使得我

們更多的來到主面前一同禱告。最終平安生下孩

子，經歷主是以馬內利的神。 

希伯來書十二章二節上：『望斷以及於耶穌，

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結婚五年以

來，從單身到一家四口，深刻體會到靠着我們自己

要維繫婚姻，實在太難了。磨合的過程感謝有主陪

伴我們，有祂在我們中間，是婚姻穩固的基礎。我

們家並非旁人眼中剛強的見證，在召會生活中起

起伏伏，不斷的經歷、調整，許多事情仍在過程中，

尋求主的引導。遇到環境時，藉着交通與禱告，總

是能讓我們看見基督，並揀選上好的分。今後的日

子裏，願主帶領全家繼續往前，讓基督更多成為婚

姻生活的實際。 

 （十會所 范維恩弟兄、范葉上瑛姊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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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回歸主自己 

前十五章十節：『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

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是徒然

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與我同在』。 

我是第二代基督徒，父親是職業軍人，隨政府

播遷來臺，因部隊移防輾轉到了板橋定居。從小就

懵懵懂懂的跟着父親及家人，在板橋市召會過召

會生活，並在父親的引導下受浸得救。印象中，召

會裏兒童班的生活，就是在聚會場地後面玩耍；由

於調皮，也沒有受過甚麼正規的兒童班教育，但屬

靈生命的種子，卻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生根立基。 

青少年時期，在弟兄們的陪伴下，踢踢踏踏的

度過叛逆階段。之後進入五專就讀，結交了幾位愛

玩的學長，就漸漸迷失在世界的洪流中。好長一段

時間沒過召會生活，如同浪子一般，流落在外喫豆

莢。退伍在職後，與那時未得救的妻子結為婚配，

因着職場工作的需要，染上了許多惡習並與客戶

交際應酬，根本不像個基督徒。家庭生活荒腔走

板，差點妻離子散。 

後來搬到桃園內壢，

在年長聖徒週週堅定持

續、風雨無阻的看望餧養

照顧下，深受感動，開始

恢復正常的召會生活，也

為尚未得救的妻子禱告。終於因着主的憐憫，妻子

得救了，現在兩個小孩也受浸歸入主名。 

在聖靈的水流中，從二○○四到二○○八年，

每年都會參加全臺的青職特會。有次在余潔麟弟

兄創作的詩歌『回歸主自己』及其負擔中，重新恢

復對主起初的愛。因着主愛的激勵，屬靈生命漸漸

穩定成長，並答應主的呼召將全家奉獻給主。『…

耶和華如此説，你幼年的恩愛，新婚的愛情，你怎

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耶

二 2）。目前是壯年班的現訓學員，感謝主！主的

恩典彀我用，使我接受更多的成全，而永不感力

窮，讚美主！      （二十二會所 孔恩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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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至四十四章） 

信息主題 

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是

『約翰十四至十七章裏的表號』。 

信息要點 

一、約翰十四章十七節：『就

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

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

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

面』。在神聖的三一裏面，父是源頭，子是彰顯，

靈是三一神的進入。父計畫，子完成，靈實施。我

們有了靈，我們就有了三一神的三者─父、子、靈。

整個三一神都居住在我們裏面。 

二、約翰十六章八至十一節：『祂來了，就要

為罪，為義，為審判，使世人知罪自責。為罪，是

因他們不信入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

就不再看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

判』。罪是藉着亞當進來的，義就是復活的基督（林

前一 30），而審判是為着撒但。要從罪裏得釋放，

惟一的路就是相信基督。倘若我們不為亞當裏的

罪悔改，並相信神的兒子基督，我們就要留在罪

中，並同受撒但所受的審判，直到永遠。 

實行要點 

  一、我們經歷三一神將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並親自與我們調和，我們就曉得，我們在祂裏面乃

是超越、奇妙的人。結了婚的姊妹這樣經歷三一

神，就是最好的妻子；結了婚的弟兄有這種享受，

就是最好的丈夫。 

二、那靈臨到我們，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

判，自己責備自己。我們悔改了，相信了主耶穌，

並且免去了撒但身上的審判。我們也成了神的兒

女，和基督的肢體。如今我們能被三一神充滿並浸

透，祂一直將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並親自與我們

調和。              （十四會所 李志偉弟兄） 

林 

一、 請為在鳥克蘭眾召會代禱，使聖徒們的靈、魂、體

得蒙保守，在物資與屬靈各面得着全備的供應。 

二、 請為青年班五週開展、壯年班一週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