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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夏季訓練─列王紀結晶讀經 

第三篇 以利沙豫表基督在生命裏盡恩典的職事，                           

並且作為神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如同代理的神 

利沙豫表基督，在生命裏行恩典的神蹟（王

下四 9，路四 27）。在舊約的豫表和表號的應

驗裏，基督是眞以利沙；主耶穌作為眞以利沙，乃

是甜美、可愛的申言者，祝福的申言者。以利沙是

舊約裏的豫表，他代表神在恩典裏新約的經綸。以

利沙所行將耶利哥的水治好的神蹟，與主耶穌所

行變水為酒的神蹟，意義是一樣的，就是變死亡為

生命。以利沙稱無為有，與主耶穌食飽羣眾所作

的，在原則上是同樣的事。以利沙叫死人從死裏復

活，賜生命給死人，與主耶穌在肉身一面和屬靈一

面所作的相同。以利沙用麵去除野瓜的毒，與主耶

穌用祂自己作細麵，醫治祂的門徒脱離法利賽人

的酵，在原則上是一樣的。以利沙用一根木頭，使

掉在水裏的斧頭浮上來；這表徵基督在復活裏，藉

祂的十字架恢復墮落在死水裏之罪人所失去的能

力。以利沙為別人行神奇醫治的神蹟，但照着神的

旨意，他自己卻沒有藉神蹟得醫治；這是保羅和他

同工們的經歷。以利沙身體雖然死了，卻仍在靈裏

盡職，使一個死人活過來。 

  就如摩西、撒母耳和保羅，以利沙是神人（直

譯，屬神的人），行事如同神在地上的代表，如同

代理的神（王下四 9）。耶和華對摩西説，祂使摩

西在法老面前作神（出七 1上）。在摩西身上，神

得着一個代表祂並執行祂旨意的人；摩西絕不憑

自己對法老説話，他總是説神所吩咐他説的。事實

上法老不是聽神的大使摩西説話，與摩西辦交涉；

他乃是聽神説話，與神辦交涉。撒母耳代表神在地

上治理祂的百姓。撒母耳能作代理的神，因為他的

所是和神的心乃是一。他是一個合乎神心的人；這

就是説，他是神心的複製、翻版。撒母耳的生活和

工作乃是為着完成一切在神心中的事。撒母耳是

神的出口，也是神的行政；如此，他乃是代理的神。

保羅在他的職事裏，是屬神的人，就是代理的神，

安慰信徒，憑着神的單純行事為人，表達神的妒

忌，並且作基督的大使，完成和好的職事。在使徒

保羅漫長、不幸且受監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他在祂

的超越裏，使他能活出一種生活，遠超憂慮的境

域。這種生活是全然尊貴，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標

準，彰顯最高超的神聖屬性，與多年前主耶穌在地

上所過的生活相似。這是從前活在福音書裏那奇

妙、超絕、奧祕的神人，藉着祂許多肢體中的一個，

在使徒行傳裏繼續活着。新約的信徒能彀像保羅

一樣，盡功用作代理的神。 

  我們是神所揀選、救贖並重生的人，與神是

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與神一同行動，代

表神，就能盡功用作代理的神（弗一 4～5）。聖經

的基本原則是，神在祂的經綸裏，要使祂自己與人

成為一，並使人與祂成為一。神渴望神聖的生命與

屬人的生命聯結一起，成為一個生命，同過一個生

活。在神聖的生命裏，並憑着神聖生命之律的工

作，神要作到我們裏面，我們也要在祂的生命和性

情上被祂構成。我們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應當是神

自己，因而是一種一直活神的生活。神在祂經綸裏

的目的，乃是要我們與祂是一並活祂，作祂團體的

彰顯。我們需要在神的心頭願望裏，並在祂地上的

行動裏，與祂成為一。我們與神一同行動時，應當

代表神。我們若要用權柄代表神，就需要在生命裏

彰顯神。 

  我們若與神是一，被神構成，活神，彰顯神，

與神一同行動，並代表神，就能盡功用作代理的

神。神能使我們在生命、性情、彰顯和功用上與祂

一樣，以完成祂的經綸。申言者以利沙在他的職事

裏，作為神人（屬神的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今天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也

能如此在神的經綸裏盡功用作代理的神。 

（吳文宏弟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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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六會所召會生活蒙恩報導 

福音書裏，看見主帶門徒上山下海、到處生活

及傳揚福音，相信門徒看到的不只是祂行了

神蹟，也看見祂人性的美德以及祂是如何生活。藉

着生活，幫助門徒對主這位人子有更多的認識，並

成全門徒。 

  兩年多來，因着疫情，聖徒們大多在線上聚會

或見面，常覺得缺少親密且透徹的交通，需要肢體

生機相調與身體生活，於是趁假期邀聖徒出外休憩 

。去年寒假蘇澳爬山，暑假到羅東和太平山小旅行；

今年寒假去福隆、草嶺騎車。這次有十一個家，共

二十七位聖徒到集集，住姊妹開的花園飯店。白天

在小鎮悠閒的騎車或游泳，晚餐享用姊妹精心準備

美味可口的自助餐；飯後大家聚在空中花園，分享

個人對主的經歷與蒙恩，欲罷不能。次日至雙龍七

彩吊橋、雙龍瀑布和觀光工場，不論爬山健行或是

坐着休息，聖徒們都彼此互相敞開而有親密的交通 

。感謝主，如此我們不僅得着生命的供應，更因肢

體調和而恢復屬靈的活力。 

  這次因為區裏有位青職姊妹要參訓，所以是個

歡送之旅。姊妹見證主如何帶她轉彎，重排前途；

雖然輭弱，但也聽見主清楚的呼召。從前我們陪伴

她長大，

扶持全家

過召會生

活，現在

她奉獻自

己有分於

加 畧 聖

軍。也藉

此告訴姊

妹，我們

和她的父母在這裏作後盾，為她和同伴們代求，願

他們被加強，被神完全傾注。 

  大人們需要調和，孩子們也需要調，年紀相倣

的孩子們在過程中不僅玩在一起，也彼此分享日常

生活點滴。尤其是走吊橋和騎車時，他們自然的形

成三三兩兩的小團體，彼此扶持，互相照顧，實在

叫人看見在神家中一幅甜美的圖畫。盼望他們能彀

在召會的生活裏繼續彼此鼓勵，同奔屬天賽程，就

像但以理和他的三個同伴一樣，在這敗壞墮落的世

代中作相反的見證。 

（六會所 楊道衛弟兄、黃姿盈姊妹、李劉伊庭姊妹） 

 

得榮少年獎助學金頒獎暨福音聚會報導

榮基金會於七月三十日在二會所舉辦『得榮

少年獎助學金頒獎暨福音聚會』。當天到會

人數共有三百二十位；分別有八十四位得榮少年、

九十五位得榮少年家長（含親友）、七十二位得榮

關懷者（含陪同聖徒）以及六十九位的服事聖徒。

得榮基金會幫助弱勢青少年家庭，幫助孩子看見

生命的價值、生命的意義以及生命的奧祕。 

  在會中弟兄分享親身成長經歷，鼓勵青少年

不要受外面環境的影響而被限制，反而越要積極

的受教育，努

力在學業上精

進，在社會上

成 為 有 用 的

人。弟兄也説

到：『當時是眞

的很苦的，沒

有 任 何 的 資

源。現在的青

少年有得榮基

金會的幫助，並且還認識了這位主耶穌，是可以扭

轉我們的人生的，實在是滿了盼望』。 

得榮基金會不僅在外面給予支援，對青少年

的內心也給予很大的幫助，使得榮少年有顯着的

變化。會中有兩位得榮少年見證，他們個性原是孤

僻、自我的，但藉着關懷者的接觸關心，漸漸的也

學習如何去接觸人、關心別人。這次的聚會不僅頒

發獎助學金，也有福音的傳揚。當天聚會有一百五

十位福音朋友，在後半段的福音聚會中，分享人生

的意義，以及如何

使小變大，苦變甜，

惟有讓神進到我們

裏面纔有可能。最

後共有兩位得榮少

年，三位親友受浸

得救。 

  感謝聖徒們多

方代禱與同心合意

配搭，願主繼續在

在 

得 

得榮少年獎助學金頒獎暨福音聚會 

聖徒出外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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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這些青少年與他們的家人身上動工，使每位都穩

固於召會生活裏。 

（六會所 周哲毅弟兄、八會所 陳冠煒弟兄） 

 

得榮少年獎助學金頒獎暨福音聚會蒙恩見證 

  我們每週六早上會到這個得榮少年的家上生

命課程，藉着週週接觸，孩子與媽媽越來越敞開。

在課程結束時，我們會彼此禱告。禱告中媽媽不斷

的流淚，而且她的禱告很眞實，後來纔知道在孩童

時代福音的種子就已撒在她裏面。 

    暑假期間，我們每週還多一天去陪孩子讀書

以及陪媽媽讀牧養材料。後來，我鼓勵媽媽可以受

浸，並邀約參加七月二十三日福音聚會。那天晚

上，她如期的來到，在唱詩歌時非常釋放與喜樂。

會後，我邀請她受浸，雖然猶豫了一下，感謝主，

最後還是得救了。隔週媽媽纔告訴我們，當提議她

受浸後，每次在作飯，都會有聲音跟她説『要受

浸』。聚會當天進會所參觀浸池時，心裏蹦蹦跳，

一直催促她。感謝神揀選這個家，當媽媽得救後，

也餧養她的孩子，讓孩子們都渴慕成為神的兒女。            

（八會所 周蔡敏姊妹） 

------------------------------------------------------------------- 

  詩篇七十一篇五節，『因為主耶和華阿，你是

我所盼望的，是我從年幼所倚靠的』。感謝主，使

我能有分得榮少年關懷者的行列，在七月三十日

看到這麼多得榮少年，甚至坐滿整個會場。弟兄説

今年增加五百個得榮少年的名額，明年要再增加

五百個，想起來就是榮耀，有這麼多福音的家可以

前去牧養，將他們一個一個帶進神的家中。願我們

都能成為忠信精明的好管家，將所照顧的每一個

孩子、每一個家都帶神面前，使他們從年幼時可以

過一個倚靠的生活，更能彼此成為活力伴，一生走

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一會所 李志中弟兄） 

------------------------------------------------------------------- 

十六會所的得榮少年關懷者們，大部分由週

間看望的活力伴和校園排的服事者組成。在上半

年，我們列出名單，包含社區兒童福音朋友、青年

班開展名單，以及國中校園排接觸的家長等，最後

共有七位得榮少年通過審查。 

  為着下半年得榮少年開展，我們在暑假期間，

列出已過看望及社區兒童排的福音名單，並藉由

看望及關心，尋找合適的對象；過程中也有新的關

懷者加入配搭。這是一條繁殖擴增、生生不息的

路，願與活力伴投身在其中，求主繼續開路，得着

孩子們的一生。  （十六會所 崔甘非比姊妹） 

------------------------------------------------------------------ 

  我所關懷的這位得榮少年，因為家裏經濟的

緣故，除了上學以外，晚上、假日都需要打工來添

補家用。在天然的想法裏，認為她那麼忙碌，應該

沒有心尋求神，想不到在七月底的家聚會，她和家

人非常敞開，從學習單中，可以感受她對信息的進

入和摸着。上週六的得榮少年聚會結束後，主讓我

感覺去與她交通，每週能有一次的牧養，她也馬上

提出有空的時間。於是我們約定每週一次線上讀

經，每週日一同參加夜間擘餅聚會。上週日第一次

上線聚會，她説很享受聚會的詩歌。求主記念她的

渴慕，開啓她的心眼，能更多認識神，為祂的經綸

得着她作主合用的器皿。（七會所 唐陳麗寧姊妹） 

------------------------------------------------------------------- 

  因着兒童排，接觸到家附近的賴同學。當得知

有『得榮少年』的專案，就覺得他非常需要，於是

與聖徒一同家訪、授課。過程中，看見主在他身上

的改變。課程結束後，他很穩固的在兒童排被餧

養。這次頒獎聚會，主所作的，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的，同來的兩位家長也受浸得救了！服事一人，竟

得到三個果子！他們非常單純，媽媽得救後就帶

兩個小孩去聚會。而阿姨也藉由禱告經歷主。求主

保守他們穩固在召會生活裏。得榮少年的服事是

值得擺上的，因這樣服事，能彀得着更多的家。             

                    （六會所 鄧彭秋雲姊妹） 

 -------------------------------------------------------------------          

  『在神與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敬，就

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保守自己不受世界

玷污』（雅一 27）。此經節題醒我在服事中要照着

神的愛心行事。因照顧的得榮少年家境清寒，在家

聚會時我們會帶着他為母親的身體和工作、自己

的學業和得救禱告。聚會當天，孩子們很高興能領

到獎助學金，因為可以買家裏需要的物資。周弟兄

幽默有趣的見證和得榮少年代表的分享，福音的

傳講及聖徒們的配搭，一同鼓勵得榮少年一家對

主有更多的尋求、禱告。『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

了，惟有神叫他生長』（林前三 6）。願主親自動工，

得着得榮少年一家。（二十二會所 韓蔡素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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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是愛的神尋回我 

於傳統而且作生意的家庭，所以對於祭拜這

事，從小時候開始，總是覺得馬虎不得。在

已往的人生中遇到了挫折、失敗、不順心不如意

時，也和ㄧ般人一樣，在無法解決時，求助自己所

認知的神。當我和一羣人擠在廟裏、耳邊聽到的都

是跟偶像要這個要那個；疑惑的是，好像也不管對

或錯，只要祭拜，人總是相信他所拜的神明和他站

在一起。不知別人的祈求如何，但我所求的卻從來

沒有實現過。 

  長大離開家，凡事都得靠自己；每當失落絕望

時，去拜拜卻沒能減少低落的情緒。年歲漸長，隨

着時間的流逝，家人疏遠了，關心的朋友變少了，

渾渾噩噩的一天過一天，心沒有踏實平安過。 

  因着女友是基督徒，於是跟着進教會；聽信

息、唱詩歌、作見證，對於第一次接觸的我來説，

是遙遠且陌生的。當婚姻遇到問題，我主動再度走

入教會；去聚會也許會少一點煩惱多一點平靜。當

向主抱怨，不知如何，

心裏就舒服ㄧ些，這也

成為我的日常生活；殊

不知原來祂一直盼望，

也等着要成為我的良

朋密友。 

  去年十月認識一

位基督徒，開始了召會生活，並且因着主愛的吸引

而受了浸；年齡已過了半百竟然會轉向基督，實在

是一個愛的神蹟，這位是愛的神找到了我。藉着祂

在裏面作生命的種子，改變了我的人生。 

  受浸後，每天晨興接觸祂享受新的恩典，主眞

的是以馬內利，在祂的同在裏能一無所缺。我漸漸

學會從祂的眼光來看這世界，也漸漸脱離自己窄

小的天地，更多享受基督的愛，天天走這條最有

福、最榮耀的道路。 （十九會所 陳嵐興弟兄）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三年第一冊─中心的異象與獨一的職事 
              （第四至五章） 
信息主題 

第四章是『在主的工作中

蒙保守在一道流裏』；第五章是

『在身體裏得供應，蒙保守在

獨一的職事裏』。 

信息要點 

一、在宇宙中只有一位神，這位

神也只有一個工作；所以，神在地上從來沒有兩個

工作的起頭。只有一個工作起頭，是從耶路撒冷開

始，到了安提阿。重點就是沒有兩條路，也沒有兩

個起頭。神的工作在歷代都只有一道流。 

  二、當我們看見中心的異象，我們需要與神同

享安息。神要我們聖工，只許可六日作工，第七日

不要作。第七日作工，就是自己出來了。我們要安

息在神面前。之後開始作工，就不是我們自己起頭。

另外，我們也要在身體裏與人配搭。 

三、保守我們不分的路，就是看見主的恢復這

條路，並認識我們自己是不可靠的。我們若和弟兄

們多有接觸，無形中就有保障。使徒們是我們的榜

樣，我們看看保羅、約翰、彼得的職事，眞是一個

職事。他們講的各有不同，卻絕不是傳講不同的教

訓，他們話語不同，發表不同，卻講論相同的事；

這就是獨一的職事。這職事所傳揚、供應的，就是

三而一的神成了耶穌基督，死而復活，成了賜生命

的靈，產生基督的身體，就是神的家，而後成為基

督的身體，最終成為新耶路撒冷。這就是他們的職

事。 

實行要點 

  一、當我們作神的工並作出成果時，我們需要

來到神面前享受神，享受亮光。我們要停下來，到

神面前去，和神交通交通，將我們的工作擺在神的

光中來看。 

  二、我們需要慢慢的、穩穩的，常在主面前停

下來，有交通，有身體的配搭。在事奉主的事上，

不敢隨意起頭，甚至作任何一點事情都不隨意；這

樣一定保障安全，不會出錯。  

 （四會所 丁牧群弟兄） 

生 

一、 請為 9/9－11於西湖渡假村的青職特會代禱。 

二、 請為全召會聖徒們看見，人人都在祭司的體系
裏，過祭司的生活，有祭司的事奉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