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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感恩節特會聚會信息                              

第二篇 藉着活在神聖的羅曼史裏，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雅歌則是這羅曼史

的摘要。聖經是一本羅曼蒂克的書，而我們

與主的關係應當越過越羅曼蒂克。我們與主耶穌

之間若沒有羅曼史，我們就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

羅曼蒂克的基督徒。全本聖經乃是神聖追求的話，

在聖經裏，我們看見神尋求我們的愛。我們若要遵

守神追求的話，就需要對祂有一種有回應且情深

的愛；雅歌中描繪這種有回應且情深的愛，那裏有

一幅良人與祂佳偶之間愛的圖畫。 

  雅歌的主題是：一個絕佳婚姻裏愛的歷史，啓

示出個別信徒與基督愛的交通中進展的經歷。雅

歌是一幅奇妙生動的圖畫，以詩的體裁，描繪新郎

基督和愛祂的新婦之間新婚的愛。在雅歌中我們

看見，經歷神聖分賜與活在神聖羅曼史裏的關係。

我們若眞愛主，就必在生命上長大並變化。在雅歌

中，尋求者因着深愛她的良人，就經歷神聖的分

賜，且在生命的長大裏不斷的改變。人無論愛甚

麼，他的全心，甚至全人，都擺在所愛的上面，被

其霸佔並得着。愛主耶穌就是欣賞祂，將我們全人

指向祂，向祂敞開，享受祂，讓祂居第一位，與祂

是一，活祂，並成爲祂。 

  我們知道在新耶路撒冷裏，救贖的神（由所羅

門所表徵）與所有蒙祂救贖的人（由書拉密女所表

徵）成爲一。新耶路撒冷是神性與人性的調和，在

人性的美德裏彰顯那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

神。基督與祂的妻子將聯結成爲新耶路撒冷，作神

的彰顯；那就是終極完成的書拉密女。新耶路撒冷

乃是眞正並終極完成的書拉密女。 

  至終，我們要被模成美妙的書拉密女，作所羅

門的複本，成爲那作基督對偶之新耶路撒冷最大

並終極的表號。正如所羅門王成了鄉村的男子，追

求一個鄉村的女子，爲要使她成爲自己的王后，作

自己的複本；神在基督裏也成了人，來追求人，爲

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彰顯、功用上，但不在神格

上成爲神，好作基督的新婦。聖經啓示，神成爲人

來追求我們，如今祂要我們追求祂，藉着我們與祂

有個人、情深、私下、屬靈的關係，而成爲神聖的，

作祂的彰顯。書拉密女是一個表號，説出我們成爲

那作神具體化身之基督的複製。因此，許多愛基督

的人至終要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

神的複本。這是神成爲人，爲要使人成爲神的應

驗；這是神聖啓示的高峯。團體的得勝者，就是書

拉密女，所羅門的複本，乃是新耶路撒冷的表號。 

  得撒和耶路撒冷表徵神的聖所、神的居所，有

神的聖城環繞作其保障。當基督的佳偶與神成爲

一，作神的居所時，她在神眼中就美麗如得撒，秀

美如耶路撒冷。基督的佳偶藉着在復活裏，在基督

的升天裏生活，就在基督生命的豐富裏成熟，使她

成爲神的建造，就是成爲神的聖所及其保障。基督

的佳偶活在至聖所裏，活在天上聖所的內室裏，就

是在幔內，於經歷基督的復活之後，藉着十字架經

歷基督的升天。我們藉着用上好的愛愛主，就合併

到三一神裏，成爲祂的居所。成爲神的聖所，乃是

在基督的生命及其追測不盡的豐富裏長大以至成

熟，而被建造。 

    基督的佳偶在基督生命的成熟裏，成了書拉

密女，表徵她成了基督的複製和複本，配得過祂，

好與祂成爲婚配。聖經一再告訴我們，神要使祂自

己與我們成爲一，並使我們與祂成爲一—在生命

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與祂一樣。我們要生機

的建造身體，就需要成熟。這是我們現在強調身體

的建造遠過於召會的建造的原因。依據提摩太前

書的內容，我們可以説：首先，我們需要長大，然

後我們纔能成全別人。這成全是照着林後十三章，

基督在我們裏面活着並長大，並且我們在父的愛、

子的恩、和那靈的交通裏享受三一神。這是建造身

體，不是建造召會作一種組織。這建造是獨一的，

爲這建造我們需要在生命裏成熟。這是基督生機

的身體，要終極完成新天新地裏生機的新耶路撒

冷。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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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一會所公園兒童排蒙恩報導

童是最大的福音，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節：

『耶穌卻説，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

止他們，因為諸天之國正是這等人的。』因為已過

區裏姊妹曾接觸過的福音朋友住在向陽公園附

近，所以姊妹對於這公園福音非常有負擔。當姊妹

交通時大家都非常有感覺，覺得眾人都要拚上去，

於是我們週六就前去察看。當時去的時候因為下

雨，公園

裏實在沒

甚麼人，

有 點 失

望。但弟

兄很有負

擔，鼓勵

我們不要

灰心，因

為兒童福音的路是長久的，只要作就一定會有人

來。當下週再去時滿滿的人潮與孩童，這景象實在

振奮人心，各個弟兄姊妹就互相配搭，有的負責講

故事，有的負責詩歌帶動唱，有的負責作氣球，還

有的到公園各角落發福音單張，邀請孩子跟家長

們過來參加。弟兄姊妹都盡功用，相互配搭並和諧

一致，就如羅馬書十二章四至五節：『正如我們一

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樣的功用，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

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讚美主，向陽公園兒童排後，留下許多孩子跟

家長的名單。因着這樣的公園福音，加深我們對孩

子們的負擔，並且更加寶貝每一位聖徒。盼望我們

能在這裏接觸更多的人，把福音的種子種在孩子

的心裏，把神帶給人並把人帶給神，使神與人都同

得滿足！        （一會所 車承浩弟兄）

 

全臺手語特會報導

臺手語特會，於十一月十二至十三日在二會

所舉辦，共有一百六十五位聖徒和福音朋友

共襄盛舉。為讓眾聖徒恢復起初的愛來愛主，並恢

復彼此相愛的光景，故以二○二二年秋季國際負

責弟兄信息『愛主並彼此相愛－為着生機的建造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作為此次特會交通內容。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十一節：『但你們要切慕

那更大的恩賜。我還要把極超越的路指示你們。』

我們若切慕那更大的恩賜，就需要在生命中長大，

『愛』就

是 在 我

們 初 期

的 恩 賜

中 發 展

出來的。

在 釋 放

信息時，

臺上的弟兄邀請二位在座的手語青年弟兄上臺。

這二位弟兄彼此相互不認識，一位住南部，一位住

在北部。弟兄問他們：『你們彼此能愛對方麼？』

這兩位都説：『不能。』弟兄又問：『你們知道，我

們都有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有神的愛在我們中

間湧流，在主裏，你能愛這位弟兄麼？』二位弟兄

一聽，自然的熱切相互擁抱。當我們在神聖的愛裏，

自然能彼此相愛。 

  除此之外，在住宿安排上，也突破以往的方式 

。不再只是相熟識的住在一起，而是將不同地區的

聖徒安排在一間，彼此有甜美的交通，使我們經歷

相調的眞正意義。在這次特會中，主不僅加給我們

許多新而年輕的面孔，也將聽障聖徒的第二代兒

女加在一起配搭，在身體裏盡功用。 

   

 最 後 用

臺 北 的 聖

徒 們 所 作

的 新 詩 作

為此次特

會的總結： 

 

 

全臺各地手語聖徒，揮別疫情陰霾轄制； 

同心齊赴桃園召會，參與全臺手語特會。 

許久未見親愛聖徒，喜樂相調靈滿膏油。 

速速恢復上好的愛，因愛是極超越的路，  

是主得着我們的路，也是建造召會的路。  

在不朽壞中來愛主，並要操練彼此相愛； 

兒 

全 

公園兒童排 

特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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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在基督生機的身體，愛裏把自己建起來。 

信心恩賜為主申言，傳福音牧人及教師， 

供應生命牧養羣羊，關懷看望餧養小羊， 

設立燈臺見證剛強，迎主回來靈滿頌讚。 

 

    

 

  （桃園二會所 韓竹玲、呂雅愛姊妹彙整） 

 

 

                              聖徒婚姻生活蒙恩見證 
兄：婚姻在世人眼中是天然的需要，但在神

的眼中卻是為着建造神的家。曾聽弟兄説要

把婚姻奉獻給主，我聽到便想，奉獻不是將財物擺

上？或東西擺上？或時間擺上麼？怎麼會説婚姻

要奉獻，怎麼奉獻？直到我經歷了在員林、臺中、

樹林等各地的召會生活，纔慢慢的了解婚姻的奉

獻。從婚前擇配不要太倚靠自己的眼光及揀選能

力，到婚後能與配偶一同事奉主、交託主、為神活

及跟隨職事，這些都需要奉獻。那時服事者要我列

出十項期許姊妹條件，及五項希望姊妹能給我的

幫助及加強。我便寫下性格外向、經歷相似、外貌

普通以上、脾氣好、屬靈屬人兼具備等等條件。也

希望將來的姊妹協助我作息規律、建立個人屬靈

追求習慣、固定傳福音的生活等等。雖然不曉得主

是否會讓未來的姊妹都符合條件，但肯定會為豫

備最適合的，這也是我對婚姻禱告的第一次操練。   

  姊妹：因着從小對婚姻的期待，希望能有一個

美滿的家庭，於是開始為自己的婚姻禱告。在十五

歲那年，因着參加一場特別聚會，弟兄們要我們上

臺奉獻愛主，從那時起，我就為自己能有一個滿足

主需要的家有禱告。盼望將來的弟兄愛主，但不要

對我有太高屬靈的標準；能彀主動帶我操練卻也

能包容我的輭弱；要有打開家的心願，如同已過服

事過我的弟兄姊妹一樣，是一位能給的人。 

  弟兄：在與姊妹的交通過程中，服事弟兄幫助

我們，需要看見生活中，彼此的生活習慣、缺點、

興趣及對主的心願合不合適，結婚前眼睛要睜大，

結婚後眼睛要閉上。我和芳玟姊妹在相處時也都

照着弟兄説的相互察看，而姊妹有一個愛主的心

志，是我在意的一個重點。在開始交往時，所安排

的行程，雙方都覺得融洽，外在也都有相同的喜

好。在追求信息時，姊妹的分享幫助我看見，信息

內裏的負擔，而我則帶姊妹有生活中實際的應用，

那時眞感覺我們兩個眞是相配！而當有出現對方

無法接受的地方，也會學習先禱告交通，再與服事

者交通。在合適的點上都很順利，在不合的事上，

會交通能不能彼此接納包容，在婚後能不能有背

十字架否認己的功課。 

  姊妹：初次對弟兄的印象是在一次青職聚會

裏，只覺得這個人説話很有磁性。之後就有弟兄找

我們交通關於婚姻的事，使我們學習把婚姻奉獻

給主，並交託給身體。之後就與弟兄相約時間一起

追求並有進一步的交通，過程中發現弟兄身上的

特點正與我所禱告的相符，於是當下就把弟兄帶

到禱告裏進一步尋求主。禱告中在深處有平安的

感覺，主在那裏有塗抹，似乎隱藏在心裏的缺口也

漸漸在癒合中。但因着無法確定弟兄是我的終生

伴侶，交通不久後因一些事故而暫停交通。 

  弟兄：經過兩個月彼此在主前的煉淨，在恢復

交通後不久，很快就確定了對方是自己的另一半。

雖然我們喜好娛樂，但結婚後這些不能成為基督

的頂替，神纔是我們惟一的道路，要儆醒活在主

裏。交通到建造神的家，也察覺到交往中我們彼此

有屬靈上的扶持，當自己意志及異象不定時，姊妹

會適時的題醒，使我回到主的水流中，我也能在姊

妹召會的服事上給予經驗的幫助，二人在身體的

異象裏有交通，使我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為

神在靈裏的居所。 

交往後的印證： 

  姊妹：在恢復交通前，我為着我們的婚姻禱

告。禱告中主引導我為弟兄禱告，接着又進一步帶

領我為着神家的建造禱告。禱告中想起『奉獻－為

建造』這首詩歌：『主，我們甘願為你枉費，活着

為你永遠旨意，你愛激勵，獻上自己，讓你有路得

着你居所。建造當趁今日，為神尋得安息之處，聖

城撒冷得以終極完成神心得滿足。』 

為着婚姻決定跨出去的那一步： 

  主阿，我需要確定也要有勇氣纔能走出那一

步，如何能彀放心把自己交給他呢？有次我專注

在電話中與青少年一起豫備福音聚會，沒注意路

況來車，當他用自己的身體擋住迎面而來的車，我

知道他在用他的生命保護我。主阿，求你賜給我愛

他的心、過程中所需要的一切。服事者問我們成家

的異象是甚麼？一民説，異象就是建造神的家。這

正回應主給我的詩歌，願我們同心建造神的家！ 

 （二十三會所 吳一民弟兄、吳陳芳玟姊妹）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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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神的愛永不止息

救之前，家裏是拜拜的，從來沒想過自己會

成為基督徒。然而在我的深處總有一種尋求

永遠的渴望：渴望在充滿動盪的人生裏，找到永遠

的寄託，但是一次次換得失望。 

  三年多前，認識了呂弟兄，他時常邀約我去基

督徒的聚會。當時，我一面參加他們的聚集，一面

繼續拜偶像。有天上班途中發生了一場車禍，當下

腦中一片空白，非常害怕。以為傷勢會很嚴重，還

好只是一個擦傷而已。藉着這場車禍，我開始向這

位愛的神敞開，並答應參加歲末年終聚會和福音

聚會。  

  在福音聚會中弟兄傳講福音信息時，我突然

感到暈眩、不舒服，但是我仍然坐在那裏聽完信息 

。當聖徒詢問，願不願意受浸時，我雖然羨慕，但

心情卻莫名的緊張和擔心。幾位姊妹陪我一同禱

告，在禱告中，靈裏感動就一直哭泣。在我學習呼

求主的時候，越呼求心裏越有平安，就答應受浸成

為基督徒。受浸後，裏面的重擔和憂愁都脱落了！

感謝主。得救後跟着呂弟兄穩定的過着召會生活，

靈裏實在又喜樂又平

安！ 

  後來我們搬到了桃

園，因着工作的忙碌似乎

忘記了還有一位愛我們

的主，那時我們為了工作

而工作，為了生活而生活。這段期間環境、壓力變

多，也沒有過召會生活，迷失了曾經對主最甘甜的

愛，眞的很虧欠主。然而主沒有忘記我們，祂差派

一個先前同過召會生活的家托住我們，找我們一

起禱告，讀主的話。就這樣慢慢的恢復參加各種的

聚會，並緊緊的跟隨主。 

  補充本詩歌四百一十首題到：『主阿！我寶貝

這生命的流。哦主！加深這生命的流，願你來時我

生命成熟。』每每聽到了這首詩歌，我就靈裏感動，

淚流滿面的對主説，主阿！謝謝你的揀選，讓我成

為神的兒女，我愛你，也謝謝你愛我！ 

 

（十二會所 呂馬佩琪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三年第二冊─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第十九至二十章） 
信息主題       

  第十九章是『神聖三一的

神聖分賜產生正當的基督徒生

活』；第二十章是『神聖三一的

神聖分賜結果帶進屬靈的爭

戰』。 

信息要點 

  一、以弗所書第五章關於

愛與光的啓示。第四章説，我們在恩典裏行事為人，

但第五章説，我們在愛裏行事為人。我們在愛裏行

事為人，就成為光的兒女。我們怎樣能作光的兒女，

在愛裏行事為人？惟獨憑靠神聖分賜，這事纔有可

能。神聖分賜的結果叫我們能憑着敬畏基督，彼此

服從（弗五 21），而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當我們

在靈裏被充滿，因神而沉醉，我們纔甘願服從別人。 

  二、以弗所書第六章有兩個基本元素，與召會

是戰士有關。這兩個元素就是神的能力和軍裝（10

～11，13）。能力是裏面的，軍裝是外面的。軍裝的

五項全是基督。基督是眞理、義、和平，祂也是信

的創始者與成終者（來十二 2）。救恩也是基督。以

弗所六章團體的戰士，裏面因基督得着加力，外面

又穿上基督。戰士與基督相調和。這是生命分賜的

事。 

實行要點                

  一、 一個在愛裏行事為人的光的兒女，會因神

而癲狂。正常的基督徒該因着對主的享受而癲狂。

你如果總是保持緘默，你就不是一個典型的基督

徒。典型的基督徒應當沉醉於主的愛。我們都需要

沉醉於作我們的愛與光的神。那樣我們就眞是光的

兒女，在愛裏行事為人。 

  二、 那靈是神的話，成了我們的劍，這指明我

們是藉着説話來爭戰。我們都需要學習説神的話。

這樣説出來的神聖的話，就是擊殺仇敵的劍。我們

是團體的戰士，裏面得着加力，外面得着遮蓋，現

在應當用這劍與神的仇敵爭戰，將仇敵擊殺。           

（六會所 李志偉弟兄）   

得 

一、 請為 12/26~31美國安那翰冬季訓練代禱。 

二、 請為冬季錄影訓練及禱研背講聚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