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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作向主敞開的器皿，並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裏過平常的日子

達成祂目的的手續，第一步是創造人作器

皿，以盛裝祂自己作生命。神揀選我們，乃

是要我們作被三一神充滿的貴重器皿（羅九

21～23，林後十三 14）：祂從許多器皿中揀選我們，

盛裝祂這尊貴的神，而成爲貴重的器皿。貴重的器

皿是由神性（金），以及蒙救贖得重生的人性（銀）

所構成。神將祂的榮耀彰顯在我們這器皿上，使我

們成爲榮耀的器皿，這些都是出於祂的憐憫，也都

是在於祂的憐憫，是我們的努力所望塵莫及的，爲

此我們當敬拜祂，感謝祂的憐憫（羅九 15～16，

18）。 

  保羅的十四封書信可用一個辭來表達—『敞

開的器皿』：新約給我們看見，神要信徒作愛祂並

把自己向祂敞開的器皿（林後三 16）。我們深處若

不向主敞開，祂就無法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並安家在我們心裏。敞開的器皿就是不作甚麼，只

是一直敞開，好被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充滿。眞實

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愛主、一直向主敞開，並停下自

己的作爲，然後主就來作成一切；我們只需要愛

主，把自己一直向祂敞開，給祂每一個機會來作祂

所要作的事，這就是正當而眞實的基督徒生活（加

二 20）。所以我們該禱告：『主，因着你的恩典，

我不願意我的全人有那一部分向你是關閉的，我

揀選全人完完全全的向你敞開。』這正確的禱告、

更深的禱告、眞實的禱告，乃是愛主，並且向祂敞

開（弗三 17～19）。我們若有這種禱告，就會是活

的、敞開的器皿，主就有路以祂自己充滿我們，主

充滿我們時，祂就爲我們作一切。 

    我們這些在基督裏的信徒，需要學習滿意於

平常日子的生活，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裏有規

律且正常的經歷，我們需要日復一日、一點一點的

接受神聖的分賜，就是細水長流的，一而再、再而

三的接受這分賜，很少屬靈生命的事是一次而永

遠完成的；反之，屬靈生命的事，差不多都是像肉

身的生命一樣，必須是一直接續的。凡神給我們

的，都不是一下給我們，叫我們受不了；反之，神

聖的供應乃是一點一點的給我們。經過過程並終

極完成的三一神在我們裏面，不是奇特的，乃是平

常的；所以我們需要過一個穩定的、正常的基督徒

生活，越不特別、越平常越好。 

  三一神藉着神聖的分賜所賜給我們一切有關

生命的事，都是平靜的，我們信徒的生活也該是平

靜的；我們需要天天這樣過生活，只簡單過着接受

神聖分賜的平常生活（羅八 6，帖前五 23，帖後三

16）。我們的定命就是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裏過

平常的生活，因爲我們的父已命定，要我們在祂不

斷的分賜之下過平常的生活。我們信徒乃是憑信

心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神要我們作甚麼都

倚靠祂，以祂爲生命，並讓祂把祂自己分賜到我們

裏面來（弗三 17上，來十一 1）。這樣，我們在屬

靈上就很平常，我們的屬靈就會是經常而平常，沒

有甚麼奇特。 

    在神聖的分賜裏過平常日子的生活，乃是神

聖經綸中神奇的平常事（提前一 4，弗三 9），對基

督、那靈、三一神，並對神聖生命與神聖性情的經

歷，都是平常的。例如：重生雖是最大的神蹟，卻

平常的發生了；因此，重生是神奇而平常的事，是

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神奇的平常事（約三 3，5～6，

8，彼前一 23）。又如：呼求主名乃是平常事，但

是當我們呼求的時候，我們接受了經過過程並終

極完成之三一神的總和，這也是神奇的（羅十 12，

耶三三 3）。神提供給我們經歷並享受的一切屬靈

且神聖的事，都是平常的；然而，這些平常的事卻

是神奇的，因此可以説是神聖經綸中神奇的平常

事。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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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五會所召會生活蒙恩報導

會所在去年八月開始，建立福和家的架構，

堅定持續的走神命定之路。具體實行如下：

（一）承繼已往 

  我們每週都到公園實行公園兒童排，接觸兒

童和家長。去年底有壯年班與我們一同叩門開展，

今年暑假也

有全時間的

學員的休訓

開展。在這段

期間陸續帶

一些人得救，

只是仍停留

在行動，行動

結束弟兄姊

妹就休息，還沒成為我們的生活習慣。 

  （二）尋求突破 

  已過在疫情的影響之下，主日聚會人數減少，

我們為此迫切禱告，一再尋求如何突破。今年八月

全召會在中原大學集中主日暨相調聚會，弟兄交

通每週二小時傳福音，人人作福音的祭司。弟兄們

在禱告聚會和集中主日吹號，我們承認已過的不

足，為此悔改要尋求突破。弟兄們率先作榜樣，帶

領聖徒週週傳福音。 

  （三）傳福音得青年 

  我們盼望要得青年人，無論是元智的學生，或

是青職的朋友。我們就在元智大學周遭，青年人最

多的地方，勞苦經營。加上四位全時間的學員，週

末在元智大學開展。在學員與聖徒的配搭之下，共

同來得青年人。 

  （四）家聚會牧養人 

  隨着接觸的名單越來越多，我們教導聖徒要

如何回訪，與福音朋友建立家聚會。我們熱切邀請

福音朋友，到聖徒的家中一同用餐，在過程中傳講

人生的奧祕。在人性的顧惜和神性的餧養之下，福

音朋友摸着神的愛，也因此成為神的兒女。受浸後

週週家聚會牧養，盼望他們能成為常存的果子，調

入召會生活中。 

  『只要你們行事

為人配得過基督的

福音，叫我或來見你

們，或不在你們那

裏，可以聽見關於你

們的事，就是你們在

一個靈裏站立得住，

同魂與福音的信仰

一齊努力。』（腓一

27）。我們建立福和家的架構，在同心合意禱告、

堅定持續的實行之下，二○二二年共受浸十二位

弟兄姊妹。打開家、得青年，牧養人、同成全，盼

望在新的一年，能持續走上神命定之路，結果子帶

進召會的繁增。          

 （五會所 江衍聲弟兄）  

 

五/二十二會所生命成長園蒙恩報導

次生命成長園於十二月十一日在五會所的

二樓進行。共來了七位得榮少年，及十五位

青少年。將這些青少年分成三組，每組配一位聖徒

當助教。 

  前來扶持和配搭的聖徒總共十四位。弟兄姊

妹們各盡功用，也一同為成長園的順利進行禱告，

禱告中感覺到合一的靈在運行，十分平安喜樂。 

  成長園的第一個活動是『尋找自己的花生』。

青少年們自己挑一個帶殼花生，觀察幾秒由助教

拍攝後收回，再從一盤花生中找到自己的花生。原

以為能認出自己花生的很少，但實際上大約五分

之四的人可以找到。此遊戲幫助我們認識，每一個

人是獨一無二的創造，更加深奧、奇特，需要你我

用心去探索。 

  第二個活動是『從鏡子觀察自己』。看着鏡子

裏的自己十秒鐘，描述自己的三個外在和內在特

色。另外，透過一部素描師的短片，幫助我們，需

要誠實的接納自己，學習與這樣的自己相處，並且

開始學習培養更棒的性格、發揮自己的潛能，發現

本 

本 

公園兒童排 

生命成長園合影 

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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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自己是獨一無二的。 

  第三個活動是『有神』牧養材料。將所有人拆

成六個小組，一人一句的閱讀並彼此分享，最後豫

備了六個問題，由各組派代表回答。 

  最後一個項目公共區域服務，我們先到福德

里里長服務處，里長題醒安全事項後，我們領了打

掃用具，里長親自率隊到成功公園打掃。 

  最後回到五會所書寫個人學習單，並在繳交

學習單後各自領了一袋零食和舒跑。看見得榮少

年與青少年在喜樂中互相告別，所有服事者都覺

得今日的事奉是何等值得！部分得榮少年也答應

參加年終感恩聚會，期待得榮少年們在之後的主

日和小排也可以前來參與，並早日進入主生命的

範圍，成為我們眞正的弟兄姊妹！   

（五會所 黃振溢弟兄） 

                                           

聖徒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的呼召不是簡單的事。首先，祂必須在某個

河邊遇見你；後來，祂必須在某個海邊臨到

你。有一天，你在工作時，你所在的房間被光照耀，

大光照在你身上，主問：一天過一天，你在這裏作

甚麼？你不記得我在河邊對你作的麼？現在你必

須跟從我。 

  那年夏天正熱，我們如往年一樣，帶着孩子到

加州過暑假。剛好連絡上多年前在深圳的老同事

和鄰居，那是一個遇見耶穌基督的旅程，那裏我們

遇見當地的聖徒。我們受這羣人的特性所吸引，為

着這光，連續三年造訪。二○一五年蒙主眷顧，我

們飛行千里從河南鄭州到美國加州，夫妻同日受

浸成為神的兒女，哈利路亞！ 

  二○二二是多事的一年，元旦當日接到父親

好友來電，父親和他們早上一同去爬山，但下午四

點一行人到出口卻左等右等不見父親身影。已經

到處尋找並報警，都未有所獲。救難隊一直到晚上

七點仍未尋到，我們旣害怕又悲傷，姊妹和我連續

的跪地禱告。隔天隨同上山協尋，終於在下午奇蹟

似的找到父親。感謝主，除了畧畧失溫外父親沒有

其他外傷。因着主的開路，往後的二個月，父親對

福音大大敞開，和母親同日在我與姊妹的見證下

一同受浸得救，這是主上好的安排。 

  在工作上，姊妹一直努力於熱愛的室內設計。

從二○二○年開始準備證照考試，一邊兼顧工作

及家庭。客戶給的壓力及家務的繁重，每每在準備

中很想放棄。在去年七月至九月，上了一個十分嚴

格的課程，結束後僅僅只有一個月時間可以準備

術科考試。姊妹向主禱告：主阿，若你覺得我並不

適合從事室內設計的工作，請讓我不要通過考試，

如果你認為合適室內設計的工作，請加力於我。成

績公布後，姊妹順利的過關，也明白凡事必須跟從

主，殷勤服事。而我在這段陪伴過程裏，忠信的禱

告和為姊妹代求，終蒙神眷顧。 

  在交友上，得救前一直是樂於助人並熱心熱

忱，但有些朋友，只是飲酒作樂或金錢權力追逐，

心裏一點也不平安。信主後，很自然的聖別於不應

靠近的，主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脱離那惡

者。我們變得越來越喜歡和弟兄姊妹聚會，減少了

其他不必要的應酬。親近周圍如同家人的弟兄姊

妹，召會生活何等甘甜。我們是光的兒女，主幫助

我們遠離一切的黑暗捆綁。生活重心也重回家庭，

並以基督為中心。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親愛的母親息了

地上的勞苦，暫別了我們。安息聚會上有許多未信

的福音親友，因着安息聚會的詩歌及申言見證，感

受到離世這一刻因着信主是溫馨而滿了祝福的。

福音的種子撒在朋友與家人之間，深信我們要同

享這分禮物，主是寶貝在我們這瓦器裏。 

  每早晨、每晚間讓我常默

想，思念主，每日回到靈裏與

主甜美交通，遠離一切混亂吵

雜，在靈深處與主有深淵般的

響應。享受最深處的寧靜，得

着最豐富的供應，使我心思清

明，得着從主而來的智慧與知識，應付我生活的大

小事，阿們！感謝主始終緊緊的拉住我及我的家

人。  （十三會所 鄭勝忠弟兄、鄭王苔菱姊妹）

主 

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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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和平相結聯，距離全去

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因着父親工作的緣

故，在幼年時期並沒有過正常的教會生活。

青少年時父親生了一場重病，藉由召會弟兄姊妹

的看望、代禱，父親的病從主得了醫治，從此我們

全家便開始恢復過召會生活。 

  從青少年時期到成家這一路走來，能見證我

的好處不在神以外。結婚後二年，長子出生了。由

於是新手媽媽，不太會教養孩子，主常常藉着身邊

的姊妹們教導並幫助我，使我雖然身在異鄉卻有

像家人般的姊妹們，陪我經過這初為人母的無知。 

  每週都會帶着孩子去參加召會裏的兒童聚

會，孩子正值頑皮好動的年紀，常在兒童聚會中弄

傷周圍的小朋友，我常因此而感覺又抱歉又沮喪，

不知如何教導這個孩子。記得在一次的兒童聚會

中我的孩子又再次弄傷了周圍的孩子，這次眞是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心裏默默的決定等

孩子大一點再參加兒童聚會。就在下一週的兒童

聚會時我們沒有過去參

加，我心想兒童聚會裏的

姊妹們應該會很開心，今

天的聚會他們可以放心

的聚會，不會有頑皮的孩

子來搗蛋了。當我在家中

感覺失落時，姊妹們的電

話就打來了，電話的那一

端不斷發出你們怎麼還沒來呢？大家都在等妳

們，快點過來的呼喚聲。姊妹們告訴我，孩子需要

在召會生活中長大，大家一起來教導孩子過團體

生活。感謝主，我眞是經歷到弟兄姊妹如同雲彩圍

繞，我眞滿足活在幸福之中。姊妹們不僅不排斥，

反而像接納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 

  現在孩子們都在召會生活中成長，我能見證

這位神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我要讚美祂。 

（十七會所 陳馬欣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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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至二十八章）
 信息主題       

  第二十七章是『神聖三一的

神聖分賜產生地方召會中實際

的生活（三）』、二十八章為『神

聖三一的神聖分賜產生地方召

會中實際的生活（四）』。 

信息要點 

  一、我們要經歷基督作從神

給我們的能力（林前一 30），就必須認識基督是賜

生命的靈。那靈若不將基督應用在我們靈裏，我們

就無法經歷基督作為從神給我們的能力和智慧。那

靈向我們啓示基督一切的所是，這啓示實際上就是

分賜。『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

麼？』，説神的靈住在作為神的殿的信徒裏面，就是

説神的靈住在召會裏面。我們越有三一神這分賜，

就越有眞正並正當的召會生活。 

  二、哥林多前書三章至七章，説到四件事：出

生是藉着福音（四 15），也是在基督耶穌裏。長大

是藉着與神同工之人的栽種和澆灌（三 8～9），也

是由於使人生長之神的素質（6～7）。變化是憑着內

住的靈以神聖的素質和元素（16），並藉着建造者建

造的工作（10～12）而達成的。聯合乃是與主－三

一神的具體化身－成為一靈。這是藉着調和與浸透

的內住之靈（六 17，19），也包括『有神的靈』（七

40）。 

實行要點                

  一、我們對基督每一分的享受，都是神豫定我

們達到之榮耀的一部分。那要來的榮耀就是我們享

受基督的總和。今天我們享受基督，明天我們也享

受基督。末了，我們所享受的基督要擺在一起。我

們對祂一切的享受，加起來就是榮耀。我們是藉着

天天享受基督而達到榮耀。 

  二、屬靈的出生、新生，完全是一件神聖生命

分賜的事。我們的重生乃是神聖生命分賜到我們裏

面的開始，自我們從神而生的時候開始，這分賜就

沒有停止過。以後我們會看見，在我們裏面神聖的

生命，要藉着神聖分賜的延續而長大、擴增。  

（三會所 李開新弟兄）   

我 

一、 請為聖徒在新春假期過聖別的生活代禱。 

二、 請為 1/29桃園南/北區新春特別聚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