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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讀經而有神聖的說話，
不是取代聖經，而是開啟並解釋神的話，
釋放神的話追測不盡的豐富（五）
在家庭聚會裏使用生命讀經
我有負擔說到怎樣在家庭聚會裏使用生命讀經。已過有些人選出一位會說話的人，囑咐他
把信息讀幾遍，記住其中的要點，主日早晨就到講臺來講這篇信息。因着這種作法未必成功，
有些人就改變方式，請所有的聖徒來聚會以前先讀生命讀經。在聚會中有一、兩位帶頭，請
幾個人一次讀一個段落，讀後若有人受感，便有機會說話。末了，這種方式也不成功。因此
有人試着在聚會中，把生命讀經挑出幾段來讀，看看幾段集合起來有沒有靈感，這種方式也
失敗了。最終，所有的教會幾乎都不曉得，怎樣在聚會中使用生命讀經。他們都知道在生命
讀經裏面有鑽石、珠寶、寶石，但是他們不曉得怎樣去使用。
在香港，那些賣鑽石的人受過訓練，能彀從許多角度來介紹鑽石。他們能彀解釋鑽石的種
種來吸引顧客，從許多角度向他們展示鑽石，並且解釋每件事情。有了這種解釋，半數的聽
眾便受吸引，問說，「多少錢？讓我看看。」那些推銷員是受過訓練的，他們的確懂得推銷
術。但我們不是這樣，我們不曉得怎樣展示鑽石的角度，甚至不曉得鑽石和寶石的區別。我
們都有寶石，但我們不曉得如何使用。這逼得我來考慮這種情況。有時候我夜裏睡不好，就
是在考慮怎樣使用生命讀經這件事。
我們應當使用生命讀經，但不是用那些方式。把那些方式都忘了吧！我們應當在小聚會中
使用生命讀經。讓聖徒們曉得，我們要用生命讀經的一篇信息，作為聚會中說話的材料。我
們都來到聚會中，就開始讀，至少有七種讀法。第一，你必須短讀，只要讀一小段。有時候
不需要讀完一整句，因為你可能曉得有一個片語或字句很要緊。例如，你讀到「然而…神既
然樂意將祂兒子啓示在我裏面。」（加一 15 上，16 上）你讀到這一點，當然能曉得這不是
普通的話；這太重要了。因此，你不該太快往前讀，你必須稍作停留：「神樂意將祂兒子啓
示在我裏面。」你停下來，別人就重複讀它。首先，你讀一小段。其次，如果那一段很要緊，
便重複地讀它。但不要在形式上重複。我們必須很活的重複，而不是很死、在形式上重複。
這樣重複的讀法非常活潑，非常有意義，也非常感人：「樂意！神樂意將祂兒子啓示在我裏
面！」
第三種方式是解讀，不過不要解釋得太多。有時候一些信息的措辭和語彙很不尋常，人不
懂得它的意義。例如，馬太一章二十一節說，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也許你重複的讀：
「耶
穌！耶穌！」但是沒有人曉得耶穌是甚麼意思。所以你重複的時候，需要有一些解釋：
「給
祂起名叫耶穌。給祂起名叫耶和華救主。」要帶着解釋來讀。你在讀的時候，就把意義告訴
人。有時候你也許覺得這個解釋很好，值得重複。那麼你會說，
「耶穌，耶和華救主。哦，
耶和華救主！」這使人印象深刻。這種方式需要許多的學習。因此我們都必須學習。尤其是
在這個時代，在二十世紀，每件事情都需要許多的學習。要在主的恢復裏作二十世紀的信徒，
不能太簡單。－未完待續
（摘自《神聖的說話》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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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
」負擔的話

第七篇 十字架－宇宙的中心
約翰福音作為四福音的總結，為見證基督就
是神自己那永遠生命的具體化身；也作為新約
從福音書邁向行傳的轉捩，啓示三一神要藉着
基督，將祂神聖的生命分賜給我們（約二十
31）
，並從這生命的繁殖產生眾召會（參恢復
本之行傳主題）
。這神聖生命之分賜的全豐全
備，藉約翰福音中所列述主如何應付了各種人
的需要而有了完滿的啓示，並於主在最末事例
中，使已死四天之拉撒路復活而達於極峯（約
十一 39，40）
。雖然如此，這超然偉大之神聖
生命的成就，還非只為滿足死亡之人的需要，
乃更是為要藉緊接着由這復活生命所生出那
表徵召會生活的伯大尼之家來滿足神至高的
需要！（參約十二註 1）正如約翰福音在揭示
了永遠生命的分賜後，就引進了使徒行傳之召
會的產生。然而，我們要看見，這神聖永遠之
生命要得分賜給人以產生召會，卻必須經過一

個嚴肅重大的過程，就是十架之死！這就是為
甚麼在拉撒路復活與伯大尼之家出現中間，那
敵對基督的大祭司該亞法，竟而在神可畏的主
宰下豫言了主的受死（約十一 49～52）
。而主
自己在享受過象徵召會生活的伯大尼之家筵
宴後，更以麥粒之死要結無數子粒的啓示，隱
喻了祂即將藉死使生命繁衍，而實現伯大尼之
家美麗的榮景。在那裏不再有許多如十一章
中，眾人自以為是之紛雜的意見（8，12，16，
21～28）和無知的評論（32～39）
；只有拉撒
路復活的見證、馬大安靜的伺侯、以及馬利亞
向主獻上之真哪噠香膏（表徵基督之死的芬
芳）
，
「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
（十二 3）聖徒
們，今天在我們召會生活中一切的聚會，服
事…裏，是充斥着各樣刺耳的雜音，還是也溢
漫着這樣使主滿足之基督死的香氣？
劉葵元

結晶圖表
2016冬季- 08

第八篇 被神的建造所量度
壹 建造是聖經的主題
貳 建造是本書的目標
神榮耀的顯現(一)
神烈火的審判(二~三二)
神生命的恢復(三三~三九)
神聖別的建造(四十~四八)
參 建造以基督為元素
一 是聖殿的建造者
二 從靈擴展到魂裏
三 神人相互的居所
四 神的帳幕人的殿

肆 建造使百姓被量度
一 核對聖民的生活
1 作他們的規律
2 使他們受察驗
3 需符合神的殿
二 照著神殿的尺寸
三 神殿至聖的法則
1 復活升天的山頂
2 屬世事物的分別
3 合神至聖的特性
a 地位是高的
b 性質是聖的
c 作神的住處
四 行為舉止的察驗
五 神關注殿與召會
1 祂的安息與滿足
2 我們需與殿符合

伍 建造是屬靈的試驗
一 一切屬靈為身體
二 除去個人與獨立
三 實行身體的相調
四 身體生活的實際
五 活出復活的生命
六 接受元首的指揮
七 顧到身體的平安
八 認清肢體的度量
九 尊重身體的等次
十 彼此互相的關係
十一 實行神聖的交通
十二 顧到身體的長大
十三 一直考慮到身體
十四 持守身體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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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士師記」讀經拾穗

本週進度
士師記第十章。
生命讀經
第六、七篇。
經文大綱
一、一至五節，陀拉及睚珥相繼興起，拯救以色
列人。
二、六至十節，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
的事，並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就把他們
交在非利士人和亞捫人的手中十八年。而後，以色
列人就哀求耶和華說，
「我們得罪了你，因為離棄
了我們的神，去事奉諸巴力。」他們禱告求拯救。
三、十一至十四節，耶和華責備以色列人。
四、十五至十八節，以色列人認罪，並除掉他們
中間的外邦神，歸向耶和華。
真理要點
一、以色列慘痛歷史第五、第六次循環的內在意
義，乃是以色列離棄神，使自己聯於偶像。這就是
說，以色列人與神，就是她合法的丈夫離婚，轉去
隨從許多偶像。
二、離棄神並聯於撒但完全啓示並記載在聖經
裏。頭一個人被這事毒害，頭一個家也被這事殘
害。從創世記三章的時候起，人一直離棄神並聯於
撒但，以許多事物作神的代替。保羅在他的十四封
書信裏，供應包羅萬有並延展無限的基督，但他也
對付各種代替基督的事物。
三、士師記的記載描繪神選民以色列人的墮落和
敗壞，他們離棄耶和華他們的神，並且敬拜迦南人

的偶像；結果他們就放縱肉體的情慾，娶多妻生多
子；並且縱任仇恨，彼此殘殺，終於招致完全毀滅
的結局。
生命經歷
一、離棄神並聯於撒但，乃是人類社會裏混亂背
後的最強因素。作為主所揀選的人，我們沒有理由
離棄神，我們必須接受祂、愛祂、尊重祂、高舉祂、
專靠祂，並棄絕撒但到極點。這樣我們就必蒙福。
這原則能適用於整個人類，每個國家、社會、家庭
和每個人。以耶和華為主、為元首、為君王的每一
個國家、社會、團體、個人，都是有福的。
二、一切的罪、一切的惡、一切的罪孽，都來自
一個源頭－離棄神並聯於某些代替神的事物。甚至
在小事上也是如此。例如，姊妹的梳理頭髮可能是
個偶像。姊妹若太留意頭髮，過於尊重頭髮，那樣
的尊重就是敬拜。這樣的姊妹也許早晨花不起十分
鐘與主同在，卻有充分的時間梳理頭髮。在我們屬
靈的生活裏，甚至在面對梳理頭髮或購物的小事
上，也可能會離棄基督。甚至持守着愛好這樣或那
樣東西的思想，我們的愛好也可能成為偶像。你也
許說，你仍與主同在；但你也許是籠統的與主同
在。專一的說，在這件事上，你並沒有與主同在。
三、我們應當認識，神的靈住在我們裏面，並一
直對我們說話。有時我們想要對同伴說某些事，但
是裏面有一位說，
「不要說。」這時我們若仍隨着
自己的愛好說那件事，那件事就成為偶像，將我們
帶到混亂裏。但服從裏面的說話，就是持守我們獨
一的主，獨一的主人，獨一的元首。
陳享渝

各環系列交通

青少年組報導

全台高中一週成全訓練

已過的七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二日，於台北市召
會台北三會所舉辦了二○一七年全台高中一週成
全訓練，共有一百九十幾位青少年進入訓練，其中
台中市召會報名十四位青少年。本期刊登青少年們
的見證。

蒙恩見證
各位弟兄姊妹，願你們平安喜樂，我是查皓崴弟
兄。感謝主讓我有分於今年的全台高中一週成全訓
練，在這樣的成全訓練中，藉着詩歌、信息，主一
直不斷的來更新我。

摸着聚會中每一篇的信息，其中一篇信息，弟兄
說到：「若是還要人題醒你讀聖經，你就要向主悔
改。」主光照我，這麼多的弟兄姊妹都已經為主殉
道了，我卻連聖經都還沒讀過一遍。國中的時候，
服事者常常題醒我要讀聖經，但我卻連看都沒看。
上了高中以後，我開始認真的讀聖經，雖然有時候
會忘記讀，但是越讀越享受，就能彀堅定持續的
讀。但在這一堂的聚會中，更使我瞭解到為甚麼要
讀聖經，弟兄說到：「若是我們不讀聖經，怎麼能
聽見主的說話？主常是藉着經節向我們說話。」我
纔恍然大悟，原來是我聖經讀得不彀，難怪都聽不
到主的說話。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也說到，「聖

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
的教導，都是有益的。」這是真的，有時候面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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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環境時，當我打開聖經、打開生命讀經，主就藉
着經節來向我說話，使我看見異象。讚美主！願我
能更多追求主的話。歌羅西書三章十六節，「當用
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
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心被恩感歌頌神。」我需要讓主的話豐豐富富的住
在我的裏面，因為我就是主的恢復。弟兄還說到，
「我們不僅要認識主的恢復，並且我們就是主的恢
復。」這再次的題醒我讀聖經的重要。
記得星期四是我一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天。上午
中場休息的時刻，台中的弟兄們就邀我為着隔天的
福音聚會有禁食禱告。原先我是不太願意，但我實
在是被他們激勵。所以那天中午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禁食禱告。這樣的禁食，不是為着別的，乃是為着
建造召會。當天晚上還有一場奉獻聚會，奉獻自己
參加全時間訓練。其實我沒有想過我要參加全時間
訓練，一點意願都沒有。但是在這樣的訓練中，主
來摸我，要我為着祂在地上的權益，將自己奉獻給
祂。於是我就上台宣告：要參加二○二三年的全時
間訓練。或許我會忘記我的奉獻，但主是不會忘的!
潭美／查皓崴
各位弟兄姊妹，願你們平安喜樂，我是邱廣惠姊
妹。感謝主讓我有分於今年的全台高中一週成全訓
練。在訓練中，第四篇信息，弟兄說到：「靈乃是
一切神界事物的開關，就像電路的總開關一樣，只
要將開關打開，電就來了，電器就能彀運轉。照樣，
我們的靈也是最基本的開關，我們只要將靈敞開，
許多供應就來了，神就要進來充滿我們，而我們自
然而然就會被主吸引，渴慕主的話，對主的話滿了
胃口，也會有好的操練。」從前就算知道要好好讀
經，好好享受神，但就是對神的話沒有胃口。我常
常求主，讓我有胃口，然而依然沒有甚麼改變。原
來，是因為我的靈沒有向主敞開，不在靈裏。所以，
神就無法將祂的生命供應給我，以至於對神的話興
趣缺缺，也沒有動力操練。聽完信息後，我了解靈
打開是最基本的要訣，所以之後的每一堂課、每篇
信息、每個聚會前，我都和弟兄姊妹一同大聲地呼
喊主名，並且向主禱告：「主阿，開啓我的靈，使
你可以進到我裏面供應我。主阿，求你充滿我。」
我發現這樣的禱告不只幫助我釋放靈，更使我胃口
大開，渴慕更多的認識真理，在每堂的信息與聚會
都專心進入，並且對主的話有更多的摸着與享受。
弟兄也時常題醒我們，在訓練中就是要操練。每
當不想爬樓梯、不想把衣服折得像豆腐、不想把皺

皺的床單鋪到平整，心裏忍不住抱怨時，就操練呼
求主名，藉着呼求主名轉回靈裏，求主除去我一切
消極的想法。在呼求中，主也光照我，這些不只是
外面的規定，更是要訓練我們的體力與性格，好成
為主合用的器皿，並且把祂彰顯出來。主也題醒
我，不要靠自己天然的力量，乃是要學習倚靠祂，
在這些小事上經歷祂的恩典和加力。
在倒數第二天晚上最後一堂課上完後，我被通知
隔天家長開放日要上台申言。當時我申言稿都還沒
寫完，又是到了就寢時間，身體又疲憊又想睡，但
隔天要申言，所以還不能睡。在要去交通和練習
時，產生了許多消極的想法：「這麼多人，為甚麼
偏偏選我、為甚麼大家都可以早早休息，我還得去
練習等等。」藉着禱告與呼求主名，求主寶血遮蓋
後，裏頭的感覺便催促我向神讚美，使我有機會為
祂說話，讓我可以申言，供應生命給人。這是何等
大的轉變！神實在是太奇妙了，改變了我的想法，
也讓我順利的完成了申言稿，並除去我的疲憊，有
好的練習。
家長開放日，有許多家長前來參加，在我上台申
言前，我很膽怯。但在這時，同伴們過來陪我一同
禱告，我深受感動，他們竟然在我最輭弱、最需要
的時候來扶持我。他們的禱告也激勵了我，使我被
神充滿，放膽的上台申言，將神的生命湧流出去！
是主給了我這一羣同伴，在我猶豫是否要上台分享
時拉我一把；被詩歌感動時，一同痛哭主前；遇到
難處時，一同向主禱告；聽到呼召，一同上台宣告。
何等的美好！能彼此扶持，互相激勵，一同奔跑屬
天的賽程。就如補充本詩歌七六二首說：「沒有人
單獨行動，你我都是弟兄，當一人受主感動全體跟
着向前衝，彼此扶持，苦樂與共，我只求這一生與
你們同活在主身體中。」感謝主給我這個機會，分
別了一週的時間，好好的受成全，過着規律的生
活，與同伴一同追求基督、經歷基督。我也將自己
更新奉獻給主，使神有權利在我身上製作，並且能
永遠留在召會生活中。
東海／邱廣惠
我是二十一大區頂街小區的王怡晴姊妹，我要跟
大家分享已過我參加全台高中一週成全訓練的蒙
恩。要去成全訓練之前，有一個姊妹跟我說，「在
這次的成全訓練，你可以跟主要一樣東西。」當時
我就開始尋求要甚麼，但我缺少的實在太多，不知
道那個纔是我最需要的。第二篇信息，主就藉着弟
兄的話來光照我。弟兄說到，
「我們若要剛強起來，
並在主裏長大，就必須『勉強』我們的靈。」這不
僅破碎我的老觀念，也暴露我真實的光景，看見已
過我是一個對主猶豫的人，即使祂在我裏面呼召我

起來禱告，我卻常常找藉口，銷滅那靈在我裏面的
訴我。在這一週中我最需要的就是操練勉強我的
靈。所以在一週裏，當我輭弱，不想禱告的時候，
就立即想到，我需要勉強我的靈，不應該為自己找
藉口就能站起來禱告。當我操練幫弟兄姊妹大聲阿
們的時候，主就來充滿我全人。
在各項操練上，感謝主加給我許多同伴。在寢室
晚禱時，寶貝姊妹們一同將自己的愁苦和重擔，以
及自己還未突破的點，擺在禱告裏面。因此，這樣
的寢室晚禱成了我一天中跟主最親密的時候。記得
有一次，因着隔天要考聖經綱目的考試，但我卻背
不到一半，我就開始與同伴說消極的話。在晚禱
時，我裏面就很不平安，就把這樣的感覺放在禱告
裏面，求主寶血遮蓋我這個人。主就藉着之前弟兄
說的話來題醒，「如果我愛祂，我就要連祂的話一
起愛。」當把這樣的話放在禱告裏面，我就被聖靈
充滿。但這樣的光景並沒有持續太久，我又輭弱下
來，並開始與同伴講消極的話，但同伴卻跟我說：
「你不能放棄，我是被你的禱告激勵纔繼續背的。」
感謝主加給我這樣的同伴，使我能竭力追求主的
話。這樣的同伴如同雲彩圍繞着我，使我經歷甚麼

感動。但主仍然記念我向祂的尋求，祂藉着信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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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人跌倒，另一人就把他扶起。當我累到不想繼
續爬樓梯，不想繼續跑操場，不想起來禱告時，我
看到同伴們在我前面的身影，我就再次被主挑旺起
來，被主復興了！
在這次的成全訓練中，我對主的愛也越來越加
深。當我們練唱展覽的詩歌「作主轉移時代的青年
人」時，從一開始只有部分弟兄姊妹會唱，到大家
喜樂的圍着圈圈唱，到最後弟兄姊妹們跪在主的面
前向祂告白：「主阿，使我更愛你，完全獻上自己，
榮耀的復興，在我裏升起。」因祂愛的催促，我奉
獻了！奉獻我的心，一心只為着祂；奉獻我的讀經
生活，更多被祂構成；奉獻我的高中三年都要在召
會生活中。
在弟兄們呼召我們參加全時間訓練時，我很猶
豫，但主藉着弟兄們向我說話，如果你的信心只有
像芥菜種一樣小，你仍然要抓住機會，因為主可能
就給你這一次機會，所以我就奉獻了。雖然我不知
道以後的我會不會輭弱下來，但我知道主會為我負
責，因為我已經奉獻了，我的奉獻祂都記得。
頂街／王怡情

全召會擴大事奉交通（二）

週六開展
文弟兄已經很清楚的把召會未來的展望描繪
了，我們的目標是二○二○年主日一次到會能達到
四千人。若是往前推，今年年底要達到三千四百
位。弟兄姊妹，召會的繁增是在人身上，人非常重
要。我們都知道，台中市的人口有二百七十七萬
人，但是在主恢復中的聖徒參加主日聚會的平均人
數只有三千人。因此，我們實在需要更多勞苦去顧
到聚會不穩定的弟兄姊妹。
李弟兄有一篇信息，講到「全體事奉」是今天主
最大的恢復。今天我們要看見，所有一他連得的若
不出來事奉，召會就沒有路。祭司的事奉是全體
的，是全體事奉，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一同進入這個
負擔；不僅大區負責弟兄們要進到這負擔，所有事
奉的弟兄姊妹都要一同進入這負擔。這就是全體事
奉。我們要學習把負擔帶到各小區裏，盼望所有的
弟兄姊妹都能起來行動。
今天我們所實行的路是神命定的路。林鴻弟兄講
過一句話：神命定之路不是選項，乃是聖徒人人必
須走的路。神命定的路是豫備新婦的路，神命定的
路乃是得勝者的路。我們要不要當得勝者呢？要成
為得勝者就要走新路。要來的九月份開始，召會有
一連串的行動，其中一項就是每週六下午到晚上是
全召會的出訪日，分為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是下

午的四點十五分到六點，第二個時段是晚上七點半
到九點。已過半年的開展，我們共有十四個隊。弟
兄姊妹配搭開展非常喜樂，每一隊都建立了一個
排。在八月之前，所有的排都開排了，也就是說十
四個開展隊，已經開出十四個排了。
已過開展成全春季班報了六十四位，今年開展成
全秋季班報名是一○五位。我們原本想把這一○五
位像過去一樣編隊，編成二十個隊就可以了。二十
個隊已經比上期多了。可是沒想到，各大區的弟兄
非常有負擔，盼望自己大區有報名開展成全班的都
要留在本地開展，即便只報名一個也要在自己大區
開展。那怎麼辦呢？因此，弟兄們就覺得若是要開
展的大區只有一個開展班學員，那社區就要有七個
起來跟他配搭，要合計八位弟兄姊妹一同開展纔能
成立開展隊。目前全召會有三十一個大區有聖徒報
名開展成全班，每個大區都至少有一位。所以我們
可以成立幾個隊呢？我們可以成立三十一個隊！
我們應該很喜樂，上期我們只有十四隊，現在有三
十一隊，三十一隊可以建立三十一個排。如果一個
區有三個排，就會有十個小區出現了。弟兄姊妹，
這就是繁增的路。
弟兄姊妹，要開展，就要一同配搭，所以分別週
末的時間非常重要。有弟兄姊妹說，我們週間就已
經在開展了。我們說那個叫作生機的，週末這個時

間是法理的。所以，既是法理的，就希望大家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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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去接觸人；週末的時間，盼望大區要成立開展
隊的，都要湊足八位弟兄姊妹一同配搭開展。我們
開展的時段訂出來以後，到底是那些人可以參加
呢？第一個叫作全程參加的，就是這二個時段都能
參加的，就能報名這個開展隊。第二個就是固定一
個時段的。如剛剛講第一段就是Ａ段，就是四點十
五分到六點，第二段就是晚上七點半到九點，稱之
為 B 段。這二段你可以選擇其中一段，週週都來。
你選Ａ段，那就十五週都來；晚上比較方便的，選
擇 B 段，也是十五週都要到。我們希望在場的弟兄
姊妹都能成為得勝者，週週全程或固定一個時段開
展。第三個就是部份時段。弟兄姊妹可能一下Ａ
段、一下Ｂ段，沒關係，這個也可以有一部份的人。
盼望這樣的弟兄姊妹在每個開展隊中最少要二十
五位以上。訂這個目標就是盼望人人都能出去，每
一週每個大區都有三分之一的弟兄姊妹動起來。
李弟兄的信息裏說，一個召會最好要有三分之一
的弟兄姊妹週週都能走出去。因此，盼望我們回
去，自己先報名，也鼓勵弟兄姊妹一同報名。這個
開展不是開展別人的區，是開展自己的大區；是你
自己大區要開展，所以自己要關心。我們自己大區
也報了五位，到底要開那裏呢？於是我就畫了一個
圖，從進化北路畫到北屯路、三民路、崇德路一段，
把它框起來，就去地圖裏面找。我發現這裏面的人
口有五千八百人，再去詳細的看，發現這裏面有二
千五百戶。接着，我再詳細的調查這個區域裏面有
多少年輕人。查了一下，發現十五歲到五十五歲居
然有二千人！五千八百人裏面有二千人是年輕
人。哇！我就跳起來了，我以為那邊都是老人，但
竟然有年輕人在這個區域裏面。我就跟弟兄姊妹講
這裏有很多年輕人，我就非常喜樂。
弟兄姊妹，我們要回去好好的、細細的看，相信
每個區塊都是很有可為的。我後來就把剛剛那個區
塊畫成十二等分，準備按着時間去開展。所以弟兄
姊妹，為着要來的開展，我們首先要詳細了解可以
去接觸人的區域，也把住在那裏的弟兄姊妹名單列
起來，然後花時間去看望。平常我們可能沒有時間
去看望，但我們現在可以用週末的時間，根據名單
去看望。弟兄們已經把得救三年的名單給你們了，
把這些久不聚會的聖徒也列給你們了，所以大家要
利用週六這兩個時段一起去看望，按着區域挨家挨

同配搭。週間生機的開展，可照着神給你的恩典和
戶的把他們尋回來，帶回來。我盼望弟兄姊妹為着
這個都能多有禱告，這不是一個外面的活動，這是
為了召會的開展，要把人帶進主的恢復，把主迎接
回來。
張志強
夜間擘餅
為着我們今年年底能彀達到三千四百人的目
標，我們盼望在今年的下半年，每一個週六的傍晚
和晚上，都有各大區開展隊的出訪。剛剛張弟兄已
經把每一個大區週六出訪編隊的原則講得非常清
楚了。弟兄姊妹，我們要想想，若是我們每週六都
有人能彀外出接觸人、探訪人、把人帶來，或去到
人的家裏，那接下來，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帶到那裏
去呢？感謝主，我們需要把人帶到第二天的主日擘
餅聚會。現在弟兄們盼望在各大區都能成立一個專
責夜間擘餅的小區，好讓我們能把週六所探訪、接
觸的人，有夜間擘餅需要的時候，可以把他們帶到
那裏。同時我們也盼望夜間擘餅能彀和初信成全結
合在一起，當這些人被我們邀約來的時候，我們就
可以把他們也邀約到初信成全。所以這三者等於是
二個翅膀，一個是週六法理的出訪，一個是主日上
午與夜間的擘餅，然後還有初信成全。這些設計，
不外乎都是以人為中心。
當弟兄要我來交通這個負擔的時候，我突然想到
弟兄們很早就交通過的，就是神命定之路到底有甚
麼特點？我就想起那時候講的三句話：第一句話是
說到我們要以會為中心，轉到以人為中心。所以我
們今天講夜間擘餅也好，講初信成全也好，我們不
是只為了把一個會聚好，我們是以人為中心，我們
要從顧好會的這一個方向，轉到以人為我們的中
心。第二、三句話，就是要有兩個轉，就是要從大
轉到小，從要人來轉到去到人那裏。我們有開展
隊，有週六的出訪，就是從大轉到小，從要人來轉
到去到人那裏。感謝主。我們今天藉着主的話再來
重溫我們所聽見的，盼望我們從下半年到年底，我
們有週六的出訪，我們有夜間的擘餅，我們有初信
的成全，都是以人為中心，都是去到人那裏，去到
有需要的聖徒那裏，從大轉到小，顧到一個一個的
人。就像信息所讀的，一人帶一人，能彀把需要的
人帶來，去到他那裏把他帶來，這樣子我們一定、
我們也有信心，看見神祝福我們。願神恩待祂的召
會，阿們。
鄭啟源

中彰投配搭德國杜賽朵夫開展報導（十）
蒙恩見證

我深覺能配搭餧養新人，是何等甜美並享受的一

件事！感謝主，這週剛搬來一對英國的全時間夫
婦，我們邀他們一同到 Schwelm 城市與新人家聚
會。這趟旅途相當甜美，新人一家四口都非常地敞

開。我們一進屋就看見一桌子的水果和點心等着我
們。在喜樂的相調和交通中，我們用英文和波斯語
唱了一節詩歌、禱讀羅馬書十章十三節：
「凡呼求
主名的，就必得救!」短短的一句主話，我們禱讀
了十分鐘！英國弟兄用剛強的靈帶我們一個字一
個字地把話禱透，真是享受！只可惜受到語言限
制，小羊們還在重讀、重讀的階段。盼望主能興起
配搭翻譯的弟兄姊妹，使小羊能進入活讀、禱讀，
進到更深的享受裏，將主的活話應用在生活中！
請弟兄姊妹為波斯語聖徒的餧養禱告，乳母一一
離開後，漸漸有些羊就失去聯絡了。有一個城市的
小排甚至因此聚不起來。願主繼續興起牧人，甚至
興起核心的波斯語聖徒，能打開自己的家牧養小
羊，使各城市都能建立家聚會，堅定持續地喫喝享
受主。
另外，最近有機會能到德國的水流職事站
（Lebenstrom）
，配搭書房的服事。弟兄們從柏林
運來了三千公斤的書報，有一百多箱的書需要搬進
書房，清點、分類並歸位。我很寶貝與弟兄姊妹一
起配搭，在過程中我們邊唱詩邊工作，偶爾也互相
有交通和禱告。我看着手中一本本翻譯成德文的書
報，心中滿了感動，向主禱告：
「主阿，願你記念
這份職事的推廣。願這書房裏每一本書報能推廣出
去，送到愛主之人的手中！求主在德國釋放真理的
亮光，使德國人心眼得開，轉向主，成為切慕真理
的人！」
總結我這兩個月半在德國的開展，最蒙恩的還是
禱告聚會，與同伴的配搭，以及語言的學習。每週
我最期待的就是禱告聚會，人數約三十位，包含德
國、英國、美國、伊朗、韓國、台灣…各國的聖徒
聚在一起用德語和英語禱告，有時還有波斯語。每
人禱告的長度雖然都很短，但是靈卻十分釋放，尤
其是眾人同心的阿們，真是讓主的靈突破一切的限
制！我能見證在禱告聚會中，每一位都是全心投
入，將自己交出來，眾人同心合意的靈，在一個又
一個明確的負擔上，一一堆加禱告。我們一同為着
當地聖徒的興起、外地聖徒的德語學習、簽證的釋
放、住處和工作等實際的需要、還有當地小排的追
求和享受、排裏人數的繁增、以及專專為某些特定
聖徒的健康禱告！在各項目上，我們經歷仇敵一再
地蒙羞，基督一再地得勝！經歷我們沒有各人的
頭，只以基督作我們的頭，緊緊跟隨那靈的引導，
主必聽我們的禱告。約壹五章十四節說到：
「我們
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兩個半月以
來，主真是一一地答應了我們的禱告！正如十五節
說，
「我們若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
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着。」讚美主，在這週的禱告

聚會，一起頭聖徒們便一位接着一位向主獻上感謝
和敬拜，將榮耀歸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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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祂也在這兩個月來暴露並對付了許多我
個人以前所不知道、甚至以為善的優點，這些都使
我在配搭上造成難處。我看見我何等需要主的憐
憫，我的靈需要更多的操練。盼望能以魂為器官，
靈作人位。因為若是一不在靈裏，那怕只要一秒
鐘，就會使主的行動受到打岔。
最後我想分享在語言學習上的蒙恩。在這裏天天
泡透在德語環境裏，不論在商店、街上、甚至在會
所，到處都可學習到新的德語詞彙。由於以前在大
學有兩年的德文基礎，再加上環境的幫助，以及當
地聖徒總是在包容雞同鴨講的我們，鍥而不捨地用
德語跟我們交談，使我們的德語都進步了！現在我
也可以在禱告聚會、主日聚會用德語禱告和唱詩，
也操練寫德語申言稿，並在會中用德語申言，會後
盡量使用德語與聖徒交談。雖然德語文法真是越學
越複雜，但是每當我看見同伴認真學習德語的身
影，裏面就很受鼓勵，願意繼續一同努力！現在每
天晨興我們都用德語一字一字的禱讀，我覺得很享
受！回到台灣我們願意照着負擔，裝備語言，繼續
學習德語。
黃慈盈

主在亞洲的行動

神命定之路實行的蒙恩報導
一九八六年二月在加州安那翰舉行的全球長老
訓練中，李弟兄說到我們應當在亞洲各國實行神命
定之路，以開展主的恢復：
「我沒有時間傾吐我心
裏的話，我盼望臺灣會被得着，然後所有來自臺灣
的聖徒就能去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甚至印度、
錫蘭、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國家，這些都在我心上。
不要狹窄。我們是在走新路，要完成主的恢復。」
（長老訓練第八冊，第九章。）
以下是幾處目前開展中之召會的蒙恩見證。
新路生活帶進繁增
我們所在地召會於二○一四年成立，到去年八月
主日人數約三十人。已過半年，我們在神命定之路
的操練上很蒙主的祝福。現有兩個區，聖徒人數有
八十九位，每週晨興有四十五位，主日人數在六十
人左右。每週約有三十位聖徒出去傳福音，參加家
聚會的約一百三十人，三個排聚會約有四十人參
加。一面，我們操練神命定之路，另一面藉由各種
訓練、禱研背講以及新人成全，弟兄姊妹都得以進
入高峰真理並實行神人生活，藉此活出生、養、教、
建的新路生活。最近在第二區開始了姊妹聚會。之
前那裏只有一些弟兄們很活躍，姊妹能起來配搭的

很少。姊妹聚會開始後，姊妹們一同進入《正確的
姊妹》這本書，眾人都很享受，人人都活起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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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對新人有負擔。
另外，最近許多聖徒在個人早起晨興的事上相當
蒙恩。之前與人相約電話晨興，常是匆忙的起床打
電話。現在在電話晨興前，自己都先花半小時到主
面前，唱唱有關主愛的詩歌，唱着唱着就流下淚
來，再禱告禱告，真是覺得被靈澆灌。有時禱讀一
兩處經節，得着復甦，再去和人晨興，就發現禱讀
變得非常活而新鮮。
另一個蒙恩的點，是操練二十分鐘家聚會。以前
一次家聚會至少一小時，一天晚上只能牧養一至兩
個家。現在每次家聚會最長不超過三十分鐘，一晚
能牧養三至四個家聚會。請求聖徒們為我們禱告，
希望召會能持續擴增，再增加一個新區，能在今年
年底前主日到達一百人。
（Ｉ）
禱告奉獻過新路生活 召會得復興
四月底，幾位聖徒深處有一個禱告：
「主阿，為
着你的行動，我們願意更新奉獻自己！」眾人覺得
主在這個城市的工作需要一個大的翻轉。首先這幾
位聖徒自己必須按時間表操練過緊的生活，建立神
人生活模型；第二，建立福、家、排、區的召會生
活架構，帶進全體事奉。為此，我們每早晨劃出一
小時與主交通，從主得復興，每天花一小時團體禱
告，每週劃出固定時段傳福音。藉此操練，我們自
己先得復興，不僅能帶罪人蒙恩，召會也得着祝福。
藉着我們持續的禱告，有些退後的聖徒又站起來
了；許多聖徒開始對福音、對召會的往前有負擔，
而召會生活所缺的排聚會也建立起來了。此外，家
中成全訓練已經開始，共有二十九位聖徒參與。同
時，有兩位本地姊妹也拿起負擔開始成全姊妹們。
在另一個區，我們也選出十個尋求的家，持續的作
家聚會，並豫備第二個青年排的聚集。讚美主在召
會中的作為！願主激動我們的靈，使我們全體上山
取木料，為着神家的建造！（Ｋ）
相信計畫 相信禱告 相信祝福
五月其他召會的聖徒來與我們一同開展。我們開
展的是本地教育程度好的基督徒社區。之前曾有零
星叩訪，但果效不佳。這次在身體的行動裏，藉着
多而又多的禱告及一同追求、研討，每天被靈充滿
而出去，在同心合意裏配搭，情況大大改變。每天
每組都遇到三至四個可以充分傳講的家，也尋到一
些對真理絕對的家。雖然每天都重複傳講好幾遍相
同的福音信息，但每次分享自己都很享受。叩門時
我們也沒有自己的揀選，一家一家的叩，凡開門
的，我們都樂意將真理的話分享出去。這樣在身體

裏的行動使我們的生活有了新的復興。
開展前我們信心宣告要得着三十個可回訪的家。
藉着相信計畫，相信禱告，相信祝福，經過一週開
展，主賜給我們四十一個可回訪的家。之後一週我
們進一步回訪和篩選，每一個回訪都在二十分鐘內
結束，並在內容上有所調整。最近的內容基本上是
進入馬太福音，每次一個主題。新人大多數沒有這
樣享受過聖經，反應很不錯。求主使每位新人藉着
在家聚會中得餧養，穩定在召會生活中。
（Ｌ）
召會生活在於家
經過一年四個月的爭戰，本地召會於去年十月建
立。已過七個月，我們經歷基督是在金燈臺中間行
走的人子，不只供應、顧惜、也調整、幫助我們；
祂也是手拿大衞鑰匙的那位，為着祂在這裏的行動
適當的為我們開門。
主興起了本地的弟兄擔負見證，開展神的國，也
興起了幾個火熱的家，每週輪流到各家聚集，小排
聚會順勢開展。最近幾次聚集裏，每次到會都不下
二十幾人。願主藉着這排聚集使聖徒彼此教導成
全，也願召會成為走新路的召會。請為聖徒們異象
清楚，向主絕對，被成全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代
禱；也為正在開展的新區域禱告，求主得着一些關
鍵的家，在今年底前興新的區聚會。
（Ｒ）
需要接觸彀多的對象
六月初我們開始實行新路。在此之前，我們在這
個宗教信仰受限的國家，並沒有正式實行叩門傳福
音。實行初期，我們自己也會有很多的擔憂，但藉
着禱告，彼此扶持，我們先走出去，到附近的基督
徒區域尋訪基督徒家庭。慢慢我們擴大叩訪對象範
圍，與大學生等一些青年人和其他宗教背景的少數
民族接觸，建立關係，傳揚福音，帶人讀福音經節，
呼求主名，並且有個聚會向我們和主恢復的真理敞
開，週週邀請我們參加。我們學會更多的仰望主，
也學會更多與同伴有交通，彼此鼓勵扶持，也從經
歷中學知擴大接觸面的緊要。我們目前所接觸青年
人的人數為三十人，可以一同讀經的家為五個。
（Ｄ）
這城裏有祂的民
七月正當雨季，時而暴雨，時而內澇的景況在這
個月幾乎貫穿了這裏的時間和空間。在這樣的情形
裏，主藉着我們的行動來擴展祂的國。藉着每日的
外出訪問人和回訪，這個月我們共接觸到三十一位
青年人，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可回訪並進一步接觸。
我們也找到了一個學生們合住的家，八人中有六人
是基督徒。每週五擘餅聚會後，我們都去他們家中
與他們一起彈吉他唱詩歌，或帶他們出戶外，在這

樣持續的接觸和牧養中與他們一同往前。感謝主！
這城裏有祂的民，我們只要與祂配合，那些祂所豫
備的器皿終會被找到並豫備好。
（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