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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中初信者的成全（二）
為人施浸後需立刻餧養，
並以餧養照顧初信者為首要的事（續）
此外，不要把叩門、救人看為主體，倒要把看顧、餧養人看為主體。不要以為浸了一個
人，就多得了一個人。好比生一個孩子，並不是生了就算，乃要把他養活了纔算。所以，
一定要以看顧、餧養為主體。無論你們到那裏，都需要一直注意這個。
（擴建召會的三要事
－生、養、教，二六六頁）
全體作成全初信者的工作－
送會到家
神所命定之路的實行步驟，第二大步乃是成全初信者。我們出去訪人傳福音，帶人信主，
給人施浸之後，他就是一個初信者。這時，他如同一個初生的嬰兒，最需要的就是照顧，
也就是成全。已過，我們在這件事上有很大的缺失，因為大多數弟兄姊妹，沒有受到合式
的帶領和成全，不知道如何去帶領、成全初信者。雖然我們有時也顧到初信者，去拜訪他
們，勉勵他們到會所聚會，但果效不彰。我們沒有看清楚神所要的，不是勉強人到會所聚
會，乃是把聚會送到人家裏。
（擴建召會的三要事－生、養、教，二四六頁）
把家打開為著主，以餧養初信者
人是羣性的，都喜歡彼此往來，你到我家，我到你家；然而奇怪的是，一摸到主的事，
卻少有人願意把家打開，請人到家裏來。這完全是墮落的基督教所留下來的三種遺毒：個
個不說話，人人都作頭，家家不聚會。
（擴建召會的三要事－生、養、教，七七頁）
我們這些得救的人，應該為着主，把我們的家打開聚會，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一個得救
的人，若是不把家打開為着主，是說不過去的。我們的家裏應該滿了主的話；不僅有聖經，
有屬靈書報，並且應該從早到晚，所談論的都是主的事。
（七三頁）
這種牧養把整個召會挑旺起來。…我們也該邀請人到家中喫飯，但不是請熟識的人，乃
是請新人。在煙臺的復興，乃是因着這種牧養而發生的。
（約翰結晶讀經，一六六頁）
幫助初信者建立督徒生活四個重要的實行－
晨興，讀經、禱告、聚會
基督徒生活四個重要的實行是讀聖經、不住的禱告、守晨更、參加聚會。我們若能在兩
次家聚會中說完這四個重要的實行，就很好了。…我們不該光是向新人解釋或陳明這四個
實行。我們至少需要花一個月，幫助他們建立這些實行。我們每次回去探訪他們，都必須
查問他們這四件事實行得如何。
新人如果要過健康的基督徒生活，就必須實行這四件事。他們必須讀聖經，甚至在某個
程度上研讀聖經。禱告對他們屬靈的生活是健康的，所以我們要花工夫幫助他們禱告。我
們必須幫助他們建立禱告的習慣，並且告訴他們，禱告不僅是求神為我們作事，乃是將神
吸入我們裏面。我們還必須幫助他們守晨更，並參加召會聚會。我們需要花一段相當長的
時間，把這些實行建立起來。
（神命定之路的操練與實行，第一七篇）－全文完

第二頁

「利未記結晶讀經（二）
」負擔的話

第十一篇 禧年（二）
羅馬書的主題是說到「神的福音─將罪人作
成神的兒子，構成基督的身體，顯為在地方上
的召會」
，這樣一卷含括十六章篇幅，論及神
的福音之皇皇巨著，真可說是一幅把受造而墮
落失去神的罪人，如何經歷禧年而重享神聖產
業描繪得絲絲入扣的活畫！羅馬一章「陳述神
的創造和人一步一步的墮落，無疑是照着創一
～十九，並以後舊約所記述的史實。本章 19
～20 節先說到神的創造；21～25 節就從亞當
墮落，經過洪水時代，說到巴別拜偶像的事；
26～27 節再從巴別說到所多瑪可恥的情慾；28
～32 節又從所多瑪說到舊約中種種的罪惡。」
（一 21 註 1）接續於一到三章神對普世之人的
定罪；三到六章提及之稱義、聖別，就是我們
對逾越節、無酵節、初熟節之經歷該有的應
驗。然而，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神的兒女都被困
在第七章之「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
不得我。」
（18）的窘境而重回賣身給罪（14）
，
為罪奴役（六 16）
，並以死為工價（六 23）
，

失去安息的生活；正像舊約中，神的百姓雖已
脫埃及，過紅海，進入了表徵包羅萬有之基督
的美地，卻不將表徵我們天然、肉體…之異邦
各族人徹底驅逐了結，反還與之通婚共存（拉
九 14）
，就使他們成了神百姓「眼中的刺，肋
下的荊棘」
，在他們所住表徵無限豐富之基督
的美地上擾害他們（民三三 55）
，甚終至被擄，
與美地斷絕。神的兒女也常因妄圖以心思為善
的律向肉體中之罪律宣戰而敗陣被擄，成為
「苦惱的人」
，鎮日沒有安息（羅七 23，24）
。
而羅馬八章就是禧年的宣報：
「如此，現今那
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沒有定罪了。因為生命
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
脫離了罪與死的律。…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
在我們這不照着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因為…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八 1
～6）我們今天是否已學得了從羅馬七章的困
局，躍進羅馬八章因禧年得釋的祕訣呢？
劉葵元

結晶圖表
第十二篇 經過過程的三一神、祂的工作、以及祂工作的結果

壹 三項囑咐的深意
貳 不可為己雕偶像
一 在神外有所貪求
二 頂替真神的偶像
1 真神是生命活神
2 偶像是虛空之物

三 三一神經過過程
1 經過步驟而完成
2 本質不變的歷程
3 經過釘死與復活
四 終極完成為那靈
1 那靈的神人二性
2 那靈的所經歷程

3 那靈的終極完成

參 謹守神的安息日
一 尊重神所作成的
1 否認自己的工作
2 停下自己的工作
3 享受祂作真安息
二 父子那靈的工作
1 父神的工作
a-b 創世前的工作
c-g 在子裏的工作
h-l 在人裏的工作
2 基督的工作
a-f 祂地上的職事
g-l 祂天上的職事
3 那靈的工作
a-h 對個別的信徒
i - j 對團體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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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要敬畏神的聖所
一 是神工作的結果
二 神在地上的聖所
1 是神拯救的目標
2 神在子裏的居所
三 神在召會的居所
1 使神安息與寄託
2 召會是活神的家
a 由神兒女所組成
b 神生命的生機體
c 同活神行動的家
3 神人相互的居所
4 是神顯現於肉體
a 神顯現於召會
b 神擴大的彰顯
伍 順從神蒙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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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撒母耳記下」讀經拾穗
本週進度
撒母耳記下第十章。
生命讀經
第三十二篇。
參考書報
建造召會的異象、豫表與實行第八篇。
經文大綱
一、第十章記載大衞進一步的征服，一到十四
節記載他如何征服亞們人。
二、十五到十九節記載大衞征服亞蘭人，屬亞
蘭王哈大底謝的諸王，就與以色列眾人和好，歸
服他們。
真理要點
一、在第十章，大衞想要厚待亞捫人的王哈嫩，
差遣臣僕，為他喪父安慰他。但哈嫩卻侮辱大衞
的僕人，將他們的鬍鬚剃去一半，又將他們下半
截的衣服割斷到臀部。亞捫人知道大衞憎惡他
們，就招募敘利亞的戰士，以及瑪迦人和陀伯人。
大衞聽見了，就差派約押統帶勇猛的全軍出去。
以色列人擊敗亞捫人、亞蘭人、瑪迦人、陀伯人。
而後，大衞擊敗了所有的亞蘭人；屬敘利亞王哈
大底謝的諸王，就與以色列眾人和好，歸服他們。
從這裏我們看見，大衞完全是得勝的，四圍的仇
敵都被擊敗或征服，並且許多人向大衞進貢。
二、八至十章說到大衞征服他的仇敵，堅固他
的國。大衞被神興起擊敗列國，尤其是以色列周
圍的迦南人。在創世記十五章十八節，神已應許
賜給亞伯拉罕的後裔，
「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
地。」後來在申命記，摩西囑咐以色列人進入迦
南地，據有那地，並擊殺那地所有的居民，清理
偶像之地。然而，以色列人沒有順從神，只局部
據有那地，並讓大多數的仇敵留下。士師記指明，

當以色列輭弱時，就被列國攻擊；於是不同的士
師被興起，擊敗這些列國，但仇敵始終沒有完全
被擊敗，直到大衞的時候，纔擊敗周圍列國，並
豫備那地好建立神的國，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京
城、以及聖殿要被建造的地方。身為這樣被神興
起的人，大衞豫表爭戰的基督。基督在地上時，
是大衞所豫表爭戰的基督。
生命經歷
一、與大衞有關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主宰的
調度下所安排的，為要成就一件事，就是在神的
選民中間，藉着合式的人建立祂的國。當時那個
合式的人是大衞；今天應當是主恢復裏的人。每
一個時代，神都有特別的事要完成。在今天二十
世紀這個時代，神所要特別完成的事，乃是要恢
復今天屬世基督教裏所失去、所忽略的每一件事。
二、在舊約裏，每一次的建造，都需要爭戰。
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為着要進迦南，建造神的
殿。他們要出埃及，就得和埃及人爭戰。等他們
離開埃及，到了曠野，就遇到亞瑪力人，和其他
的敵人。他們一路都得爭戰。到了美地邊境，以
色列人需要爭戰，把霸佔迦南的七族趕出去，纔
能得着那地。以色列人進迦南的道路，乃是一條
爭戰的路。過了約但河，從耶利哥開始，又是一
場一場的爭戰，一地一地的爭奪，最後纔把迦南
地完全奪過來。這一個爭戰，一直持續到大衞的
時候。到了大衞作王以後，纔把四境的仇敵完全
平服。到這時候，纔能談到建造聖殿的事。所以，
建造的基地是需要相當的爭戰纔能得着的。爾
後，大衞因着在歷次爭戰中得勝，就取得了建殿
的各種材料。
朱敏華

各環系列交通

兒童組報導
小六國一生命成長園【B 學程】
已過的七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召會舉
辦了二○一八年小六國一生命成長園的Ｂ學程，
共有七十九位孩子進入訓練。本期刊登孩子們的
見證：

蒙恩見證

我在這個園地中看見我最需要操練的信息是
「讀書與為人」。首先是讀書，我覺得讀書很無
聊，讀幾分鐘就想要玩，讀半小時就覺得自己很
認真了。但藉着這篇信息，讓我知道學問是從宇
宙來的，學宇宙就更能發現神的奧祕。求主讓我
能彀從學習中找到樂趣認真學習。第二是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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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最重要的是言語。我們的口要被分別，並只
說建造人的好話。我願意操練說話時不再髒話滿
天飛，生氣時操練呼求，而聚會時服裝也要穿得
合宜莊重，讓人感覺到我的尊敬。看見我若是隨
隨便便，不但不尊重台上的人，還會影響到別人
對我的印象。求主叫我操練讀書、為人、服裝上
都能合乎神的心意，阿們。
二十五大區／王炯言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生命成長園，我最喜歡的
是唱詩歌，在唱詩歌時，我覺得很喜樂。另外，
我也喜歡知性之旅。一開始，大家發福音單張的
時候，大家都很大方，看到人就馬上跑過去跟他
們傳福音。我覺得他們很勇敢，一直到最後，我
纔敢開口。參加這次生命成長園，當我第一次聽
聞棉被有一定的摺法、衣櫃裏的衣服有一定的吊
法、床上的床單也是。那時，我就很想趕快回家，
然而，幸好有同伴的陪伴。雖然這次生命成長園
的規定有一點嚴格，但是希望我回家能繼續操
練。謝謝同伴陪我度過這三天、也謝謝隊輔的陪
伴。
二十五大區／賴妍聿
經過這三天兩夜，我纔發現我有許多需要被調
整的地方，還有在各樣的行事為人上需要操練。
其中最需要操練的是我的言語：像是有時候我跟
別人吵架，就會說他的壞話。求主赦免我，讓我
注意我的口需要受到約束。還有知性之旅，在探
索台中的舊城時，我們這組把表上的景點都走了
一遍。途中，雖然大家的腳都很酸，很想坐在便
利商店休息，但是我們還是很有毅力的繼續走下
去，之後得到了第一名。這讓我印象深刻，藉着
這件事，主讓我操練有毅力，以後要能走很遠的
路去傳揚福音。這次的生命成長園，我有非常多
摸着，希望我以後的生活可以與主聯結、過聖別
生活，聚會中可以更用靈，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
二十五大區／袁敬虔
我摸着第一篇
「靈的認識與操練」
，裏面說到
「我
們的靈是聖靈所內住的靈，需要成為我們禱告的
機關。」雖然時常在聚會中，心裏面想要禱告，
但卻因為膽怯，而無法運用我的靈。聽完這次的
信息，使我可以「因着信，順着靈，讓我的靈如
火挑旺起來。」順着靈的流動，操練運用我的靈
來享受主。信息中，弟兄也有說到，外面的人要
毀壞，裏面的人要日日更新。看見平常都因着自

己在安親班跟同學聊八卦或聊一些無關緊要的
事，使我陷在心思和肉體裏。但主卻光照我，不
放我過去，當我操練運用我的靈來享受主，就使
我能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為着神而活；在言語
上能彀聖別、受約束，讓心思清明、聯於主，阿
利路亞！我要與主配合，有分於祂的建造。
二十六大區／宋主欣
我最摸着是江弟兄在我們唱詩歌時，向我們說
的一句話：
「擘餅聚會，神在看，撒但也在看，不
要被動得等隊輔來題醒你禱告，不能當機器人！」
沒錯！我們閉口就失敗，換來魔鬼嘲笑；所以何
不開火，直到把他趕跑。想想過去在擘餅聚會時，
懶得開口，甚至連唱詩歌也覺得無聊。然而，這
句話點醒了我，要向神大大開口。在站起來禱告
讚美前，我又不放心，左顧右看，看看有沒有人
陪我。這時心裏有一個聲音向我說：「不要看別
人！這不是禱告給別人聽的，是向神發出的讚
美！」我就立刻站起來，也向神發出讚美！雖然
內容不是很精彩，可是至少我戰勝了因撒但而來
的恐懼，讚美基督在我身上已經得勝！
二十六大區／漆宇箴
我在這三天學到了很多，也認識了很多同伴，
當他們看見我有困難的時候，都會幫助我。聚會
的時候，他們也會陪我站起禱讀詩歌。在課程方
面，其中「讀書與為人」
，讓我知道四歲到二十四
歲是最好的讀書時期。還有才藝課程，因為有些
遊戲我不會玩，但其他會玩的人會幫助我們這些
不會玩的人，就讓我看見身體的肢體是彼此扶持
的。我很感謝陪伴我們的隊輔和服事者，他們一
直幫我們加油。我希望下次還可以再來參加。
二十七大區／胡茵婷
第一次參加生命成長園，印象很深刻，也更認
識主。
第一天在洗完澡以後，原本和同伴禱告時都還
是平安的，但是在大家都躺下睡覺並關燈後，忽
然覺得害怕，可能是因為一天下來，在我身上發
生很多意外，包括撞到嘴唇，還有差點在洗澡時
被掉下來的燈罩打到頭等。因為同寢室的同伴都
沒發生事情，所以當時我以為，會不會是因為他
們信主，而我還沒，所以主沒保守我，纔會發生
這麼多事情；更以為有撒但在我身旁害我，想到
就很可怕，所以就哭了起來。

這時很感謝同寢室的同伴，很細心的發現了。
原本快睡着的都爬起來，陪我禱告、教我禱告，
最後我終於在一位同伴的陪伴下睡着了。隔天纔
知道我是同寢室裏最早睡着的，其他人是在我睡
着後纔安心躺下。
很感謝遇到好的同伴，從他們身上看到好的性
格。當我準備好以後，我就會受浸，和他們一樣，
成為神的兒女。
二十九大區／張銘珈
我今年升國一，所以是最後一次參加生命成長
園。我最摸着第五篇「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
集」
，當中有一段經節，希作來書十章二十四至二
十五節：
「且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
樣，到要彼此勸勉；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
如此。」在成長園中，和同伴們彼此相顧、彼此
勉勵，聚會時間快到時，都會互相提醒。在和他
們一起禱告時，也很得彼此的供應。這是一次喜
樂的生命成長園，求主幫助我，使我藉着過召會
生活，讓屬靈生命長大成熟。
二十九大區／蔣子靈
最摸着的是第二天的知性之旅，除了走得很累
之外，就是出去傳福音。很感動組裏同伴積極發
福音單張，即使被拒絕或者被視而不見，也不放
棄的繼續努力。尤其是同寢室的張銘珈，雖然他
只是福音朋友，但仍和我們一起傳福音，甚至我
們一人發一張，他就發七張福音單張，並笑着和
每位路人說：「主耶穌愛你！」希望她能早日得
救。
每天都有信息，我特別摸着第五篇「不可放棄
我們自己的聚集。」裏面說到，一週不該只有一
次的聚會，要常常參加各種小排。要把神放在我
們心裏的首位，使我們樂意傳福音、結果子。雖
然每週我都有參加主日聚會，但很少參加小排聚
會。以後我願意分別時間，把聚會當成最重要的
事，今天我要更新奉獻，要寶愛召會生活，一直
生活在其中。
我要升國一，下一次不能再以兒童的身分參加
小六國一成長園，但我會參加其他青少年聚會和
相調，也會常常當隊輔，更多的操練。感謝主！
二十九大區／邱語心
這三天兩夜我很享受、也很喜樂與弟兄姊妹們
一同唱詩歌，每個人都非常操練靈、享受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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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摸着第五篇的信息，裏面說到不可放棄我們的
聚集，每一場的聚集都要到，並且在小排聚會能
叫我們與聖徒有屬靈的交通，所以我願意週週參
加主日和青少年小排，在聚會中盡功用，在生活
上也操練凡事倚靠主、信靠神，作主尊貴榮耀的
器皿。
三十大區／陳禹安
這我是第一次參加。在每次的上課前都會先呼
求主名和禱告，每一位隊輔都希望我們起來禱
告。以前我對禱告沒甚麼感覺，但在這幾堂的課
程中，主激勵我，讓我很想要禱告。我要天天操
練用靈享受主、放膽呼求。
在我們的寢室裏，晚上最晚上床的是湧愛姊
姊，昨天姊姊頭很痛，但她還一直陪我們坐車、
走路。在公車上問姊姊說，要不要坐着，但她說
你們坐就好了。但我知道，其實姊姊也很累，她
卻這樣的服事我們，凡事把自己擺在最後。她是
我們的榜樣，以後我也要來當隊輔，來服事更多
的弟兄姊妹。感謝每一位隊輔、服事者和同伴，
感謝主！
三十二大區／林詠真
這次的生命成長園，讓我的靈很得釋放，因為
不管是唱詩歌、禱告，身邊都有許多同伴一同竭
力的操練。寶貝在每堂信息前的詩歌，能讓我原
本下沉、散漫的靈迅速轉向主。在信息中，主也
是不斷地向我說話，要我在行事為人的事上有操
練和長進。我願意持續參加每週的小排聚集，因
為信息中告訴我們不能放棄任何一場聚會。感謝
主，雖然已經到了三天的末了，但是還是要回家
繼續操練過規律的神人生活，阿們。
三十三大區／葉迦樂
我最喜歡的一篇是「讀書與為人」
：青年人所需
要的第一樣是神，第二樣是教育；學校的科目不
管喜歡不喜歡，都要認真學習，並且學校的科目
固然重要，但是神更重要。我最摸着的一點是「話
語要受約束」
，因為我常常說敗壞的話和閒話。以
弗所書四章二十九節說：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
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
聽見的人。」求主保守我可以多多操練。
三十三大區／黃梔恩
我最摸着第四篇「讀書與為人」
，信息中提到我
們所需要的第一是神、第二是教育。在學校裏所
學的科目都很重要，我們要認真學習，纔能了解
主的話。我也很享受「知性之旅」
，我學到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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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重要，如果一人不合作，就很難完成任務。
我最摸着的經節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
在言語、為人、愛、信、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雖然我才小六國一，但還是要努力、認真。
感謝隊輔、服事者在這三天兩夜的陪伴，也謝謝
媽媽帶我來。在這三天兩夜裏我很享受唱詩，也
很珍賞他們，我也要更用靈。
三十三大區／蔡昕涔

我們也要操練自己以至於敬虔，因為提摩太書前
四章七節說：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
的虛構無稽之事，並要操練自己以致於敬虔。」
不斷的操練自己，直到敬虔、直到把靈的功用發
揮出來，並且直到自己模成神兒子的形象。
二十四大區／蔣慕恩

我最喜歡第一天的才藝課程，其中我最摸着的
是第四篇關於讀書的部分，因為我是個不愛看書
的人，在第一大點說，
「青年人所需要的第一樣是
神，第二樣是教育」
，所以我們要愛主，也要認真
讀書，纔能作信徒的好榜樣。如同提摩太前書四
章十二節所說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
言語、為人、愛、信、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三十四大區／顏彰廣

我最摸着第四篇「讀書與為人」
，認真讀書為盡
本份。我們讀書的態度是藉着禱告與主同讀書，
好養成凡事倚靠主的習慣；讀書可以讓我們更了
解聖經的話；並且我也認識在學校的每一個科
目，不管喜歡不喜歡，都要看重。此外，在為人
上，我的言語要說出建造人的話，纔能把福音傳
出去。有一句經節寫：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
要在言語、為人、愛、信、純潔上，都作信徒的
榜樣。」所以我們要作同學的榜樣。
二十三大區／許念竹

最讓我有感覺的，是第一篇信息：靈的認識與
操練。操練靈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信息中說道，
靈是有需要的、有功用的；靈需要被激動、火熱，
成為我們禱告的機關、成為我們敬拜的憑藉，並
且推動我們主動享受主和盡功用！所以我們要操
練我們的靈，讓我們靈的功用充分地發揮出來。

我欣賞青少年哥哥姊姊們的展覽；他們在台上
竭力唱詩歌、用靈申言、喜樂演戲的樣子，很吸
引我，使我也很想像他們一樣。還有在背經的事
上，我很受同伴的激勵和隊輔的鼓勵，讓我不得
不往前，雖然最後還是沒有背完它。感謝主，召
會生活何等的甜美。
二十四大區／陳佩怡

主在亞洲的行動
孟加拉開展近況
班多爾班位於孟加拉東南部，是一個山巒起伏
的區域，十一個土著部族聚居於此，各有不同的
傳統文化、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在這十一個部
族中，特里普拉族自一九五七年起開始接受天主
教，目前該區域約有一萬五千名天主教信徒。這
些信徒雖然信主，大部分都不認識福音的真理，
仍落在黑暗中，在世俗的潮流中漂來漂去。對他
們而言，召會和基督的身體都是未知、隱藏的事。
近年來我們卻看見，這位又真又活的神正在這個
區域奮力活動並作工。
二○○八年，有些特里普拉的青年人到首都就
讀達卡大學，遇見了我們。我們向這些學生傳福
音，他們非常寶貝福音的真理，一個接一個受浸
得救。有六位學生在得救並認識召會生活、身體
生活及禱告生活後，開始與我們同住，過團體生
活。他們對自己的家鄉很有負擔，盼望在當地也
能興起照着聖經的召會生活。二○一○年暑假，

我們與學生一同回到他們的家鄉傳福音。藉着那
次的傳揚，班多爾班區域首處地方召會－班多爾
班召會，也是孟加拉第二處地方召會正式成立。
二○一一年，我們再次回到該區域傳福音，許
多人受浸得救，班多爾班區域第二處地方召會－
Antaha Para 召會正式成立。從這兩處地方召會成
立後，很多當地的年輕人都開始轉向主。如今共
有十六個家在當地實行正常的召會生活。
班多爾班地區位置偏遠且落後。長久以來，很
多適齡兒童未能接受合式的教育。當地有少數小
學，中學和大專院校，但因名額不足，許多青年
人在當地沒有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前途非常受
限。很多學生因此來到班多爾班區域的中心－班
多爾班鎮，希望有機會在此完成學業，進而找到
理想的工作以維持生計。
主使用這樣的環境，在班多爾班區域剛強的行
動，將大量的青少人帶到班多爾班鎮來過召會生
活。班多爾班現有一戶弟兄之家和一戶姊妹之家，

分別約有二十位弟兄和六十位姊妹居住。這些青
年弟兄姊妹在該鎮的各中學及大學就讀，同時在
弟兄、姊妹之家受成全，在召會生活中盡功用，
參加主日擘餅聚會、禱告聚會、讀經，也回到自
己的家鄉傳福音，帶領更多的人歸主。最近又有
十一個人因此受浸，其中包括兩個家。
二○一八年一月，一位來自這區域的弟兄在菲
律賓完成全時間訓練。目前還有兩位弟兄正在印
尼參加全時間訓練，另有四位弟兄也將於二○一
九年一月前往印尼參加全時間訓練。願主加強他
們的心願，也在各方面成全他們，使他們成為主
手中貴重有用的器皿，承接主見證的託付。
盼望藉着我們的禱告與配合，使主在班多爾班
地區得着更多聖徒，並興起更多地方召會，以建
造祂的身體作祂的見證，為着祂的回來。

印度
喀拉拉邦概況
今年七月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發生嚴重水災，
隨卽傳出有些聖徒受到影響。我們緊急請求眾召
會為此禱告。我們實在見證，主是在寶座上的那
一位，不僅來勢洶洶的雨水終於止息，也保守了
喀拉拉邦二十五個聖徒的家。雖然他們的生計受
損、房屋和財物被毀，但都沒有性命的危險。主
實在聽了祂身體的代求。請繼續記念這二十五個
家，使他們能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
此次受災情況最嚴重的，主要是奉行東正教的
地區，當地信徒接受「成功神學」的教導，認為
只要虔誠信靠神，就能凡事順利、事業成功。這
次水災使他們所積存的財富和產業瞬間歸於無
有，許多人都感到無望及悲愴，甚至對信仰產生
懷疑。我們深信這樣的情形是應驗主在馬太福音
二十四章十四節所說的:「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
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他們目
前所需要的，乃是更高的福－國度的福音，就是
神要進到人裏面，作人的生命和一切，並要使人
建造在一起，成為基督的身體，在地上作祂的彰
顯。
有一位尋求者原本家境富裕，但他的房屋和經
營的超市在水災中嚴重受損。當地聖徒一直與他
有接觸，在災後立卽趕來幫他清理房屋和超市。
這位尋求者雖然還未完全投身召會生活，卻深受
聖徒們的愛所感動，經歷基督身體生活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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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藉着這之水患，在愛裏並在眾聖徒的代求
中把眾召會調在一起。有位弟兄買了七十公斤的
白米，前往一處災區將米分給七個受災的家。在
幾處地方因着受災情形嚴重，聖徒們在聖徒家中
或在會所一同居住。有一處地方發生山崩，部分
聖徒住處和道路受影響。一位弟兄得知後，也駕
着他的挖土機趕往聖徒住處的附近挖掘污泥，使
道路恢復暢通。
這次水患讓我們回想起挪亞的日子。挪亞受神
囑咐，在洪水來臨前要傳揚義，並建造方舟，方
舟豫表召會生活。今日種種情形實在叫我們儆
醒，看見主來的日子近了，我們要在傳福音的事
上加倍勞苦，並與眾聖徒同過召會生活，建造今
日的方舟。
請繼續為喀拉拉邦眾召會的聖徒們禱告，求主
藉着這樣的情形使許多人興起，成為今日的挪
亞，拿起負擔傳揚國度的福音，並在要來的日子，
藉着眾召會間更多的配搭、交通與相調，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
查蒂斯加爾邦賴布爾市的開展
查蒂斯加爾邦位於印度中東部，天然資源豐
富，電力產業和礦業發達，是印度發展最快的邦
之一，首府為賴布爾市。藉由參加基督教書展，
我們接觸到一位賴布爾市基督教團體的領頭人。
這位弟兄一直享受並研讀免費推廣的職事書報。
他十分摸着「神的經綸」一書，不但自己研讀，
更將該書繙譯成當地的語言，向聖徒們一家家的
分享，持續了整整一年。他使用職事書報教導他
所照顧的信徒，他們也照着所看見的異象，實行
召會生活。
弟兄們曾訪問該團體，與他們分享禱讀神的
話，呼求主名，給初信者的福音，擘餅聚會的意
義，以及照着異象服事主等信息。弟兄們也與他
們一同晨興，操練進入職事書報和神的話。他們
隨卽訂了三十本晨興聖言。一直以來他們都很謹
慎，避免成為任何宗教或組織的一員。我們乃是
首批訪問他們，並得到他們接納的基督徒。求主
繼續藉着在他們身上所動的善工，使他們得以看
見基督與召會的異象，並照着異象而行，得着堅
固，在當地作主剛強的見證。
（轉自 LMA 二○一八年九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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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亞的全時間訓練】
各國都有愛主的人，主也都尋得他們…
主的行動在已過的數十年間已經得勝地往前並
擴展到全地。衣索比亞的眾召會就是這個事實活
的見證人。主在二○○一年藉着職事的書報，興
起祂的行動。並因主的憐憫、我們在祂祝福下，
如此緊緊跟隨這職事，繼續往前。在已過的十二
年（本文是二○一六年），從二○○五年開始，
藉着同工們的來訪，我們被帶進與基督身體實際
並活的的交通裏。惟有永世纔能彀述說主藉着這
些來訪在衣索比亞所作的。我們為着主憐憫感謝
祂，使我們年復一年，領受恩上加恩，並使召會
生活在全國各地日漸興旺。因我們在這樣幾次的
訪問中所領受的相調、和交通成全，使召會生活
以無法豫期的方式建造起來了。
除此事實外，在衣索比亞，並在非洲，普遍地
對全時間服事者一直有極大的缺乏。幾位年輕人
曾嘗試參加在南非普托利亞的全時間訓練。但取
得南非的簽證是個主要的障礙，這情形在短期的
未來似乎不會有所改變。因此，我們極其迫切地
尋求主，能找到產生一些年輕全時間者的路。
與同工們交通時，我們覺得合適可以嘗試有一
個追求計畫，使一些奉獻的聖徒能來在一起，認
真並專注地進入職事（的話）。經過許多的交通
和考量，我們眾人都覺得合適將這追求計畫報告
給衣索比亞的眾召會。我們原先豫期可能會有七
到十位或最多十五位聖徒報名，但超過四十位至
少有學士學位以上的聖徒報名參加。我們藉此得
知，主渴望作的過於我們所盼望或祈求的。他們
其中幾位已經豫備好辭去工作加入這樣的訓練。
從中我們接受了三十位參加一年訓練。
有各項實際的事務需要解決，譬如尋得訓練場
地、財務供給、設計課程並提供教科書。主極其
充盈的供應一切的需要，我們租了一個有足彀房
間（十七間有各自衞浴的寢室、辦公室空間、教
室、廚房和餐廳）的訓練場地。幾個月內，訓練
中心裝潢完成，教室和廚房也都建立了。主也豫
備了兩位姊妹全時間在廚房服事。很明確地，主
是走在我們前面，我們僅僅是跟隨祂並享受祂的
作為。這個追求開始於二○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共有三十位訓練學員，二十四位弟兄、六位姊妹。
學員們有個人研讀課程，追求聖經心臟書生命
讀經和新約總論的信息；有其他課程進入神命定
之路的課本，還有生命的課程，研讀關於生命經
歷的事。他們每天都有展覽，分享他們在每一個

研讀課程的所得。還有看李弟兄錄影的課程，以
及一週一次與有些同工們經由 Skype 現場直播的
分享。學員們也藉着網路轉播，享受週三晚上的
職事聚會。一週兩次，他們出外到校園，或有些
到社區傳福音。我們目前在追求訓練裏，所見證
和經歷的是非常卓越和深遠的。學員們從職事所
領受的成全是不可否認的。
這一年有些學員們所見證的話，就說出這一切
都是值得的。
有一學員見證：「我得着光照看見，神要得着
一個團體的器皿，就是召會，基督的身體。這是
我在參加這個訓練前完全不知道的。我還能彀看
見今時代的職事的純正，並且如果我緊緊跟隨，
這能使我成為主有用的器皿。」
另一弟兄寫道：「我對親愛主耶穌的愛，並對
祂人位的欣賞增加了。祂如今是如此寶貝、甜美、
特別的親愛、全然可愛、並配得萬有。我對這職
事的欣賞和享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的高。這
是何等的權利，能在這職事之下。
藉着在廚房服事、與三位弟兄同寢室生活、在
福音服事裏所需要的配搭、和小組的研讀、並其
他的作業，使我被暴露，看見我的天然和自愛。
這提供我一個機會經歷基督到某個程度，使我藉
着十字架、因着那靈而否認已。我學會許多詩歌。
訓練的時間表和要求是如此的高，迫使我每天向
主尋求更多的恩典。福音開展隊是一個美好的經
驗，與眾召會和彼此相調，並學習在配搭裏服事
主。
我非常感謝主，這國家能有訓練；何等的權利！
我能在此！讚美主！」
因着被第一年的追求訓練深深地摸着和感動，
大部分的學員已經表示，他們覺得有需要繼續另
外一年的訓練。有些其他衣索比亞眾召會的年輕
聖徒，和非洲其他國家的一些聖徒，也渴慕參加
在衣索比亞全時間的追求訓練。我們有二十位會
繼續第二年，僅從衣索比亞本地就有二十五位新
學員報名參加。
經過在主前諸多的尋求並與同工們交通，我們
覺得合適，在衣索比亞繼續這樣的追求訓練，以
應付增加的需要。
主豐富地供應了我們第一年所有財務的需要，
我們也實在相信主會在要來的年間，繼續向我們
證實祂的信實。
（出自：召會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