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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信息要點

第二篇　正常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風、雲、火、金銀合金

全召會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　時間：2/12（主日）19:30 ～ 21:30，地點：裕忠路會所。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2/19（主日）15:30 ～ 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大會場。

禱讀：結一 4，林後四 6，7

前言
　在前週的信息，給我們看見神的目標：就是要

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到祂所救贖並重生的人裏

面，使他們與祂調和成為一個實體；並在祂裏面

同被建造，成為神永遠的住處，就是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們這事奉主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必須看

見神的異象；並受這異象管制並支配，受指引朝

向神的目的地。接着我們進入本週的信息：正常

基督徒屬靈的歷史，就是要經歷神作吹動的風、

覆庇的雲、焚燒的火、和光耀的金銀合金－救贖

之神輝煌的彰顯。

真理要點
　一、在以西結一章四節，從北方颳來的暴風是

神能力之靈的表號，圖畫：1. 風表徵聖靈吹動，

吹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得着神的生命，這是我們

屬靈經歷的開始。2. 屬靈的暴風，把神帶給我們，

使我們重生。在我們屬靈生命每次轉彎時，這暴

風使我們不滿意，感覺不安，而關心我們屬靈的

情形。3. 照着召會的歷史看，歷代神的靈像大風

吹動，使人悔改得重生，捨棄世界跟隨主，並靈

裏焚燒事奉主。每次的暴風都值得回憶。

　二、以西結一章四節裏的雲是神遮蓋祂百姓的

表號：1. 雲總是隨着暴風，雲是風吹的結果。聖

靈摸着我們時，就像風一樣；聖靈眷顧、覆庇我

們，就像雲一樣遮蓋我們，與我們同住。2. 因着

神作為雲停留，使我們享受祂的同在；這樣，祂

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產生出屬祂的東西。3. 風

同着雲，指明神與祂子民之間有重大屬靈事故卽

將發生。

　三、按照以西結一章四節，風帶進雲，而雲裏

有火：1. 火表徵神焚燒、聖別的能力。雲中有火

是指我們被那靈覆蔭時，就蒙祂光照。2. 就經歷

說，每當神來眷顧我們，祂聖別的火就來燒燬我

們裏面與祂聖別性情、性質不配的事物。3. 這火

將燒去神以外的一切，因為惟有神能通過這個焚

燒；我們都需要被焚燒而變化。4. 我們愈經歷烈

火的焚燒，神的自己就愈顯在我們身上。

　四、風的吹動、雲的遮蓋和火的焚燒，結果是

光耀的金銀合金－救贖之神的輝煌彰顯：1. 神的

心意不僅是要焚燒我們，使我們變成灰；祂焚燒

我們的目的，乃是要產生從火中發出光耀的金銀

合金。2. 金表徵神的性情，銀表徵救贖。按照啟

示錄，在寶座上的一位不只是神，也不只是羔

羊，乃是羔羊神，救贖的神。3. 作為金銀合金，

主耶穌是那位救贖我們，並作了我們的一切。現

今祂住在我們裏面，乃是無價的寶貝。4. 我們越

經歷風、雲和火，就越有金銀合金構成在我們裏

面，使我們成為滿了三一神並彰顯祂榮耀的人。

　五、每個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都該是風、雲、火、

金銀合金的故事。凡我們對主耶穌基督的經歷、

享受和看見，也就是對三一神的經歷、享受和看

見。然後，我們的享受就成為祂的見證，我們就

成為神榮耀的異象。

負擔應用
　一、我們屬靈的經歷總是開始於屬靈的暴風。

我們需要向主禱告，將暴風帶進我們的生活、召

會和工作裏，使我們不滿意，而關心我們屬靈的

情形，並使我們在屬靈生活上有轉變。每當神眷

臨我們，復興我們，祂的靈就像一陣大風吹在我

們身上。我們需要這樣經歷那靈－越多越好，越

厲害越好。

　二、本篇是以西結所看見的頭一個異象，也是

我們基督徒最基本的經歷。這循環要一再重覆；

這是內裏生命的經歷，這要帶進生命的長大。

　三、願主使我們在新的一年，更新的奉獻。當

召會往前時，我們有分各項的成全，並為着建立

福家的架構，養成生養的習慣（生活）。

（吳紀任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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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年的開始，全召會在這裏一同的聚集，有

分擘餅聚會，我們在這裏讚美神，享受神。我們

也藉着弟兄姊妹已過一年在開排上的蒙恩與我們

有分享；我們實在享受神家的豐富，在這裏過節，

神人一同的享受。

　我們三位弟兄一同配搭，特別來交通二○一七

年召會新的往前，還有新的方向。點燃福音熱

火，交出接受成全－這是今年召會最主要的負

擔。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點燃福音的熱火，並

且也願意把自己交出來，接受召會的成全，使我

們都作盡功用的肢體。

壹、點燃福音熱火
　一、召會是神的目的，神的方法

　一九五○年，倪弟兄在香港，釋放了一篇的信

息，記錄在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一書。他說到

召會是神的目的，召會也是神的方法。這是甚麼

意思呢？這告訴我們，今天神藉着在基督裏救

贖了我們，使我們被祂的血所買，我們成為祂

的召會，這是神的目的。請問弟兄姊妹，你得

救了嗎？我們都得救了，我們都是神的目的；如

果我們不是神的目的，祂不需要為我們釘在十字

架上；如果召會不是神的目的，祂就不需要用祂

的血來買了祂的召會。召會是神的目的，但是同

時，召會也是神的方法。一面來說，當主救了我

們，我們是祂的目的；但祂救我們，也要使我們

能彀成為祂的憑藉，而讓神的救恩不僅拯救我

們，也能拯救別人。所以召會不僅是神的目的，

被神拯救，召會也是神的方法，要去拯救別人。

今天的問題不在於神的目的，我們都坐在這裏，

我們都是蒙拯救的人。今天的問題是在於召會有

沒有讓祂作為憑藉去拯救世人。

　弟兄姊妹，我們不能只滿足於召會是神的目

的；我們要更進一步往前，使我們這一班人，也

就是作祂目的的召會也能在地上成為神的憑藉，

成為神的方法，使祂的救恩，使祂的目的，能藉

我們達到別人的身上。我再說，這裏不僅是講到

我們個別的基督徒，我們乃是說到召會是神的目

的。是團體的基督徒纔能成為神的目的，也纔能

成為神的方法。

　
二、召會在地上惟一的使命－傳福音

　所以當我們得救的時候，受浸的時候，聖經

說，我們是浸到一個靈裏，被浸成為一個身體。

聖經也告訴我們，我們一個一個都是活石，需要

被建造起來，成為屬靈的殿，也成為聖別的祭司

體系。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在召會中，建

造在一起，人人擺出來，使召會能在地上，成為

神的方法，成為神的憑藉，能把救恩帶給世人。

召會要在地上作神的方法和憑藉，召會在地上就

必須認識一件事，甚麼是召會在地上惟一的使

命？我們今天享受召會生活，惟一的使命是甚

麼？就是『傳福音』。召會在地上惟一的使命就

是傳福音。

　我讀一段倪弟兄的話，召會在地上，不是為着

別的目的，不是為着職業、學業、前途，召會乃

是為着神的福音。我們得救時，神不只給我們一

個新生命，也量給我們一個新職業，就是傳福

音。今天基本的難處，乃是許多弟兄姊妹的生命

改了，但是我們的職業還沒有改。所以盼望弟兄

姊妹，聖經中說到所有得救的人，生命改了，職

業也改了，都是改成傳福音的人。所以傳福音該

是召會中每一位聖徒我們最主要的職業。這並不

是說，我們都放下我們的工作去傳福音，我們還

需要工作維持我們的生活；但那是我們的副業，

我們真正的職業是傳福音，所以召會每一位弟兄

姊妹都起來傳福音。

　已過三年，台南市召會年年達到新人得一萬的

目標－ 700 人。倪弟兄的一段話，那時候在福州

的召會，只有數十位弟兄姊妹，當每一位都出去

傳福音，那一年，共有一千人得救。他說，若不

是有一些人，沒有同心合意，整個福建，都要被

我們拿下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主日聚

會至少 1800 位，我們得 700 位就喜樂了嗎？這

證明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福音上都有分，如果

我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在福音上擺進來，都覺得

傳福音是我們的職責，是我們真正的職業，召會

必定會因為福音而得着復興。

　三、火火，但願福音發火，先點你我，

　　　先點召會

2017全召會主要負擔交通
點燃福音熱火，交出接受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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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弟兄在『見與聞』的序言，說到我們不一定

都有福音的恩賜，但我們不能沒有傳福音的靈。

他說但願福音這個火，一再在我們身上燒，燒到

罪人不能再拒絕主，這火若不燒你我，這火就不

能燒世人，召會乃是世人得救的攔阻。為甚麼世

人沒有得救，是因為召會沒有起來傳福音，我們

傳福音傳的不彀，若我們傳的福音更多，我們就

不會成為他們的攔阻，我們會成為別人得救的入

口。所以倪弟兄反而有一個向主的禱告，他說，

『主阿，可憐召會，但願主在召會中有路，主纔

能走到世人中間去，火火，但願福音發火，先點

你我，先點召會。』

　所以在要來四月，全召會會有三週的福音節

期，我們真是禱告主，『主阿，不要召會成為世

人得救的攔阻，願你的召會真是先被福音的火所

焚燒，從我們燒起，我們就能彀燒到世人都會得

救。』就像是在煙臺復興的時候，人連看見會所

都會得救。召會該有這樣的光景。

　
四、全召會福音節期

　接續弟兄的交通，他說到我們召會在地上惟一

的使命就是傳福音。關於福音行動的規畫：首先，

我們是繼續加強常態的福音行動。在已過一段時

間，我們堅定持續的週週福音出訪，在許多大區

有這樣的實行，非常的蒙恩。我們傳福音不是熱

心的時候傳，冷淡的時候不傳；高興的時候傳，

不高興的時候就不傳。我們乃是堅定持續的傳福

音，我們需要『週週』，讓福音的架構作到我們

的生活裏。第二，要積極的實行月月小排福饗宴。

讚美主，因着已過半年的實行，許多新人加進來。

　再來，我們要推動特別的福音行動。已過我們

有大學生的福音節期。因此在要來的四月，我們

要推動全召會的福音節期。這個福音節期，是以

各大區為單位，每個大區要來規畫我們的福音行

動；為期有三週的時間，是從 4/10 到 4/30。
　我們知道已過在以西結書錄影訓練信息中，當

我們經歷這吹動的風，覆罩的雲，焚燒的火，產

生光耀的金銀合金，它結果就產生四活物。在我

們基督徒的生活裏，我們越經歷這樣的循環，我

們裏面就越活。我們越在四活物的配搭裏，我們

裏面就有火。弟兄姊妹，我們需要

全召會弟兄姊妹一起起來配搭，把自己交出來。

在福音節期裏，我們要奉獻我們自己，當在這配

搭裏面，我們就要經歷焚燒的火，焚燒的火炭，

帶着沖擊力。我們出去的時候，就能彀把福音傳

給人。所以我們的目標，盼望在這三週的福音節

期，每位聖徒至少在這三週裏出來一次，最好每

週至少出來一次。經過三週的福音節期之後，我

們週週出訪的人數是主日聚會人數的三分之一。

這是我們的目標。

貳、交出接受成全

　一、所有聖徒接受充分的訓練

　然而人得救之後，我們該作甚麼呢？我們不僅

是要帶人來，我們還要牧養他們，並使他們在召

會中受成全，好使他們都能成為建造召會的材

料，這就是為甚麼今年召會為弟兄，為姊妹有一

個月一次的成全聚會，盼望這樣的成全聚會，我

們都能在召會中，因着受裝備，能成為生命長大，

並盡功用的肢體。

　李弟兄用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年在安那翰蓋

會所時，都是弟兄姊妹配搭蓋起來的。但他作見

證，真正會懂得蓋造會所的人沒有幾個，他們都

是專家，有專業的知識，其他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都沒有學過如何蓋造房子。但是如果那個蓋造只

靠着那兩三位，那要幾年纔能蓋出來呢？所以一

面，我們需要有恩賜者，在召會中懂得來建造召

會；但另一面，也需要有一些交出來的聖徒。只

有恩賜者，是沒辦法建造召會。需要有更多弟兄

姊妹把自己擺在召會中，接受恩賜者的成全，使

我們人人都有分於那個建造。今天安那翰的會

所，已經在那裏好幾十年了。召會的建造，需要

你我，需要你我受成全。

　我讀一小段以弗所書的生命讀經，李弟兄說，

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卸下我對訓練一事的負

擔，為着召會生活的實行，我們需要接受訓練。

這意思是說，訓練應該加強並提高我們召會生活

的實行；我們還需要更徹底，更完全的訓練。我

的負擔是在一段時間以後，也許是三、四年後。

所有主恢復中的聖徒，都受過充分的訓練。我摸

着『所有』，盼望這個訓練，所有弟兄姊妹都有

分。第二，是『充分』，你受過充分的訓練嗎？

如果沒有，繼續來受訓練。受訓練就是得着基督

豐富的供應，供應到我們裏面，使我們長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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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得裝備，使我們在說話，接觸新人、牧養、傳

福音、教導人的事上都有技巧。

　
二、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

      身體

　以弗所書四章十二節：『為要成全聖徒，目的

是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啟

示神今時代的工作，乃是建造召會成為基督生機

的身體，以作祂團體的彰顯。十六節：『本於祂，

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

其度量而有的功用，…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

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召會是藉所有受成全

的肢體直接建造起來的。因此，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接受成全，成為活的、正常盡功用之基督

生機的肢體，以建造召會完成神的心願。

　真正聖徒的成全必須是在召會中且在這職事之

下，我們都必須清楚看見，今天主正在作一個工

作─成全眾聖徒，直到我們都達到。我們已經看

見，保羅在以弗所四章裏，並沒有把自己歸為另

一類，反而把自己包括在眾聖徒中間。我們，包

括保羅在內，都必須持守着真實並長到基督裏，

直到我們都達到了長成的人。（以弗所書生命讀

經四一篇）

　我們若要與主耶穌一同作王掌權，就需要受訓

練，並且受祂嚴格的管教。僅僅作信徒，不足以

作得勝者與基督一同掌權治理。我們必須受主訓

練並管教，否則，我們怎能管理五座城或十座

城？（國度下冊，四五章）

　路加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七節：『主說，誰是

忠信又精明的管家，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僕從，

按時分糧給他們？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

奴僕就有福了。…』今天，國度是操練，但來世，

國度的實現要成為賞賜。我們必須先受管治，然

後我們纔能管理一些事情。今世是主訓練祂的子

民，豫備祂的君王的時代。我們都必須豫備好。

你是管家，必須學習如何照管主的家。你必須學

習如何受操練，好作王管理。然後當主回來時，

你就要受指派在國度裏管理。那時，諸天之國的

實現就要成為你的賞賜。（國度下冊，四九章）

　
三、區負責弟兄成全訓練、姊妹成全

　為此，在新的一年，盼望主帶領我們一同有分

於召會為着弟兄們和姊妹們系列性的成全訓練，

使我們人人受成全。

　第一，成全的負擔：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使

主興起一代又一代的服事者，來繼續召會的見

證。我們看到神在歷世歷代，都興起祂恢復的行

動，但為甚麼基督的身體到現在還沒有建造起來

呢？因為有剛強的第一代，但是接續的一代在那

裏呢？弟兄姊妹，我們把自己交出來受成全不是

只為着你我個人的成全而已，乃是看見基督身體

要能彀建造起來，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見證。所

以我們要把自己交在訓練的手裏。

　第二面，成全的內容，這個時間非常重要。弟

兄的成全，在每個月的第二週晚上 7:00~9:00 。
（但二月仍是晚上 7:30 開始），要好好禱告，把

時間奉獻出來。姊妹的成全，在每個月的第三週

下午 3:30~5:30，弟兄們為着使姊妹受成全，弟兄

們需要拿起負擔把家裏的小孩看好，並為姊妹豫

備晚餐，讓姊妹們能安心的接受成全，在身體的

水流裏一同往前。成全的內容包含七方面：在心

志上，得加強；在真理啟示上，被構成；在神人

生活操練上，立下根基；在事奉上，被成全；在

身體生活上，配搭盡功用；在新約職事上，有建

造藍圖；在性格上，作主合用器皿。

　這成全有一個關鍵，非常的重要，關鍵的是要

有訓，更要有練。訓練是一個月一次，兩個小時，

但是如何訓練成為我們的構成呢？需要一個月

內，每一天二十四小時進到訓練執行的負擔裏。

所以盼望我們各個大區的小區，都以活力排的方

式，進到成全訓練裏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

同伴，一同來奔跑賽程，一同接受成全。願主祝

福。我們要點燃福音熱火，交出接受成全。

　　     －禱告聚會信息－

2017 年全召會主要負擔

一、社區福音節期：（4/10~4/30）

1. 三週至少出來一次，最好每週至少出來一次。

2. 福音節期後，有三分之一聖徒週週出訪。

二、成全訓練
1. 弟兄：每月第二個主日，19:00~21:00
　　  　（2/12 為 19:30 ～ 21:30）

2.　姊妹：每月第三個主日，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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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 詩歌 695 首
　　　　一　救主為我死，何等的奇妙！我本該定罪，祂使我逍遙；

　　　　　　祂再三的說：人若是信靠，已經出死入生！

　　　（副）真福音，真福音，你們快來聽！真福音，真福音，基督已講明：

　　　　　    人若肯相信神兒子的名，已經出死入生！

　　　　二　一切的虧欠，祂替我還清；一切的污穢，祂替我洗淨；

　　　　　　祂特意的說：人若信祂名，已經出死入生！

　　　　三　我雖滿罪惡，我能信祂名；我雖極輭弱，我能受祂靈；

　　　　　　朋友，這真是何等的榮幸！已經出死入生！

　　　　四　我雖頂不堪，我不肯生疑；到祂那裏的，祂永不絕棄；

　　　　　　凡是信祂的，都當時常記：已經出死入生！

聖經經節
　　來二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為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約五2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遠的生命，不至於受審判，

　　　　　　乃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信息選讀

　壹　人人需面對死的問題
　不管你願不願意想它，它總不讓你躲過。你可以一時逃避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遲早要叫你不

得不想到它，不得不題到它。你也可以說你不怕死，但是不管你怕不怕死，死總要臨到你。你怕死，

死要臨到你，你不怕死，死也要臨到你。『死』真是一個頑強的敵人。我們既不能逃避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正對這個問題來看一下。

　貳　人天天和死越來越近

　朋友，你如果仔細想一下，就會覺得死的勢力是時時刻刻在威脅着你。就是你身體很健康，沒有

一點病痛，你也確有把握絕沒有甚麼意外的事會臨到你，也許你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但是你若肯

想一想，你要發現這的確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多活一天，就少了一天！多活一個月，就少了一

個月！多活一年，就少了一年！就算你能活到一百歲，你也是多活一天就少了一天。

　叁　死終要臨到

　從前在臺北動物園裏面養了兩條大錦蛇，管理的人把幾隻雞和天竺鼠放在錦蛇的籠內，給牠們作

食物。錦蛇餓了，就將雞纏住，把牠活吞下去。觀看的人都覺得驚心動魄，不忍卒睹。但何等希奇！

那些其餘的雞、鼠，仍是若無其事的在那裏啄食穀粒，好像忘記了那伏在身旁的死敵，曾經吞喫了

牠們的同伴，不久也要同樣把牠們擄去作食物了。

　朋友！你歎息這些雞、鼠的無知麼？但你曾否覺得你和牠們也是同樣的可憐？死亡伏在你的周圍，

天天把人吞喫去。你曾否看見有千千萬萬的人從你身旁倒下去，死了，其中或有你親愛的父母、親戚、

摯友，而你仍是若無其事，不感覺死的威脅、死的可怕呢？當你去殯儀館參加喪禮的時候，當你看

見馬路上送葬的行列奏着哀樂，從你身旁經過的時候，你怎能無動於衷！你有否想到或許就是明天，

這死的難題也要臨到你身上呢？

　肆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死

　死，到底是從那裏來的？為甚麼我們要死呢？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聖經裏告訴我們說：『罪的

工價乃是死。』（羅六 23。）這是說，死是罪的結局。又說：『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來二

14。）可見死有一個主使者，就是魔鬼。聖經裏並且告訴我們：『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

接受救恩　出死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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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審判。』（九 27。）我們因為犯了罪，不僅有肉身的死，還有靈魂的死，就是聖經裏所說第二

次的死：『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虛謊的，

他們的分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啟二十一 8。）朋友，第一次的死是一個事

實，第二次的死也是一個事實。不僅身體要死，並且靈魂也要死 — 死在火湖裏。哦，朋友，靈魂死

在火湖裏是何等嚴肅的事！

 
　伍　出死入生

　但是感謝神，滿了慈愛的神，已經藉着主耶穌的死，為我們解決了這個難題。主耶穌是神的兒子，

祂沒有罪，本不該受死的痛苦，但神卻將『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五十三 6。）當主

耶穌上十字架時，死亡也追祂到十字架上。但是，死並沒有勝過祂！死在祂身上完全失敗。因為主

耶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了。現在，死的權勢已被踐踏在祂的腳下，赦罪的恩典卻賜給一切信祂的人。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不僅解決了我們的罪，並且祂『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死的力量雖然厲害，但是它的根源 — 罪和魔鬼 — 神已經藉着主耶穌的死替我們解決了。今天，

你可以接受神的救恩而出死入生，你也可以拒絕神的恩典而留在死裏作俘虜。現在的問題是在乎你

揀選那一邊：是揀選死亡的一邊，或是生命的一邊？你若不要主耶穌，就不能逃脫死的權勢，自然

死就變成你最後的結局。你有一天離開世界的時候，死就伴着你的靈魂下火湖。但是，你若接受神

的救恩，心裏相信主耶穌作你的救主，就能叫你出死入生。（恩言）

　　    －小排福饗宴－

　28 歲那年我結婚，但在 31 歲時，先生就因肝

癌過世。那時我們信的是某個佛教團體，說是葬

禮不能哭。在我先生的葬禮除了不能哭，之後還

得每天念經，念了至少 5000 ～ 10000 遍，當時

孩子只有三歲。

　因要養活孩子，於是我跟孩子單身北上台南工

作。一直到他國小五年級，他得了莫名的怪病。

那時我幾乎快崩潰了，帶去給醫生看，醫生說

要打鎮靜劑。我爸爸是信道教的，也幫我問了神

明。那時候因為孩子的問題，我幾乎沒辦法上

班，整個人處於崩潰的邊緣，只能把事情告訴我

的朋友和學姊。後來有一位學姊知道我的困境，

因她本身也有學習障礙的孩子，她就帶我去她老

師的家裏，說那裏有聚會要我們去，我就帶着我

的孩子去。到了小排，他們就迫切為我的孩子禱

告，希望神可以醫治我的孩子。在小排裏因他們

的禱告，我的心得了很大的安慰。

　後來，因為他們小排的家離我們醫院很遠，他

們輾轉告訴我就近找弟兄姊妹，他們就帶我到孫

弟兄的家。那時候孩子的病情還沒得到醫治，我

到孫弟兄的家，弟兄姊妹也是迫切為我孩子的病

禱告。我自己是醫護人員，我相信科學，但是經

過他們的禱告之後，我跟孩子的心都得到安慰，

我的孩子也慢慢的好轉，情緒也安撫了下來。之

　　    　－得救見證－

一位護理師的見證－苦難原是祝福

後醫生就慢慢的把他的藥物調降下來，這時神蹟

竟然出現，我的孩子得到了醫治。

　去了小排聚會以後，那個氣氛，同心合意的禱

告，讓我決定要信主，遷入這個國度。我是在

2008 年得救，兩年後 2010 年我兒子也得救了。

我和孩子就很有負擔，希望公公婆婆也能得救。

他們每天都燒香拜拜，搞得家裏烏煙瘴氣，空氣

非常不好，牆壁也都燻黑了，而且還是沒有平安。

因為公公婆婆的身體非常不好，長期住院，我和

孩子就把握機會，在他們住院的時候，我自己帶

着 CD 和福音單張，在醫院向公公還有小姑傳福

音，唱詩歌給他們聽。公公看到我的轉變，終於

在 2014 年也得救了。

　有一天小姑的先生在打籃球，一不小心整個人

就跌倒了。顱內出血緊急送醫。在送醫的過程裏，

我公公趕快聯絡弟兄姊妹，大家都跑到醫院來為

他們禱告。那時候我小姑很受感動，連醫生也跟

我小姑說，『我也是基督徒。』同一年 8 月，小

姑和她先生很受感動，都受浸得救。

　感謝主，我的患難都成了祝福。我的公公婆婆、

小姑全家人都信主了。就在今年 1 月 21 日我的

父母親也在弟兄姊妹的探望和福音的見證中，轉

向主一同受浸得救了。阿利路亞 ! 我們全家得救

了 !（602 區　李麗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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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進度：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四十九至五十一篇，利未記第十八至二十二章。

經文事實

　利未記的第三段，乃是說到關於生活的條例。（利十一～二二。）首先，從利未記第十一至十五

章啟示，我們若要過這樣聖別的生活，需要避免被飲食（利十一）、生產（利十二）、痲瘋（利

十三 ~ 十四）和漏症（利十五）等四項不潔的事物所玷污和敗壞。十一至十五章暴露我們的光景，

十六章向我們陳明遮罪，十七章帶給我們寶貴基督的身位並祂救贖的工作。接着，十八至二十章論

到神聖別子民的聖別生活。這將我們帶到二十一至二十二章，論到為着祭司職分的聖別生活和享受

聖物時該有的聖別。

　本週我們來看關於生活條例的最後一個段落，論到神聖別子民的聖別生活。這幾章強調神的子民

要聖別，因為祂是聖別的。『你們要聖別，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別的。』（利十九 2。）『所

以你們要使自己成聖，成為聖別，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二十 7。）『你們要聖別歸我，

因為我耶和華是聖別的；我已經把你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歸我。』（利二十 26。）要聖別，因為神

是聖別的，表徵要照着神的聖別行事，過聖別的生活。

　為着使神聖別子民過聖別生活，一面我們需要獻平安祭的祭牲給耶和華，我們應當顧到享受基督

作我們的平安祭。另一面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該避免任何的攙雜。利未記十九章十九節舉了三個攙

雜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牲畜繁殖不可攙雜。這表徵生命不可攙雜；凡憑神生命活着的，就不可憑

肉體活着。一面憑神活着，另一面憑肉體活着，就是攙雜。這樣的攙雜不蒙神悅納。第二個例子是

撒種不可攙雜。這表徵話語的供應不可攙雜。你在供應神話語時，不該攙雜世俗的話語。第三個例

子是衣料不可攙雜。這表徵我們的行為不可攙雜；活在新約生命裏的人，就不該憑舊約的規條活着；

屬於主的人，就不該按着外邦人的風俗生活。

　十八至二十章所啟示這聖別的生活，而這樣的聖別生活乃是為着第二十一章的祭司職任和第

二十二章享受聖物時該有的聖別。我們要曉得，每一位神的子民都是祭司，這是很重要的。不僅僅

神子民中的一班人是祭司，乃是所有神的子民，都該是祭司。聖別子民的聖別生活乃是為着祭司職

任。我們都該彀資格擔任祭司職任，並獻上聖別的祭物，以蒙神的悅納。( 利未記生命讀經，四九至

五一篇。)

 利未記生命讀經導讀(十七 ) 聖別子民的聖別生活 -

脫去舊生活，穿上新生活

　　  　　 －生命讀經－

　  －新人介紹－

受浸名單
101 林慧如、張瓊文 102 李昆霖 105 尹嘉銘 107
譚永呈 111 葉承恩 301 黃幼莉 311 陳柏豪 404 蘇

玟英 411 蔡秀桂 511 何惟恩 602 李朝鳳、李陳金

里 603 陳玟絢 802 陳姿伶 901 楊銪醇、黃國智

1001 王繼珍 1102 王謝春花 1202 張睿恩 1401 蘇

麗玟 1404 李澤辰 1601 王唐寶香、林加文、王泳

順 1602 倪仕典、林芳安、黃柏穎、林志潔、許

慶鴻、蕭雅珠、王佩馨（共 32 位新人）。

信而受浸　必然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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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痲瘋可能在人身上、在衣服上並在房屋裏。痲

瘋表徵罪，罪就是背叛，而背叛就是撒但。在第

四十四篇裏，我們看見房屋裏的痲瘋表徵召會中

的罪惡，這很題醒我們，召會本來是神聖的，怎

麼會成為罪惡的呢？就是當召會的光景不正常

時，神就叫召會中顯出痲瘋的罪來，我們也無法

享受神在祂救恩裏所應許的一切福分。我摸着對

付房屋裏的痲瘋，無法藉着討論或爭論而得着醫

治，我們不僅是為別人或整個局面禱告，更該多

為自己禱告，叫我們能把一些出於基督的新事物

帶進召會生活中，使眾肢體藉着對基督有新的經

歷，能有新的起頭，這會成為患病之召會生活的

拯救。

　而在染病房子裏躺着的、喫東西的，都要洗淨

衣服。表徵在患病的召會中，沒有積極參與召會

的事奉及只享受供應的人，也需要藉着洗滌來潔

淨他們的行事為人。真是求主憐憫我們每一位，

叫我們中間沒有人是躺着的或是只顧喫的，而是

更多將出於基督的豐富供應給祂的召會。（701
區　羅楊少妤姊妹）

　神希望與就近祂的人交談，且與祂的子民相

會，但難處乃是祂的子民犯了罪，行了許多干犯

祂誡命的事。當人來到神前，卻刻有十條誡命的

法版，指出就近神的人所犯的一切罪。我們這些

生來就是不潔、傳染人、污穢人的，是無法就近

這位潔淨、聖別並公義的神，並與祂交談，所以

我們需要遮罪！

　遮罪原文是遮蓋，約櫃裏十條誡命的法版，需

要遮蓋。只有當十條誡命受到遮蓋，我們與神之

間的情形纔能平息。在舊約裏只能遮蓋人的罪，

在新約裏則需要藉着基督的血，纔得以除去人的

罪。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這裏

的罪乃是罪性和罪行的總和）。讚美主！罪不再

只是遮蓋，乃是除去了我們的罪，這就是救贖！

  雖然主耶穌在十架上除去罪，成功了完全的救

贖，但我們這些罪人全然是不潔，是患痲瘋的，

不是全然為着神的。所以我們還需要獻上贖罪祭

和燔祭，基督是贖罪祭，也是燔祭。

　亞倫進入至聖所，所穿戴的這些麻布衣服，表

徵一個親近神的人，必須以基督作他的公義和聖

別，好遮蓋他的全人，並彰顯基督。亞倫要在水

裏洗身，然後穿上聖服。這表徵人必須對付自己，

然後穿上基督作他的遮蓋、公義、聖別。所以我

們穿戴基督作我們的內袍、褲子、裹腰巾和祭司

帽，這樣我們就有基督作我們全人的遮蓋，得以

彰顯基督。

　每天早晨來到神面前，都需要獻上基督作燔祭

及贖罪祭，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不是完全且絕對

為着神的，生活中我們還是會犯罪，但我們憑這

旨意，藉耶穌基督一次永遠的獻上身體，就得以

聖別（來十 10），並且穿戴基督作我們的公義及

聖別，使我們彰顯基督以完成神的經綸。（902
區　唐雅馨姊妹） 

　 －心得分享－

 利未記生命讀經心得分享－哦！不再只是遮罪，乃是潔除

　記得剛得救時，對傳福音並沒有特別的負擔，

只覺得是要很屬靈纔有辦法去作的事情。直到第

一次參加青職特會因着一首詩歌，被主在地上的

行動定準，而在主面前有了一個簡單的禱告，『渴

慕成為揚帆起行的西布倫』，渴慕能將對主的享

受傳給世人，讓人認識這位充滿愛且活的神。當

時雖然有這樣的奉獻，但卻還沒有真正撥出時間

外出傳福音，直到最近小排弟兄姊妹的邀約，有

了同伴纔敢一同前往。

　感謝主，祂是垂聽禱告的神，也看重我們在祂

面前微小的奉獻。在過程中祂親自來成就，使我

享受祂到一個地步能自然地將生命流通並漫溢出

來，主也豫備同伴在我左右，使我常常被激勵，

能一同奔跑這屬天的賽程。（301 區　林意蓉姊

妹）

　  －傳福音－

神看重我們微小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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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1. 晨興聖言「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第 3 週。「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五期：聖經中的　

　　     四個人，基督的四重彰顯，爭戰的中心－人。

　　 2. 禱告聚會「本期週訊」第 2 ～ 4 頁，劃線部份。

       3. 2/5 主日「真理課程」三級卷一第三課下半。

　   4. 書報追求「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 7~8 篇，「利未記生命讀經」第 49 ～ 51 篇。

　 5. 背經進度「以弗所書」主題及弗 3:1 ～ 3
 弗 3:1      因這緣故，我這為你們外邦人作基督耶穌囚犯的保羅，為你們祈求─  

弗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着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弗 3:3      就是照着啟示使我知道這奧祕，正如我前面畧畧寫過的， 

Eph 3:1    For this cause I Paul, the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on behalf of you, the Gentiles -- 
Eph 3:2    If indeed you have heard of the stewardship of the grace of God which was given to me for
                 you,    
Eph 3:3   That by revelation the mystery was made known to me, as I have written previously in
                 brief, 

(1) 起居

規律

(2) 晨晨復興 (3) 定時禱告 (4) 追求真理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讀經進度（兩年讀經新舊約一遍） 禱讀經節

02/05( 主日 ) 口伯 42:1-17 口林後 1:1-4  口林後 1:3
02/06( 週一 ) 口詩 1:1-6 口林後 1:5-14  口林後 1:9 下

02/07( 週二 ) 口詩 2:1-3:8 口林後 1:15-22  口林後 1:20
02/08( 週三 ) 口詩 4:1-6:10 口林後 1:23-2:11  口林後 1:24
02/09( 週四 ) 口詩 7:1-8:9 口林後 2:12-17  口林後 2:17
02/10( 週五 ) 口詩 9:1-10:18 口林後 3:1-6  口林後 3:6
02/11( 週六 ) 口詩 11:1-15:5 口林後 3:7-11  口林後 3:9

(5) 正常聚會
(6) 接觸人

(7) 受浸人位
(8) 聖別用度

　 開活力家傳福音 家聚會 守望代禱 牧養對象

   
02/05( 主日 )  口為主申言

 口禱告聚會

 口小排聚會

 口專項事奉

 口書報追求    
 （每週兩篇）      
 口書報分享

口聖別理財
口全家親子
口讀經小組

02/06( 週一 )
02/07( 週二 )
02/08( 週三 )
02/09( 週四 )
02/10( 週五 )
02/11( 週六 )

　 －新書簡介－

 　職事文摘－第一卷第五期與二○一六年冬季訓練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對照表
篇號 篇名 相對應之職事文摘內容 出處

1 神的異象以及神定旨和祂心願的揭示

啟示與異象
以色列的守望者－以西結
出於神的事奉

真理 1
真理 2
事奉 1

2 正常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風、雲、火、金銀合金 基督徒一生的屬靈故事－風雲火金 生命 1

3 四活物

聖經中的四個人
基督的四重彰顯
爭戰的中心－人

真理 3
真理 4
生命 2

4 四活物的配搭
召會生活中正確的配搭
需要十字架

事奉 2
事奉 3

5 鷹翅、人手和牛腿 基督徒生活的彰顯（一）鷹翅
基督徒生活的彰顯（二）人手、牛腿

生命 3
生命 4

6 高而可畏的輪子

高而可畏的輪子－神在人裏的行動
在禱告裏禱告
禱告與主合作，執行祂的行動
滿了眼睛且有多方輪子的事奉

真理 5
生命 5
事奉 4
事奉 5



             2017.02.05 10

 全地
　法國：周永分弟兄夫婦－校園傳福音所接觸的福音朋友，受浸成為常存果子。

   德國：當地聖徒及全時間訓練學員聖經發送及傳福音，興起阿拉伯語、波斯語聖徒成為同工。

  全台
  全台同工訓練：2/14~16全台同工訓練，在中調中心舉行。與會者異象得更新，從主領受負擔。
　全台青年得一萬：全召會全力得青職，使召會年輕化，看重青年人得成全 。

 台南市召會
    週週出訪：建立福家架構、養成生養習慣，聖徒週週出外接觸人傳福音，餧養新人家聚會。

    月月福饗宴：每個小排月月傳福音，人人盡功用，邀約福音朋友參加。

　弟兄及姊妹成全：渴慕受成全，團體進入信息，在生活中實際操練，成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

　青職：今年得人目標250人，青職、社區各得一半。參加弟兄、姊妹成全，成為事奉的中幹。

    大專：大專期初特會，靈裏焚燒，再被挑旺；2/20~3/10大專福音節期，得着平安之子。 

  青少年：青少年寒假操練與同伴晨興晚禱，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

  兒童：參加兒童家庭相調成全聖徒及福音朋友，持續參加兒童排，並盡功用傳揚福音。

    －代禱事項－ 

 ＊2017年召會人數目標－主日：2160人，禱告：754人，小排：1762人，出訪：552人，得人：受浸830人。

  －報告事項－
  全召會姊妹成全　時間：2/19（主日）15:30~17:30，地點：裕忠路會所。由青年照顧區                                     

　　　　　　　　　　   配搭服事（一大區：場地佈置，五大區：招待，八、十五大區：整潔）。

  大區　一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7（二）20:00，地點：青年路會所一樓。　

       十四大區集中禱告聚會　時間：2/7（二）20:00，地點：新營區會所。　 

 春季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
　一、時間：第一梯次：4/13~15（四 ~ 六）中午止。※ 鼓勵優先報名第一梯次（備有遊覽車）。

　　　            第二梯次：4/16~18（主日 ~ 二）中午止。第三梯次：4/20~22（四 ~ 六）中午止。

　二、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三、報名：報名費 1200 元、交通車費 500 元，請於 2/12 前向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日間追求班
　日期：3/2（四）8:55~11:30，地點：裕忠路會所。費用：每人 300 元。請向賴錦富弟兄報名繳費。

　青職
　青職事奉相調聚會 時間：2/11（六）9:00~12:00，地點：古堡街會所。請向服事者報名。

　青職相調特會 時間：3/25~26（六 ~ 主日），地點：墾丁及龍坑生態保護區，恆春挪亞之家。

    大專
  期初特會　時間：2/17~19（五～主日），地點：阿里山、中部相調中心。 
  畢業聖徒輔導園 時間：4/1（六）至 4/3（一）18:00，地點：澎湖馬公。

青少年期初特會　時間：2/19（主日）9:3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備有午餐（每人 60 元）。   

    海外聖徒來訪　日本札幌召會　日期：2/15~21，由大專組接待。

  書報文字網頁電器交通　時間：2/6（一）19:20，地點：裕忠路會所中會場。

  安息聚會　
 （801 區）陸張翠霞姊妹　時間：2/6（一）9:3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澤廳。

 （602 區）李陳金里姊妹（李麗蘭姊妹的母親）
時間：2/11（六）13:00，地點：屏東縣新園鄉鹽洲路 393 號。

（1102 區）羅黃玉蓮姊妹（羅庚卿弟兄的母親）
時間：2/11（六）10:00，地點：台南市立殯儀館懷澤廳。

全召會以弗所書第二章背經會考
　會考時間：2/12（主日），地點：各小區。範圍：以弗所書主題及第二章經文。請各小區於 2/6（

    一）前與執事室確認考試人數，兒童背經進度和會考時間，與全召會同步實施。

　一○五年度個人奉獻收據開立登記
　請按各小區登記需開立一○五年奉獻收據之身分證字號（不需具名），並於 3/6（一）前交至執

　 事室（紙本、電郵或傳真皆可），預計 3/19（主日）登記區別發至各區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