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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聖徒踴躍參加主日初信成全
這次的新人成全聚會，對新人而言實在是大好

脫將來的審判。但我們基督徒的罪已得赦免，藉

的福音！以往在主日聚會時，因新人還未受成

著享受神、與神配合、讓神作到我們裏面，使我

全，所以在各區區聚會時，對所追求的信息常有

們成為神團體的彰顯。這需要我們裏面有看見

接不上聽不懂的情形發生，實在虧欠，也難為了

（啟示）
，觀念有更新（心思更新而變化）
，知道

新人。雖然目前現在全台有非常好的初信成全聚

如何享受神，而使人生有意義，以完成神永遠的

會，但內容分為三期，後續的晨興餵養較難落

定旨。所以新人需要受成全。

實，到主日，接不上聽不懂的情形仍然存在。雖

新人成全的內容

然過去新竹有舉辦了四期新人成全，也有後續晨

一、讓新人有啟示有異象，看見我們有榮耀的

興餵養，之後，因著四大專項的推動，中斷了此

盼望，看見神永遠的心意，看見神如何達成祂的

項成全，致使我們去年得救人數多過前年，但留

心意，神現今正在作甚麼，…。

下來過召會生活的人數卻遠不如前年。經過多方

二、學習並操練如何藉著呼求主名、禱告、讀

尋求，弟兄們一致決定，恢復該項成全訓練。

經、禱讀主話、晨興、唱詩、傳福音…建立享受

將信徒獻上給神的三步

神的生活；如何藉著聚會、看望、相調、配搭事

在羅馬書神的福音結晶讀經中（第十二篇）說

奉…過甜美的召會生活。

到保羅是一個勤奮的福音祭司，把帶得救的外邦

三、藉著認識”神的經綸”等高峰真理所使用

人當作祭物獻給神。一般我們帶人得救大概到此

的專有名詞及其涵意，使初信者在主日聚會時，

為止，我們就很滿足了。但保羅不停在這裏，他

聽得懂接得上主日的信息。

要「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靈裏得以聖別，可

弟兄們非常看重這次的主日新人成全，特別安

蒙悅納。」換句話說，他要藉著餵養、牧養供應

排各大組的弟兄們一同配搭操練話語的職事。教

生命，使初信者在生命裏長大；並勸各人將身體

材內容選自是福音書房所出的『初信讀本』
（一）

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成為身體上

（二）冊。為期八週。從四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

盡功用的活肢體；且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

每主日有擘餅聚會，有一篇信息，後續有初信讀

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裏成熟的獻上。這就

本的晨興聖言供晨興使用。每兩位新人至少有一

是「在聖靈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這也就是

位陪晨興者（母羊）參加。資格：凡覺得有需要

職事信息所說的，將信徒獻上給神的三步。

的都可參加。

新人需要成全
基督徒的一生與一般世人不同。我們是滿有榮
耀的盼望，世人則沒有基督、沒有神、沒有盼望。
世人裏面沒有平安，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行善以逃

召會生活應以得人為導向。全召會需要起來得
人（尤其是青年人）、留人、成全人。盼望各區
都能抓住機會，儘量鼓勵新人參加。
（黃信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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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的恢復敞開，盼金燈臺早日出現

這次弟兄隊的隊員共有

除了我們 4 位以外，另

四位：黃信雄、洪明凱、

外還有 3 位全時間者來配

王英才、林壯烈。此行主

搭。一位是 Benny 從 Miraj

要目的有二：一是到

來 ， 一 位 是 Samson 從

Mumbai（孟買）加強聖徒，

Bangalore 來，一位是 Dean

並拜訪尋求者；另一是到

chu 鞠 傳 恩 從 Bangalore

Goa 拜訪尋求者，盼望有

來。我們共訪問了 5 處地

金燈台出現。

方及一個在我們中間聚會

我們的行程

的家。

2 月 27 日早上 7:50 從台

在 Panjim 我們住的地

北桃園出發，經過曼谷機場，在等候轉機的 8 小

方，有一位名叫 Tino 的弟兄，他對主有經歷，經

時中間，我們訪問了曼谷召會。他們正追求冬季

營兩間書店，店裏有賣我們出版的書。我們與他

訓練羅馬書中的福音結晶讀經，正好是我們所預

有交通，他表示雖然不能讓整個團體轉過來，卻

備的。我們在那裏有美好的交通。我們在 2 月 27

介紹一位名叫 Geeta 的姊妹及在我們後面的循理

日 22:00 抵達孟買。

會牧師、長老與我們見面。

2 月 28 日，在孟買主日結束，下午飛到 Goa，

Geeta 姊妹先介紹我們到她所認識的聖經研究

然後於 3 月 5 日週五下午飛回孟買，最後於 3 月

院交通，那裏有 16 位青年學員，已經研讀聖經 3

8 日 23:20 飛回台灣，於 3 月 9 日 11:55 抵達桃園

年了。我們在那裏根據聖經交通『神的經綸』與

機場。

「三一神』，院長很認同我們。然後在隔天的下

在孟買

午約我們到她的學校交通（那地方叫 Mapusa）。

第一個主日，由洪明凱弟兄交通「平息處」
，其

她是校長，因傳福音受到印度教的家長反對、逼

他弟兄們配搭分享。孟買的弟兄姊妹們很得供

迫。學校從 2.5 歲到 5 年級約有 100 多位學生。

應，非常喜樂。這次共來了 24 位聖徒。第二個

那天約來了 11 位弟兄姊妹，他們是在基督教團

主日，兵分兩路，洪明凱與王英才弟兄到 Pumbei

體聚會，感覺不滿足。有位弟兄聽了我們交通到

交通『成為得勝者的關鍵—生命之靈的律，為著

『主的恢復』『主恢復的歷史、內容、實行與那

身體的生活』
，那裏主日聚會人數約 18 位；我與

職事』的信息後，說了一句很感動我的話『我們

林壯烈弟兄留在孟買，除了交通『成為得勝者…』

等主等了好久了！』

外，還交通『肉體與靈』及『神福音勤奮的祭司，

循理會的牧師是富勒神學院博士班畢業，長老

以及在神兒子的福音上事奉神』，到會人數約 30

的姑丈是在加拿大的召會聚會，送他一本恢復版

位。他們很得供應，很摸著。

聖經。我們交通到主的恢復，交通很甜美，末了

我們共訪問了 3 個地方的尋求者，都交通得很
喜樂。其中一處是一個已經在過召會生活的青年

送他基督教研究院期刊『We Were Wrong』
，他很
高興地說他會仔細看。

人，他提出三個問題：1、如何經歷十字架，2、

在 Margao—Dharmapur 處有一個家（父母、女

如何經歷基督豐富得供應，3、所學的真理如何

兒）及兩位弟兄的尋求者，他們是天主教背景，

跟召會生活結合在一起。

因不滿足就沒去聚會，他們也有看倪弟兄的書。

在 Goa

就他們的需要，我們簡短的傳福音後就對他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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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主的恢復。他們對主的恢復很敞開，交通後很

現。更願循理會能整個團體轉過來。至於孟買，

喜樂，願意每週有一次在主恢復裏的聚會。

求主祝福，人數大大繁殖擴增！聽說，新德里在

在已過的週三（3 月 10 日）Samson 及 Benny 已

3 個月內受浸約 100 多位聖徒，印度的門藉著禱

經到 Margao 及 Mapusa 分別有一次的後續聚會。

告，向著主的恢復已大大敞開，求主繼續作工繼

求主祝福，甚願不久的將來，這兩地有金燈台出

續祝福！

（黃信雄弟兄）

竹苗區負責弟兄與同工聚會報導

蒙恩見證激勵，得青年負擔繼續
2009 年 3 月 14 日竹苗區集中主日特會結束

藉著弟兄們前去的交通分享，將主恢復的真理向

後，於仁愛會所有三個月一次的竹苗區負責弟兄

他們解開，人是渴慕得著的，願主祝福祂在印度

與同工聚會。與會的弟兄姊妹約有七十位左右，

的見證！

交通的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各地蒙恩見證、開

最後吳有成弟兄也交通到，弟兄們的蒙恩交通

展情形、今年上半年共同行事曆、最後有吳有成

都非常激勵人，下次應在全召會集中主日時與聖

弟兄及林鴻弟兄交通。在各地蒙恩見證中，苗

徒們分享，彼此受鼓勵。有些鄉鎮的召會聚會人

栗、竹縣、竹市皆分別在得青年人的負擔上有見

數在十五人以下，建議能和鄰近的召會合併一起

證的分享。已過弟兄們多是交通一些的數字，這

主日，彼此挑旺，聚會的靈較容易堆加。林鴻弟

次除了報告數字外，更重要的是見證分享蒙恩的

兄則交通到，我們現在的工作，第一就是要注意

情形，尤其在得青年人的事上都有突破。另外新

青年人，第二要注意牧養的工作。以高雄為例，

竹也交通關於學生中心的負擔，及整個改建工程

大專在開學後兩週內立即有密集的福音行動，結

完成的概況。新竹學生中心是大專工作新的里程

束後有福音大會，聚會中，舉目一望，幾乎都是

碑，未來盼望成全更多的核心中幹，並且週週都

青年人，當天受浸了 35 位，一個半小時的聚會

有聚集；而社區也能編組成軍，在飯食或事務的

後，就有一個半小時所謂的知性之旅，向新人分

配搭上擺上一份，盼望每一位青年人都能得成

享我們的信仰、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在各處聚會

全，在召會中盡功用！

的地點，使新人一得救就穩固在召會生活中。而

今年三月開始，有六位台北訓練中心的學員到

我們要得青年人，也要好好整理我們各區的聖徒

頭屋開展，苗栗當地的聖徒非常有負擔，而新竹

名冊，所以弟兄們近來整理出一個參考的數據，

也有聖徒過去配搭，在身體裏一同開展。主也一

主日聚會×1.5 就是一週過召會生活的人數，主日

直為我們開路，使我們有一個大的停車場可以停

聚會×2 就是一年會來主日聚會一次的人數，主日

車，並且當地的居民向著我們也很敞開，幾乎每

聚會×4 就是我們聖徒名冊上的人，主日聚會×8

一週主都將得救的人與我們加在一起。學員們的

就是小區總受浸的人數。我們需要好好檢核我們

開展預計到 5/24 結束，原定 7/11 能有金燈臺的成

的光景，在主面前有尋求，叫我們所得的人能被

立，弟兄們在信心裏宣告，希望能提早到五月。

留下來，並受成全。今年我們仍需要在得一萬青

願我們都能擺上我們的禱告、財務，為著得著五

年的負擔上繼續往前，去年所得的人在今年需要

十位青年人，八個完整的家，使主的見證在頭屋

歸零重新計算，在主面前訂立目標，願主祝福我

輝煌明亮。另外，弟兄們也分享去印度開展的蒙

們結實累累，各區都有突破繁增！

恩，發現有許多尋求者都向主的恢復十分敞開，

(朱魏君妃姊妹)

禱告事項
一、二○一○年上半年各大組四項召會生活人數目
標。請聖徒們為此目標達成多有禱告。
晨午晚興

主日聚會

禱告聚會

排生活目

目標人數

目標人數

目標人數

標人數

一大組
二大組
三大組
四大組

211
150
223
173

324
252
350
244

120
95
136
100

308
267
336
228

合計

757

1170

451

1139

大組

成立青職排以照顧、成全青職聖徒。
六、開家接待青年人：最少能有 100 個家率先操練打
開家接待青年人。
七、學生中心改建工程：日前已完成屋凸三層底板混
凝土澆置及二、三樓砌磚工程；本週預定進行屋
凸三層頂板混凝土澆置，四樓進行砌磚並開始門
窗安裝及外牆粉刷工程。總工程款新台幣 2,500
萬(截至 3/21 止奉獻款為 25,534,095 元，感謝主！
已達成總工程款金額，若有負擔可為著印度訓練
中心蓋造有擺上)
八、印度訓練中心蓋造工程：請為蓋造工程順利代
禱。竹苗區眾召會並為著訓練中心蓋造預計共同
奉獻美金 10 萬元(約新台幣 320 萬元，新竹市召
會奉獻目標為 220 萬元)截至 3/21 止新竹市召會
奉獻款累計為 460,952 元)奉獻款請註明「為印度
訓練中心蓋造」(此奉獻無法開立奉獻證明)。

二、青少年代禱事項：為青少年能建立堅定持續讀聖
經、背聖經的生活代禱。
三、實行樓房上的禱告：最少有 200 位聖徒接受負擔
率先建立三乘十五的禱告小組。
四、成立讀經小組：各大組聖徒能接受負擔週週走出
去，成立讀經小組，陪初信及慕道者讀聖經。
五、成立青職排：為加強青職工作，盼望各大組都能

＊＊＊＊＊＊＊＊＊＊＊＊＊＊＊＊＊＊＊＊＊＊＊＊＊＊＊＊＊＊＊＊＊＊＊＊＊＊＊＊＊＊＊＊＊＊＊＊＊＊＊＊

報告事項
一、竹苗區眾召會區負責成全訓練：此成全分兩次完
成，第一次 4/10(六)及第二次 5/8(六)時間皆為 9:00
～14:30 於仁愛會所舉辦，費用每人 200 元，請
各大組彙整報至執事室並劃撥繳費，報名截止日
期：4/2。(詳閱通啟)
二、春季全台弟兄事奉成全集調：第一梯次
4/15(四)14:00 報到～4/17(六) 中午。第二梯次
4/22(四)14:00 報到～4/24(六)中午於中部相調中
心舉辦。原則上新竹市召會聖徒報名參加第一梯
次。費用每人 1,000 元，歡迎有心事奉之弟兄們
參加。並請於 3/28 前報名並繳費至執事室。
三、主日初信成全：4/18～6/6 起為期八週主日 16:00

新竹市縣眾召會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3 月 15 日 至 2010 年 03 月 21 日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大區
主日聚會

287

198

318

220

禱告聚會

114

66

115

排生活
（人次） 239

179

晨興(（人次） 176

115

學

青
少
年

竹
東

竹
北

湖
口

寶
山

關
西

芎
林

新
豐

新
埔

總
計

1023

110

117

69

94

67

52

15

44

25

15

381

58

353

52

25

24

38

17

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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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本

3/28(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週

4/04(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會

生

活

3/29(一)

3/30(二)

3/31(三)

4/05(一)

禱告事奉聚會
4/06(二)

排聚集
4/07(三)

週
下

～17:45 於仁愛會所舉辦，信息選自「初信讀本」
一二冊中的八個題目，歡迎得救二年以內聖徒或
覺得需要受成全者報名，請於 4/14 前向各區區負
責報名，再匯整至執事室。(詳閱通啟)
四、青職共同追求：為使青職在召會中受成全，四月
份開始，將推動月月讀書樂的負擔。實行方式每月追求一本書報。四月份追求的書報是「愛
神」，請各區統計需求份數，並彙總到書報站統
一訂書。
五、晨興追求材料：4/5(一)起追求 2009 年感恩節特會
信息「時代的禱告」。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雙

週

曆

4/01(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4/08(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4/02(五)

排聚集
4/09(五)

排聚集

4/03(六)
大組核心交通

4/10(六)
大組核心交通
9:00-14:30 竹苗區
眾召會區負責成
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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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十字架，是召會一切難處的解答
九期

從哥林多前書，我們看見在哥林多的信徒，因
著崇尚哲學並屬世的智慧，產生許多的難處。我
們讀此書時，可能會將焦點集中於那些難處。但
我們需要看見，在所有的難處中，這位包羅萬有

的基督，啟示出來作為與哥林多信徒的對比。
另外，我們需要看見，因著基督的輭弱（在人
看來似乎是輭弱）
，祂被釘死，但世人沒有想到，
甚至連造成宇宙中一切難處根源的那一位－撒

的基督被啟示出來，就好像主耶穌在地上盡職
時，外面環境的反對，正好給主機會，來向門徒
們啟示祂自己是醫生、新郎、新衣、新酒、新皮
袋…等多項的豐富。同樣的，當保羅面對哥林多
召會中的許多難處時，他不是去對付難處的本
身，他乃是將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啟示並供應給
他們。
在這卷書的頭兩章，保羅特別強調這位基督，
乃是釘十字架的基督。原因為何？因為哥林多信

但自己，也萬萬沒有想到，基督的釘十字架竟了
結了宇宙中所有的難處（罪性、罪行、死、撒但、
肉體、舊造、舊人）。這給我們一個啟示，今天
我們如何解決召會生活中的難處，如何平息人與
人之間不同的聲音，惟一的辦法，就是藉著十字
架了結所有相關的人。世人解決難處的路，乃是
妥協、協商、談判，但神的路乃是把基督供應給
我們，並藉著十字架了結我們。
我們實在需要把以上所說的，應用在我們的召

徒受了打岔，崇尚哲學並屬世的智慧。他們對屬
靈的事沒有正確的認識，沒有憑神聖的生命活
著，反而按著人的外表來跟隨人，導致他們中間
有偏好，聲音眾多，說不一樣的話，就如：『我
是屬保羅的 ，我是屬 亞波羅的， 我是屬磯 法
的…。』結果就是分裂。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事
實，含示祂甘願接受無理的錯待、受人藐視、被
人棄絕；甚至祂願意被了結、被受造的人所殺。
在舊約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清楚的描繪出這幅圖

會生活、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中。第一、我們必
須丟棄基督以外的一切，而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一
切。因為任何屬世的哲學、或屬人的智慧、人與
人之間天然的偏好，都會造成難處和分裂。第
二、我們必須看見，當我們享受基督時，我們乃
是享受這位釘十字架的基督，這位『無聲』的基
督，結果是我們願意被了結。我們都有類似的經
歷，無論是面對難處或身陷難處當中，許多的解
釋，許多人的辦法，只會叫問題愈來愈麻煩，更

畫。『祂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祂像羊羔被牽
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無聲，祂也是這
樣不開口。』
（7。）面對哥林多信徒中間不同的
聲音，保羅把這樣一位釘十字架的基督，
『無聲』

難解決。但是，我們若願意像基督一樣『輭弱』，
甘願被了結，我們就會經歷，釘十字架的基督是
神的能力，將我們從一切的難處和一切複雜的情
形裏拯救出來。
（胡世傑弟兄）

舊約讀經心得

地的面與神的面

創世記前四章中關於「地」，原文用了三個不
同的字，意義似乎相近，但仍有所不同，特別在

創世記開章第一節，就用到「地」（尋根版字
碼 776）字，神創造諸天與地。而其後造的人，

屬靈上，更精確地說，對人的含意上有區別。我
們讀經時，若稍加留意，或許對神話語背後所含
示的深意，更容易領會。

就生活在天、地之間。天與地對人而言，都有暗
示神心意的隱徵，其中地似乎尤其明顯。這裏所
用的「地」字最普通，全舊約使用二千三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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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意義也單純，就是土地，或用作（物質）

地的面看見或知道神的面了。而這裏「地面」與

世界。這字在舊約中多處的用法，似乎都暗示，
神藉衪創造的地，幫助、供應為祂所愛、所用的
人；當然，當人背叛神、離棄神時，地的功用便
倒過來，成為神懲罰人、對付人的工具或憑藉。
不過到一章後半，神說，地要生出有生命的物，
各從其類（創一 24）後，說到，地上一切爬物
（25），這裏「地上」（尋根版字碼 127）卻是用
另一個字，較少用，舊約出現二百二十一次。然
而，這字有更明確的表徵意義，因其字義為土

「你（神）面」，原文都有「面」字，其意指臉
面，字根意轉動，因此，是臉色，能表露喜、怒、
哀、樂等心裏的感受。據此，更可以坐實該隱的
話洩露地的面就是神的面，或說，神的面是由地
的面反映；換言之，地面對人的情形，如肥沃、
多產或貧瘠、荒涼，正反應神面對人的喜悅、賜
福或忿怒、懲罰。這點也可由比較十四節與十六
節，對該隱而言，地的面就是耶和華的面得印
證。此後，舊約聖經多處豫言，神將用地來懲罰

壤、土地，字源意紅的，與「亞當」的字源相同。
到二章七節，神用地上的塵土塑造人，其中地上
就是此字（127）
，顯然用「紅土」造「紅（指血
色）人」指亞當，泛指人。因此，這字與人（的
身體）有密切關係。而「塵土」
（尋根版字碼 6083）

以色列人，以反映或表達衪的忿恨和不滿。譬
如，神警告以色列人說，「你若不聽從我，……
使你們的天如鐵（不降雨）
，你們的地（776）如
銅（不出產）
。」
（利二六 14，19，20，申二八 15，
23）就今天我們新約聖徒的應用說，我們在地上

也是指土、泥和灰塵、黏土，只用了一百○七次。
此字的屬靈含意最清楚、直接，在人墮落失敗
後，神曾對人說，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三 19）而塵土是地上最多、最普遍的物質。因

的工作或生活(包括服事)，不順遂或環境不順
利，沒有果效、欠缺收成時，不要怨天尤人，更
不要推責給「地不肥沃」；實際上，最可能是因
為我們沒有聽從主的話，沒有遵照主的旨意行。

此，這字用在人身上，暗指人若未得（生命樹的）
「生命」，在神手中毫無用處，也毫無價值。
當人繼續墮落到第四章，人類墮落後的第二
代，也是第一位犯殺人罪的該隱，神咒詛他說：
「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你耕地，地（原文無
此字）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
（四 11，12）注意這裏前面二個「地」，不用一
章一節的「地」（776），反倒是二十五節的「地
（上）」
（127）字；而後一個「地上」卻是地（776）
。

主將衪的不悅，藉地（即地上各面環境）向我們
表白，給我們警告。我們應速速回轉向衪，向主
悔改，尋求衪的心意，並學習全然順服，徹底跟
隨，主必為我們後悔，反藉地為我們效力，給我
們肯定與鼓勵。
上述關於「地」的啟示，還有一個重要的應用，
就是安息年和禧年。利未記二十五章說，在安息
年，地（776）要向耶和華守安息。
（利二五 2，4）
這裏把神創造的地擬人化，而實際上，根據前

這或許暗示，人從地（127）受造的肉體（墮落
後，人的身體成為罪的肉體），將成為人的咒詛
與難處的根源，不再為人效力；而人在神創造的
地（776）上，失去生存的目的和意義而流離漂
蕩（不固定、不紮根）了。較難懂的是該隱的回
答：
「你今日趕逐我離開這地（127）面，以致我
不得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776）
，凡遇
見我的必殺我。」
（四 14）句中「不得見你面」，
原文直譯，從你面隱藏。該隱這話透露他對神話

述，地確是以神為人位的。同樣，在禧年，人要
得自由，各人歸回自己的產業（10）或地業（28）
。
奇怪！不是地業歸人，反倒是人歸地業。若將地
當成神在物質世界的面（有位格的），賜給衪所
喜悅、蒙祂祝福的人，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神每
五十年給人一次機會（人一生平均只有一次），
讓那些過往失敗、走岔、不蒙祝福的人，有機會
重新歸回地所代表的「神的面」，而從頭開始，
從新為人。仔細思考，你我必能摸著其中隱含神

的領會，神既說，他必從這地受咒詛，地也不再
為他效力，神的面就向他隱藏，他也就不能再由

在愛裏，給人更新，表徵「重生」的機會和鼓勵。
阿利路亞！
（董傳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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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教會法律訴訟的親身見證

真相(一)

前言
過去二十多年來，有些基督徒一直對地方教
會在八○年代的訴訟官司有誤會，認為這是李
常受不願意背十字架、違背了哥林多前書第六
章的教訓、去了外邦人的法院控告弟兄，最後
還令被告的組織破產。這個誤會使李常受和地
方教會被扣上了喜好法律訴訟的帽子，並使一
些基督徒不諒解。有些人還以此惡意中傷、汙
衊地方教會。那時我剛剛信主，正好在美國加
州柏克萊的地方教會，並身處這場官司的風暴
中 心 。 最 近 ， 美 國 基 督 教 研 究 院 （ 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 CRI）院長漢尼葛夫（Hank
Hanegraaff）公開認錯，我願意藉這個機會作點
見證，向您介紹地方教會打官司的原因，並陳
述所知道的真相，希望能化解許多基督徒心中
的誤會。
漢尼葛夫於二○○九年十二月基督教研究院
的期刊封面，以大字公開承認『我們錯了！』。
在西方所主導的基督教世界中，打擊異端邪教
的研究院院長竟然公開向兩位中國傳道人認
錯，這的確是一件非常為難的事。但漢尼葛夫
坦白承認：「或許沒有什麼話比『我錯了』更
難啟齒；然而，對一個恪守『真理至上』的事
工而言，願意道出此語，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
而是基本的要求。』對於一個憑著無虧良心行
事為人的基督徒而言，願意面對真理來認錯，
能使他的良心坦然無懼。漢尼葛夫勇於認錯的
心與行動值得尊敬。我也願意藉著這篇見證，
將隱藏在黑暗中的詭詐與誤會，暴露於光中，
使耶穌基督的真理能被高舉、得勝。
得救進入地方教會
我是在一九七五年春，從台灣來到美國念研
究所時信主得救的。起先我對主、對聖經、對
教會的問題都不清楚，因為功課忙碌，沒有太
多的精力與時間去研究。一九七六年八月，我
到了加州大學柏克萊繼續我研究所的學習，帶
我得救的女同學鼓勵我到地方教會中聚會，所
以，當我搬到了柏克萊，我就參加了柏克萊教
會的聚會。

『彎曲心思者』的出版
在一九七七年底，有人給我一本關於邪教的
書，名為『彎曲 心思者』（The Mind Benders），
指出其中有一整章論及李常受與地方教會，他
要我小心。這書的作者史巴斯（Jack Sparks），
是加州柏克萊的基督徒世界解放陣線（後改名
為偽靈剖析會，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的
領導人。他在書中指控地方教會對其成員洗
腦，使用心思控制的伎倆，在地方教會中控制
並惡待會員。但我在地方教會一年多，從來沒
有經歷過這樣的事，為什麼有人會這麼說呢？
次年十一月，在南美由瓊斯（Jim Jones）所帶領
的人民廟堂(People's Temple) 九百多人集體自
殺的事件爆發，史巴斯立即將『彎曲心思者』
更新出版，在緊接著地方教會的一章之後，加
上關於人民廟堂集體自殺的記載，此舉使讀者
對地方教會和人民廟堂的邪教組織產生聯想，
誤認為前者與後者都是同一夥的邪教。
『神人』的出版
就在此時，另一本名為『神人』
（The God-Men）
的書出版了。此書由偽靈剖析會寫成，專門針
對李常受與地方教會，書中對李常受的教導與
地方教會中的實行更是大加指控。一九七九
年，該書經達迪（Neil Duddy）和偽靈剖析會大
幅改編內容，不僅出版英文版，還出版了德文
版。一九八一年由美國 校園團契出版社
（Inter-Varsity Press）再次發行英文版。書中指
控包括：李常受教導教友說謊、欺騙，並以欺
騙的手段引人加入地方教會；並言李常受以「鐵
杖」或「強硬手段」如教皇般的管轄地方教會，
叫會友與地方教會之外的親戚隔離，並與社會
隔離，使教友無法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甚至鼓
勵教會的會友從事不道德的行為，如：強暴、
說謊、欺騙等。
客觀的觀察
當我讀到書中的描述，令我驚訝萬分，因為
書中所指控的，都跟我兩年多來在柏克萊教會
中所看到的、所經歷的完全不一樣。李常受對

聖經的教導，使我更認識人的良心（人的靈之
一部分），幫助我們活出合乎聖經的最高標準
道德。怎麼這些指控會如此離譜呢？教會中的
弟兄姊妹身居社會中各個階層，不僅為人正
常、溫文有禮，他們的家庭也都美滿幸福，他
們的待人接物在在溫暖了我這海外遊子的心。
對我而言，書中所指控的，實在很難跟我所接
觸到的這些善良、熱心助人的弟兄姊妹連在一
起！
可是，因為有自稱辨識邪教之專家的書出來
指責，我還是小心為妙，便警惕起來，以免身
受其害。在聚會中，我觀察周邊上的弟兄姊妹
全神貫注的敬拜主、享受主；他們的一些實行
（如呼求主名和禱讀）雖然新奇，或許在其他
的教會或團契中沒有這麼做；但我發現這些實
行都是聖經裏所題到的，並且歷代也有許多屬
靈的基督徒如此做。在平常生活中，我也觀察
這些地方教會中的信徒是如何來處理、面對問
題並如何待人處事。每次教會中發了李常受的
信息，我都仔細並謹慎的讀，且查考聖經，看
看聖經裏究竟是怎麼說的，李常受所說的與聖
經是否有抵觸？另外，我也買了一些解經書
籍，看一看其他基督徒是如何來解釋聖經，驗
證比較一下。兩三年下來，我發現倪、李兩位
的信息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反而，讀了他
們的信息之後，讓我更得著生命的供應，也更
清楚救恩，並幫助我進入與主的交通中。
地方教會的信徒被嚴重傷害、受逼迫
我的親友知道我信了主，『入了教』，便打
電話來要我小心，以免誤入歧途。這時，我對
地方教會中的實行與教導稍微有了些認識，但
還是小心翼翼，繼續觀察。我開始聽到一些令
人吃驚的消息：因著這兩本書的流行，有些美
國弟兄姊妹們被家人綁走並強迫參加『反洗
腦』，以清除李常受的教導；有些夫婦其中一
方因在地方教會中，另一方受到這兩本書的影
響，而導致婚姻與家庭的破裂；有些信徒只因
為在地方教會中，就被公司開革；有些信徒被
房東與鄰居歧視，沒法租到房子住。這些消息
幾乎每一、兩週都在發生。這時，我已經結婚、

畢業，開始工作，時間與財力也比較寬裕，我
便向主禱告，我要多花點時間好好研讀聖經，
也要認識聖經中許多的真理，例如：三一神、
救主耶穌的身位、祂所賜的救恩、教會……等
等。我不願意因為是妻子帶我信主，我就跟她
去聚會，我要自己搞清楚這些真理。然後，我
才能對這些指控有關的真理部分作出公正的評
論。
尋求溝通，卻完全被拒絕，傷害越來越厲害
在七○年代末了，陸續聽到令人難過的消
息：因為受到這兩本書的惡意攻擊，地方教會
被打成邪教，甚至與人民廟堂並列，弟兄姊妹
因而受到的損害越來越厲害。而帶領的弟兄們
一直照著馬太福音十八章中兄弟之間溝通的方
式，尋求與作者和出版商溝通，以澄清這些誤
會。然而這些弟兄們雖一再努力尋求溝通，但
不僅吃了閉門羹，對方還囂張地繼續出版破壞
力更大的版本。另一方面，其他書籍引用這兩
本書的評論也越來越多，不實的謠言散佈得越
來越廣。幾年下來，因為沒有一個公開的論壇
來澄清這些誤會，坊間的書局也封殺倪柝聲和
李常受的書籍，沒有人能讀到他們所教導的；
反而相信這兩本攻擊倪、李書的人越來越多，
弟兄姊妹所受的損害也如同滾雪球似的越來越
大。每次我向人傳了福音後，就有人拿這兩本
書給我所傳的對象，並警告他們。（甚至直到
今日，這些書籍所造成的傷害還在網路上繼續
傳播，其所造成的傷害繼續增加。）許多弟兄
姊妹的身家安全、工作都受到迫害和威脅，這
些書籍也被翻成另外的文字出版，在台灣和大
陸都有中文版發行。
一九八三年，中國大陸政府根據這兩本含不
實材料的書籍所編寫的材料，作出對李常受職
事錯誤的判決，將李常受與地方教會判為邪
教，而產生了一連串的逼迫，許多地方教會中
的帶領弟兄被關進牢裏，受多年的勞改，甚至
還有幾位因此而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待續)
(王生台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