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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質上拔高量上擴展－為主培育貴重器皿
經過逾一年的帶領與成全，主實在祝福召會中

福音勤奮祭司。四月份，青少年們正在各高國中

的青少年服事，不僅各大組青少年服事者同心合
意，青少年家長們及教職員的關心和扶持日增，
青少年本身也更多被挑旺及成全起來。關於目前
青少年服事的重點，可概分為以下幾面：
基礎屬靈生活習慣的建立
少年人正值身心靈發展階段，他們的悟性需要
得開啟，他們的靈需要被點活。在『用靈與話帶
領少年人』一書中，主的僕人幫助我們：帶領少
年人必須兩面並重，一面供應主的話，啟發他們

校園排積極廣邀同學，學習在校園小排裏傳福
音。五月底段考之後，新竹市召會各大組青少年
區將與社區聖徒合辦外出相調活動，一方面使社
區能一同有份青少年的服事，也使福音朋友能調
進召會這甜美的大家庭中。另外值得一題的，是
為了加強本學期高中校園的開展，已過利用春假
有一次新竹市高中聖徒的相調交通，與會的弟兄
姊妹都被主的愛再次摸著，對校園的福音滿有負
擔，並預計於六月二日及九日（週三）舉辦兩場

的理智，使他們得著真理上的裝備；一面要帶領
他們多禱告、操練靈，使話進入他們的靈裏，而
得著真實的供應。如此，他們才能在主面前有真
實的改變。在已過每週末讀書營後的成全聚會
中，藉著不斷開啟他們看見人的靈的重要，並在
團體中實際地操練，青少年們逐漸脫離原本的個
性和習慣，而在靈中主觀地碰著主自己，並使聚
會滿享靈裏的新鮮與活潑。另一面，為延續已過
寒假特會的負擔，服事者們正幫助他們更普遍地

高中福音真理座談會。盼望藉此有一個好的開
始，使高中校園中福音的火得以被點燃起來。
交接的服事
召會對於下一代的服事應該是接續的，所以如
何對於高中即將升上大學的聖徒有好的「交」，
對小學即將升上國中的聖徒有好的「接」，實是
青年人服事重要的環節。為縮短小六升上國中的
轉換適應，青少年服事者已開始與兒童服事一同
交通研討，盼能補上已往在銜接上的短缺，使現

建立晨（晚）興及讀、背經的生活，使他們成為
因主的話語而喜樂、被聖別的剛強少年人。此
外，更定期藉著主日集中一起，而有專題性的交
通、供應，期使青少年能更紮實地受到屬靈的教
育。
福音的傳揚
為了作主貴重的器皿，青少年應在課業上善盡
本份，將來才能讓所學在復活裏為主使用。然
而，在對我們下一代的培育上，福音的負擔也該

有正常聚會 的兒童能 與高國中 聖 徒建造在 一
起，並進一步把在兒童排中的朋友們帶進召會生
活中。此外，在六月底將會有小五、六的福音聚
會，盼望在他們剛畢業時，就能藉著國中哥哥姊
姊們的幫助，預備自己進入新的環境，並穩固地
調在各國中校園排裏。
「所有服事者都知道，少年工作是相當有前途
的。他們現在十五歲，再過十年是二十五歲，就
會相當有用。二十五歲的人再過十年是三十五

趁著年幼作到他們裏面，使他們在這個人人只顧
自己的大環境中，成為一班關心人、愛人靈魂的

歲，就可以在召會中當長老了。這個前途是無可
限量的。」（用話與靈帶領少年人，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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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青少年的服事今年除了加強「質」的拔高
外，更需注重「量」的增加。盼望能藉著聖徒們
背後堅定持續的禱告，及家長、教職員們更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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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配搭，使召會中的青少年能蒙保守並被建立
成為神殿中的柱子，作校園中福音的大使，作與
神同工、轉移時代的貴重器皿！（陶建霖弟兄）

印度之行-竹苗姊妹團紀實

姊妹集調無國界，召會蒙恩為全地
3 月 24 日，在弟兄姊妹的
代禱及祝福中，我們一行七人
---苗栗邱振琦夫婦、盧永豐夫

結，及姊妹們的緊密配搭，
及兩位弟兄的用靈翻譯（翻
成英文，再翻成當地母

婦、竹縣的美月、惠華和小
子，踏上了為期 13 天的印南
之行。此行主要是參加當地幾
處的姊妹集調，並和她們分享
召會生活的實行。
首站抵達印南的清奈已是深夜，亞伯拉罕弟兄
及另二位弟兄已在機場外殷殷等候，並為我們招
呼扛抬行李，使我們備感弟兄相愛之情。
第二天一早，往南飛到 TCR，這是印度最南端

語），感謝主，印度姊妹們
都有很好的分享。
這次與會的姊妹，都是很
有心願的，有許多是在其他
團體聚會多年無所得，而來
尋求真理的人，內中不乏大學教授、校長、醫
生……，聽她們的分享，就知道她們對真理的渴
慕和執著；也有一些姊妹，雖然教育程度不是很
高，但她們單純愛主，樂意跟隨主的分享也叫人

的機場，時正中午，已感受到炎炎烈日焦灼的威
力。跟一路陪伴我們的鞠傳恩弟兄會合後，即趕
赴這次印南姊妹特會的 Tirunelvali。這次特會是
南部二十幾處召會的姊妹集調，為期三天，有八
堂聚會，參加人數約有一百左右。在印度，女人
都非常傳統，很少拋頭露面，能來參加特會，都
是出了很大代價來的。有的姊妹是坐了十幾小時
的車、有的是坐了整夜火車，還有很多姊妹是帶
著孩子來的，他們的單純渴慕，在在令人感動。

動容。我發現印度的姊妹思路極為清楚，她們的
分享都能抓住主的話，言及重點，作很好的回應
和宣告。
接著，沿著南印度，我們訪問了三處召會：
Kanniyakumarl、Kanyagumaly 和 TVM 召會，因停
留時間較短，我們是以相調的方式來交通，當地
弟兄姊妹的單純和愛主，也給我們深刻的印象。
像 Kanniyakumarl 召會，開家的弟兄是一位開三輪
計程車的司機，他每月收入有限，我們請他去一

因正值暑假，故這次特會是租一所天主教學校作
為會場及食宿之用，各處姊妹來在一起，也正可
以相調交通。
這次姊妹特會，印度方面希望我們能交通四篇
信息及分享見證：1、姊妹的事奉 2、姊妹在事奉
上的學習 3、蒙頭的問題 4、對神有用的生命。
上午是信息的交通分享，下午則是專題交通，分
享我們在召會生活中的實行，諸如：呼求主名、

家有冷氣的小餐廳吃炒飯、炒麵，這都是他沒有
過的享受，卻願租 2000 盧比的房子，為的就是
家打開來服事主，願主記念祝福他愛主的心，也
祝福當地的召會。
30 日夜，我們飛到 Pune，這是中西部的城市，
人口有 400 萬，這城裡有 4 家聖徒。這次的姊妹
聚會是租一所聖經書院來聚會及食宿，共有 22
位來自三處的姊妹參加。兩天五堂的聚會，白天

晨興、禱告、禱讀、兒童工作、神人家庭……；
這須視姊妹們的需要，作調整或加強。對我們這

天氣燠熱，約有 36、37 度，卻沒有缺席的，沒
有喊累的，人人竭力進入及分享。有一位 82 歲

些一向聽信息、接受傳輸慣了的姊妹來說，現在
竟要多方預備內容，分享經歷，對我們也是極大
的成全。藉著邱弟兄的打頭陣，盧弟兄的作總

的姊妹，曾是印度馬哈地文的教師，她聚會時認
真做筆記，她的筆記洋洋灑灑，字跡工整有序，
毫無紊亂塗改，我們雖然看不懂，卻被她認真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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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態度折服。也有一位姊妹分享，因為她的皮
膚黑，每次他看到皮膚白的人，心中就覺得跟對
方的距離好遠好遠，但她看到我們，卻覺得好親
好近，就像一家人一樣，她說在神的家中就是不
一樣！
4 月 2 日，我們飛回清奈；3 日，坐了三個多
小時的車來到 Pondicherry，這是一個才成立一年
的召會，大部分都是新蒙恩或剛來到主恢復的姊
妹，在場的約有 20 位，我們實在寶愛她們。因

下午共有四堂聚會。清奈是印度第四大城，人口
一千萬，也是主恢復在印度的發源地，目前主日
有 500 位聚會，弟兄們宣告到 2012 年要有 20 倍
的繁增，開展主的國度。我們也交通到要操練
靈、活力同伴、接觸人、藉兒童排得人的負擔，
希望福音能深入到校園、年輕人、甚至印度教人
的中間，得著渴慕尋求真理的人，使主的福音大
大開展！
據ㄧ位姊妹分享，因印度的女性生活都以家庭

有感於她們需要基礎的屬靈操練，我們就做這方
面的分享及見證，兩堂聚會的傳輸及操練，希望
能讓他們知道：操練靈是我們一生要學的功課，
也是生命長大的必經之路。
4 月 4 日，在清奈有 36 位姊妹報名參加姊妹特
會，內中有一些年輕及新蒙恩的，召會特別租了
一所學校的冷氣會議室作為聚會之用，在此上、

為重，極為保守，她們看到我們千里迢迢來到印
度，和她們分享主恢復召會的豐富和實行，讓她
們大開眼界，原來姊妹是可以這樣過召會生活
的，這對她們來說是極大的震撼和開啟。此行擴
大了我們的眼界，除了給我們本身極大的成全，
也給我們看見，我們的蒙恩不只為自己、為本
地，也是為了全地！
（黃伍稚英姊妹）

書報導讀

用話與靈帶領青少年人

少年人正值身心靈發展階段，他們的頭腦需要
得開啟，他們的靈需要被
點活。因此，帶領少年人
必須兩面並重，一面要供
應主的話，啟發他們的理
智，使他們得著真理的裝
備；一面要帶他們多禱
告，操練靈，使話進入他
們的靈裏，而得著真實的
供應。如此，他們纔能在
主面前有真實的改變。
行傳六章四節說，我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並
盡話語的職事。使徒們的事奉是平衡的，他們不
只講道盡話語的職事，更是堅定持續的禱告。我
們服事少年人，也當守住這個平衡的原則，要給
他們屬靈的知識（話），也要給他們屬靈的生命
（靈）。二者沒有先後，乃是相互平衡的。
本 書 係 李 常 受 弟 兄 於一 九 六 一 年 三 月 至 九
月，在臺北帶領青少年服事者，以及一九五九年
七月至八月，在香港帶領青年特會，所釋放的信
息集成。前者十二篇，後者二篇，全書共十四篇，

其中第一至二篇原講於同一堂聚會，按內容編為
二篇。
◎目錄
第一篇

知識與生命並重的帶領

第二篇

屬靈知識的教導（一）—基督的神性

第三篇

屬靈生命的帶領（一）—神的創造與神是
生命

第四篇

屬靈知識的教導（二）—基督與萬有

第五篇

屬靈生命的帶領（二）—人的墮落和人的
重生

第六篇

服事者需要操練靈以及為主說話的技術

第七篇

屬靈知識的教導（三）—基督的成為肉體

第八篇

帶領人認識主是話又是靈

第九篇

倚靠靈為神作工，藉禱告盡話語的職事

第十篇

帶領人用靈化禱聖經

第十一篇 屬靈生命的帶領（三）—認識十字架
第十二篇 屬靈生命的帶領（四）—十字架的應用
第十三篇 合於聖經並合於聖靈
第十四篇 話是神的出來，靈是神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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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組

晨午晚興
目標人數

主日聚會
目標人數

禱告聚會
目標人數

排生活目
標人數

一大組
二大組
三大組
四大組
合計

211
150
223
173
757

324
252
350
244
1170

120
95
136
100
451

308
267
336
228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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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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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學生中心五樓砌磚及門
窗框架安裝已完成；本週預定進行外牆水泥打底
粉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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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止新竹市召會奉
獻款累計為 7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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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月份各高國中校園排福音
聚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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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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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4/18～6/6 起為期八週主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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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彙整至執事室。(詳閱通啟)
二、青少年專題交通：一、二大組青少年於
4/18(日)9:00-12:00 假仁愛會所二樓併主日擘餅針
對青少年交友問題有專題交通，請家長鼓勵兒女
踴躍參加。(午餐自理)
三、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4/20(二)19:30 全召會
集中禱告事奉聚會於仁愛會所。
四、竹苗區姊妹聚會：4/24(六)19:30 於仁愛會所，歡
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五、青職聖徒外出相調：4/30(五)～5/1(六)至南庄相
調。費用：每人 1,000 元(包含住宿、早餐、中餐)
名額：60 人。對象：青職聖徒。請儘速向執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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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繳費(以繳費為準)(詳閱通啟)。
六、全時間訓練秋季班呼召聚會：5/1(六)8:30～09:00
報到，09:00～10:00 參觀訓練中心，10:00～12:00
呼召聚會暨座談交通(午餐自理)。請於 4/25 前向
滕以勳弟兄報名 tengmatt@gmail.com 。
七、兒童排展覽特會(歡樂成長園):5/1(六)9:30～11:50
於仁愛會所舉辦，請家長善用邀請卡陪同並鼓勵
兒童廣邀福音朋友及兒童與會，受邀之小朋友及
邀請者(小朋友)可獲精美紀念品。各兒童排須事
先向各大組兒童窗口報名擬展覽之內容，每排展
覽時間四分鐘為限，報名截止：4/25。
八、竹苗區眾召會區負責成全訓練(二)：5/8(六) 9:00
～14:30 於仁愛會所。
九、夏季結晶讀經訓練：6/28～7/3 於美國安那翰水流
職事站園區舉行。報名費用 5,000 元，書房團總
費用 51,000 元。截止日期：4/27(詳閱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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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主日聚會人數更正為：1000 人

4/11(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4/12(一)

4/13(二)

4/14(三)

4/19(一)

禱告事奉聚會
4/20(二)

排聚集
4/21(三)

週
下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4/18(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擴大負責弟 19:30全召會集中
兄交通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4/15(四)
4/16(五)
9:00 年長聖徒聚 全台弟兄成全2
會。竹苗區聖徒追
求暫停一次
全台弟兄成全1
排聚集
排聚集
4/22(四)
4/23(五)
年長聖徒聚外出相
調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排聚集

4/17(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弟兄成全3

4/24(六)
大組核心交通
19;30 竹苗區姊妹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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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行事為人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配(二)
九期

在生活上
有些弟兄姊妹在召會生活上，在服事上都很長
進，但在家庭生活，在職業生活上卻不那麼聯於
主，完全靠自己在過生活，所以就有所謂的兩套

（指在虛妄的心思裏行事為人），而把心思置於
靈，讓調和的靈藉著所學的真理（耶穌身上是實
際者，耶穌的榜樣、模型）進來更新我們的心思，
然後憑著基督復活的生命（不是靠天然的生命）

生活、三套生活的話出來。但保羅給我們看見，
我們行事為人要與所蒙的呼召相配，不只在服事
上，也在生活上。
一、基本的原則
學了基督，在生活樣式上脫去舊人，穿上新

活出基督（新人），就是穿上新人。因新人是團
體的，所以所活出的基督，應該包含弟兄姊妹彼
此之間廢掉冤仇、彼此相愛的一面。
耶穌在地上的生活，滿足神公義、聖別、榮耀
的要求，即祂的生活有實際的義和聖。耶穌在地

人。我們是滿有盼望的基督徒，不要再像外邦人
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為人。心思的虛妄是指
沒有神的心思，與神旨意無關的心思，其所思念
的都是虛妄的事，都是空虛、無益、墮落的事。

上是過無罪的生活，這對人是對的；祂對神也是
對的。因祂生在律法以下，滿了八天祂母親給祂
行割禮，按摩西的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祂母親帶
祂上耶路撒冷把祂獻給主。當祂出來盡職時，祂

他們的悟性在神的事上就昏暗了。因著他們對於
神的事上缺少認知，甚至拒絕知道，也因著他們
心裏剛硬，便與神的生命隔絕了。因而導致他們
良心的感覺喪盡，就貪行種種污穢，心思置於肉
體的結果也是這樣。
耶穌在地上所過敬虔的神人生活乃是真實、實
際。耶穌在生活中總是在神裏面，同著神、為著
神行事。神是在祂的生活中，祂與神是一，這就
是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我們以前聽過這樣的信

來到約翰這裏，照著神對新約聖徒事奉所定的道
路，埋葬自己憑神事奉，受他的浸，盡全般的義。
祂在末了三年半盡職時，從自己不能作甚麼，不
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父的意思（約五 30）…。
祂所經過路程、時刻都是照著父的引領（約四
4）。祂全然是為著神（來十 5～7），在地位上是
聖別的；祂每次的說話、行事都讓父神經過祂的
人性說出來、行出來，使祂的人性被拔高，有神
聖的性情作到祂人性的裏面。所以在生命性情上

息，且在祂裏面蒙了開啟，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
實際者（指生活的榜樣）受過教導，即學了真理。
就當在生活樣式上脫去（棄絕）舊人的生活習慣

是聖的。可見在耶穌身上有實際的義和聖，新人
就是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造的。(代續)
(黃信雄弟兄)

舊約讀經心得

約伯家教的探究

約伯這人完全且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這
是約伯記作者對他的評語（伯一 1）
，也是神對他
的肯定（一 8，二 3）
。隨後記下他生了七（表徵
今世或工作的完全）個兒子和三（表徵經綸的神
性和復活）個女兒。總共十個兒女，正是「十全
十美」
，印證他外在的「完全」
。接著又記下他的
家產豐富，並說他在東方人中為至大。
關於約伯如何教導兒女，一章四和五節的簡要

記載，或可看出一些端倪。由四節看，約伯的兒
女應己成年，分開居住，兒子們應都相當富裕，
才能按著各人的日子，在個人家中設擺筵席。各
人的日子似乎不是神定的節期，因為當時可能尚
未定節期，那就是世俗的記念日，如生日，結婚
記念日或一些傳統、習俗的日子。這顯示，要不
是約伯沒有教導兒女們，不然，就是當時對聖別
還沒有完整的認識，不過確定己有「聖別」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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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念（5）
。兒子們打發僕人去，請他們的三個姊妹
來，一同吃飯。這一面顯示約伯的兒子、女兒們
彼此和睦、相愛；另一面他們沒有邀請父母參
加，或許表示他們與父母住得不近，也可能父母
有事不克參加，或對他們的筵客有意見。接下去
五節說，筵席過後，約伯就打發人去，使他們分
別為聖；他清早起來，按著他們眾人的數目獻燔
祭；因為約伯說，說不定我兒子犯罪，心中咒詛
了神。這隱約說出，約伯對兒女在敬畏神的事上
並無把握，所以他常常這樣行。本節也明白顯示
約伯教導兒女的方法與態度。從此記載看，約伯
事先曉得兒女們聚餐的事，也知道何時結束，但
他不在事先提醒他們要分別為聖，卻在事後派僕
人為之，十分耐人尋味，是因尊重兒女不想過分
干涉，或鼓勵他們相愛聚餐，但仍藉機教導他們
要分別為聖，不要被世俗玷污，不得而知。不過
就這事對成年兒女的教導來說，約伯該是個盡
責、正直的父親。
約伯清早起來，為兒女們獻燔祭這事另外給我
們幾面的啟示：首先，作父母的每日清早在神面
前關心、記念自己的兒女這事上，約伯確實給我
們作了好的榜樣；然而，對已長大且分開居住的
兒女，作父親的沒把握兒女們不犯罪，心中不咒
詛神，只得替他們獻祭，好求神赧免，也給我們
一些感覺。一面來說這樣作，是年長聖徒，尤其
兒女長大不在身邊的弟兄姊妹唯一能作的；但另
一面也提醒我們，該在孩子們年幼還在眼前、身
邊時，就近教導他們自已愛神、尋求神、事奉神，
等他們長大、獨立了，也能像父母一樣敬畏神，
遠離惡事，至少自己會獻祭，不必老父親擔心代
獻。事實上，由後文大風吹倒房屋壓死他們看，
或許約伯的這些兒女都不是義人，所以未蒙神特
別保守，像保守他們的父親，在撒但全力迫害下
還存留他的性命（二 6）
。這給我們很大的警惕，
許多終生愛主、勞苦服事主的僕人，他一生照顧
了許多聖徒，開展了無處的召會，卻疏忽教養自
己的兒女，晚年不論多麼急切為兒女儆醒禱告，
總無從挽回兒女遠離神、得罪神的事實，留下遺
憾和不幸的結局。
當約伯知悉兒女慘死後的表現，有點令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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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似乎沒有一般人失子喪女的錐心之痛，只在
他說，
「賜給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一
21）的名句中聞出一絲感傷與遺憾。在接下來，
他與友人冗長的對話中，也幾乎未曾提及兒女
們，勉強算有關係的，只在二十九章，約伯講到，
願我的景況如從前…時，提到「我的兒女都環繞
我」（二九 5）。不過在比勒達開導約伯的話中，
有一句話似乎在暗示或提醒他，就是「你的兒女
若得罪祂，祂就任憑他們受自己過犯的掌握。」
（八 4）在告訴約伯，兒女遭災受害是因他們自
己得罪神，不該怪罪約伯。
關於兒女的記載並未結束，到末了一章，神再
賜還給他七個兒子和三個女兒，未按其他物質的
東西，神是加倍的給他（四二 10）。這或許含示
生命是不能用「量」來衡量的，「七」和「三」
的屬靈含意，才是兒女生命的實際內涵。更有趣
的是，原來較關心，也看重兒子的約伯（一 5），
如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變得重視女兒過
於兒子，不單只為女兒起名，並使她們在弟兄中
得產業。這顯然在當時是十分不尋常的，才會特
別記一筆。不過經上既未敘明約伯改變的原委，
我們只得就新約的啟示和神的經綸，試著推敲可
能的原因。第一、約伯經過這次試煉、對付和辯
論，得著了一個基本的啟示：他原本所建立且自
義的，完全是憑自己的肉體和天然，也就是舊造
「男人的生命」。然而神卻要剝奪、銷毀它，不
是因為他原以為的善惡、對錯等原因，而是因為
神要他看見並承認自己的軟弱、不堪、不行而全
然依靠神、順服神、跟隨神，這就是憑「女人的
生命」在神前生活。因此約伯領會兒子所表徵的
（天然）男人生命，對神是無用的，只配被剝奪、
被銷毀、被殺死：然而女兒所代表女人的生命卻
不同，那是神要的（但需經苦難、對付而變化），
或許老祖宗傳下來關於「女人的後裔」
（創三 15）
的豫言也有助於他得開啟。第二、約伯應已深切
體會，他過往全然活在魂裏，所以遭受那麼多的
痛苦、自怨自艾，完全因為他對靈的無知，不會
用靈與神交通，更不懂操練靈享受神豐富，活在
靈裏隨從神行動。因此在為女兒取名字時，特意
將老大叫作「耶米瑪」
，意「鴿子」
，豫表聖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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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2）。他想暗示人生必須由靈入門，人的價值
在於靈，人要遇見神、認識神，乃至於得著神，
都必須有靈－人的靈和神的靈。接著他為次女取
名「基洗亞」
，意「香肉桂」
，豫表死的甜美與功
效。約伯似乎明白要活靈，必須捨棄己，喪失魂，
接受死的對付與功效。最後他給小女兒取名「基
連哈樸」，意「銻盒」－古時女子的化妝盒，含
示人對付己、接受死的對付而活在靈裏，必定盼
望今日用靈妝飾自己（彼前三 4）
，預備那日迎見
神。神似乎也印證了他這心願，因為在那全地，
都找不著像他女兒這樣貌美的婦女。由約伯替三
位女兒所取的名字看來，他必定對人生的意義和
神的經綸已有相當的瞭解。第三、約伯使他女兒
在弟兄中得產業。這與西羅非哈五個女兒的事例
（民二七 1～11）不同，她們因為沒有兄弟，才

對地方教會法律訴訟的親身見證

向神和摩西請求，分得父家的產業；而約伯卻是
有七個兒子，還主動分產業給女兒，這除了表示
約伯把女兒當兒子看待外，也透露他可能已得了
啟示知道，柔細、甜美、順從的人性將被變化、
提升到新造裏，與神性調和並建造成為一體，就
是「新耶路撒冷」，是神人終極的所在（結四八
35）和永遠的產業。
從約伯的經歷我們可領悟，當人受了對付，得
著啟示後不僅自己有變化，對兒女的看法、態度
和教導都有極大的不同，這不是外面作法的改
變，而是裏面構成變化的自然流露，我們應當效
法約伯，自己先有靈裏的開啟與變化，再求神帶
領、幫助自己，合適地教導兒女，使兒女們得神
保守，討神喜悅。
（董傳義弟兄）

真相(三)

地方教會謹守聖經的教訓尋求溝通
在這兩件訴訟案之後，有一個更詭詐的謠言
流傳著，說地方教會試圖用法律行為來封住批
評者的口。然而我多年來在其中可以見證：地
方教會一直謹守著聖經的教訓，從不以法律訴
訟作為威脅。弟兄們都是多面的尋求與對方溝
通，此原則從未改變。水流職事站（李常受的
資訊出版社）發言人克裏斯•懷爾德（Chris
Wilde）說： 『當我們注意到某些出版品報導
的與實際情況完全不合時，我們就依據聖經的
教訓予以勸告，並與我們的弟兄有接觸，以圖
消除誤解。訴訟絕不是我們最先的回應和願
望。』
基督教研究院（CRI）的公開道歉
最近，美國基督教研究院公開認錯，承認他
們在七十年代早期對地方教會進行的評估是錯
誤的。基督教研究院院長在詳盡研究之後公開
承認說，『我們第一手研究的結果，一言以蔽
之，就是「我們錯了！」』
七十年代初期（比前述兩本邪惡的書之出版
的時間更早），基督教研究院曾與巴莎迪諾夫
婦（Bob &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
作，對地方教會進行評估。期後，巴莎迪諾夫

婦在兩本小冊裏描繪李常受的教訓介於背道和
異端之間，基督教研究院當時的主持人馬丁在
《新邪教》一書中也對李常受的神學提出嚴峻
的批評。其他研究人員便開始將邪教的標籤貼
在地方教會上，並指稱該運動不僅是神學上的
異端，更會對人的心理、對社會造成傷害，甚
至引起犯罪的行為。這些研究的結果成了日後
許多錯誤資訊的來源，成為許多指控地方教會
為「邪教」者所引用的根據。基督教研究院承
認：『我們極具批評性的評估，日後被許多評
論所參照並引用』，他們當時的評估結果『竟
成了日後錯誤資訊的主要來源。』
基督教研究院態度轉變的原因
因著願意與地方教會敞開溝通，基督教研究
院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基督教研究院雜誌
的主編米勒（Elliot Miller）見證在二○○三年他
們開始接受地方教會的邀請，就著信仰展開對
話。他說，『隨後幾年，我們發現自己對他們
某些教導有極大的誤解。』在這六年對話中，
基督教研究院和巴莎迪諾夫婦願意溝通的態
度，以及地方教會樂意把所有相關的數據提
供，都使他們能全面地對地方教會作出研究和

評估。這次，他們不僅在美國，更遠赴中國大

上是忠信的團體。在其中，你的子女能夠培養

陸、南韓和英國，收集第一手資料。他們甚至
審慎地評估數以百計的書籍文章、教會檔、影
音紀錄和法庭檔案。這次的研究與三十多年前
的評估在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藉著這樣全面
詳盡的研究，他們便發現他們對地方教會某些
教導有極大的誤解。
以往的批判採取先入為主的看法，僅抓住一
些與傳統神學不同的發表字句，便隨便或故意
地斷章取義，草率判斷，將地方教會描述為『有

出真實基督徒的忠誠和成熟。』
富勒神學院的公開聲明
不僅這幾位研究異端邪教的專家作了這樣的
研究，連美國著名的神學院也願意與地方教會
有敞開的溝通並研究。二○○四年，富勒神學
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也與地方教會
帶領弟兄展開一次廣泛且審慎的檢視和評估。
富勒神學院提到雙方的對話：『誠懇、敞開、
坦率，且毫無保留。』經過數年審閱之後，他
們發表一份公開聲明，其結論為：『地方教會
及其成員的教訓與實行，在每一基本面，均體
現出純正、合乎歷史並合乎聖經的基督徒信
仰。』他們在報告中指出：『某些圈子的人對
倪柝聲與李常受教訓之理解，與兩人著作中的
實際教訓，有極大的差異。』
香港的蘇穎智牧師的聲明
這些差異仍然存在，我誠摯地相信，地方教
會的帶領弟兄樂意與這些仍然持有不同看法的
人對話，以尋求基督徒的溝通。就如香港的蘇
穎智牧師多年來一直指責李常受講基督是受造
物，是與亞流異端和耶和華見證人同類的。但
當他與地方教會的弟兄們有足夠的溝通後，他
在二○○八年十一月發表了鄭重聲明，承認地
方教會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懇求
為了真理的緣故，希望藉著這幾位願意溝通
的專家所作的結論，並這篇見證能幫助一些對
這事還存有誤會的主內弟兄撇下成見，歡迎您
與我們溝通。在神的兒女間，真正唯一的仇敵
乃是那惡者，他從起初就是說謊的，也是說謊
者的父（約 8:44）。它最邪惡狡猾的伎倆還非
來自罪、世界，乃是利用神兒女的熱忱，包裝
在『替天行道』的義憤裏；在神兒女中散播謊
言，以掀起仇恨、撕裂合一，使基督身體的建
造不能達成。但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主耶穌所要
得到的教會。求主在這黑暗末世，發出祂真理
的亮光，照亮所有被謊言蒙蔽的角落，以父神
賜給我們主內弟兄的生命與愛，一同見證基督
的身體是不能被仇敵所破壞、撕裂的。(完)
(王生台弟兄)

類似邪教的特徵』。這種草率的斷言卻竟又被
有心之士一再引用，成為羅織地方教會罪名的
根據。這些錯誤的評估一再地被引用，使日後
對地方教會的批評都陷入一種以謊言堆加的惡
性循環裏，對一些跟隨正統信仰的信徒造成嚴
重的傷害。在遠東有無數在地方教會聚會的信
徒因這些錯誤而遭受逼迫。當米勒和巴莎迪諾
往遠東訪問研究時，就分別遇了一些因這些錯
誤而被判囚十七年和二十四年的弟兄，他們都
誠摯地向這些曾經被囚的弟兄們道歉說：『我
錯了！』米勒在公開的道歉中也承認：『我們
幾度前往遠東訪問之後終於認清，此一運動乃
代表神在該區域及關鍵的工作，而我們以及其
中西方反邪教工作者所發表的評論，已對其造
成了嚴重的阻撓。』
巴莎迪諾道出她的心得：『我們所作第一次
有限的調查，是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年
間；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有機會全新地、徹
底地重新調查並評估地方教會的教訓和實行，
包括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教訓。我可以取得該運
動所有的印刷和錄音材料。我也能接觸任何成
員，不論是新進的，或是已服事地方教會數十
年的領頭弟兄。我進行了審慎、透徹的研究，
長達數月之久。我深信，如今我有一個更好、
更準確、更全面的根據，來作以下結論：此運
動確為一基督教運動，其教訓和實行全屬正統
基督教範疇。她特別對父母作出以下承諾：『地
方教會是正當的、在神學上是正統的、在屬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