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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信息的篇題清楚說出神在約伯身上的

目的。許多人研讀約伯記，都很同情約伯所遭

受的苦難和患難，甚至加入了約伯和他朋友們

的討論，但仍然無法得到約伯記裏重大問題的

滿意答案。許多人常問：『為甚麼我的生活這

麼困難？為甚麼這世上有患難和苦難？』在約

伯記裏，如果我們藉着神聖之光的照耀，得着

從神而來屬靈的啓示，看見從天上來的異象，

我們就會有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本篇信息的負

擔，是要我們根據神的經綸和祂純全的旨意，

認識神的目的，並且有一種內裏的反應。盼望

神憐憫我們，帶我們進到一個更新、更深的渴

望裏，就是渴望成為神人，過神人的生活。 

約伯記一章一節説，『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

約伯；這人完全且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約伯是一個好人，彰顯自己的完全、正直和純

全。他在積極一面敬畏神，在消極一面遠離惡

事。約伯在他 的完全、正直和純 全上所達 到

的，全是虛空，並沒有完成神的定旨，也沒有

滿足神的願望；因此，神對約伯有愛的關切

（一6〜8，二1〜3）。惟有神知道約伯有一個需

要─他裏面沒有神；因此，神要約伯得着祂好

彰顯祂，以完成祂的定旨。 

神的目的是要使約伯成為屬神的人，充滿

了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成為神的豐滿，好在

基督裏彰顯神。這樣一個按着神的經綸由神所

構成的人，絕不會受任何難處和問題所困惑，

以致咒詛自己的生日，寧願死不願活。神在約

伯身上施行剝奪和銷毀，好將他拆毀，使神能

有一個根據和一條路，用神自己重建約伯，使

他成為神人，在神的屬性上彰顯祂。 

基督的成為肉體，產生了一位神人。這位

神人過屬人的生活，滿有神聖的生命為其內

容。主耶穌這位神人兼有兩種素質─神聖的素

質和屬人的素質。祂旣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

的人。祂在地上生活，不是憑祂屬人的生命，

乃是憑神聖的生命。祂在地上的日子，一直否 

 

 

認己，背起十字架，使祂能活神，有神聖的屬

性成為人性的美德而彰顯神；這是第一個神人

作為原型的生活。 

起初聖經説到這位神人；這位神人藉着祂

的復活被複製為許多神人，因而產生新的一

代；這新的一類乃是神人類。這位神人主耶

穌，乃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裏，為要產生許多子

粒作祂的複製。這位神人複製的第一步，乃是

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靈裏，由是靈的基督，以祂

神聖的生命和性情所重生。複製的第二步，我

們需要在我們的魂裏被是靈的基督變化，以祂

神聖的屬性拔高、加強、豐富、並充滿我們人

性的美德，使祂在我們的人性裏得着彰顯。我

們需要看見，我們乃是神人，神人類，神的複

製。我們想到自己是神人，認識且領悟自己是

誰，會使我們在日常的經歷中有革命性的改

變。 

基督的神人生活將祂構成一個原型，使祂

在我們裏面得着複製，並再次活在我們這些神

人裏面。因此，我們需要過神人的生活。這就

是説，我們應當過與主耶穌所過同一種的生

活。第一，我們需要照着主的神人生活模型─

被釘死而活，好使神 在人性裏 得着彰顯。第

二，我們需要否認己，藉着耶穌基督之靈全備

的供應模成基督的死，並顯大祂。第三，我們

必須拒絕自我修養，並且定罪建立天然的人。

第四，我們必須憑着那靈而活，不該讓主以外

的任何事物充滿並佔有我們。 

腓立比一章二十一節上半的基督乃是二章

五至八節的神人；因此，活基督就是藉着耶穌

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這位神人。當我們向祂

敞開，愛祂，渴慕與祂聯結為一，我們裏面就

天天被祂充滿、被祂據有。這樣我們所活出來

的，就是神性的榮耀和人性的美德。這是何等

榮耀，何等美好，何等甜美的生活。 

             (柯得光弟兄/ 摘錄桃園市召會週訊) 

◆全召會負擔交通◆ 

神在約伯身上的目的－好人成為神人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與專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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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次的特會，我很寶貝『神是我的食

物，成為我的享受！』詩歌586首說『主阿，我

心我靈又渴又飢，今來就你，求你給我供給；我

所需要乃是你的自己，作我生命供應，作我能

力。』當我們覺得乾渴、空虛時，沒有什麼事物

能使我們滿足。弟兄說到，當我們把一件事當作

我們的享受時，這件事物就會成為我們的滿足，

但是外面的滿足和快樂都是暫時的，每當到了節

期的末日，就會覺得人生真是虛空的虛空。主在

約翰福音6章35節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

這裏來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

渴。』只有主自己這位活的人位才是我們真正的

滿足。求主賜給我們飢渴慕義的靈，使我們能天

天堅定持續的喫主作我們的真食物，喝主作我們

的真活水，以祂為我們的享受和滿足。 

                                          (花蓮 郭新佳姊妹) 

這次特會我很摸着『神成為我的享受』。因

着才剛升上高一，生活、課業上還不太適應，有

許多的壓力，但卻很少親近主。這次的特會弟兄

教導我們如何操練靈呼求主名，我非常的享受，

特別是忘我式的呼求，呼求到忘記旁邊有人，只

聽到同伴的阿們，被主充滿，非常的釋放。盼望

這樣的操練享受也能在生活中繼續實行。 

(花蓮 趙愛真姊妹)   

以弗所書5章18節：『不要醉酒，醉酒使人

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呼求主名的操練真 

 

 

的很喜樂，雖然操練到喉嚨痛、聲音沙啞，但是

大家還是竭力操練，直到被聖靈充滿、滿溢出

來，非常受感動。                    (花蓮 田得婕姊妹)  

此次青少年特會我很摸着提摩太後書2章22

節說，『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

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我們

應該要把時間分別出來給神，用來追求主話、花

時間與神交通，全心過召會生活，脫離世界的霸

佔。另外也要傳福音給親友、同學，帶他們回到

神的家中，過召會生活，使他們也有機會成為得

勝者。                                       (吉安 張可安姊妹)  

感謝主!使我在特會中與弟兄姊妹一同操練

靈、享受主的話。平常很少有機會操練靈，所以

當回到靈中享受從深處的呼求，整個人都活起來

了。在呼求主名的事上，我還需要更多操練，藉

着不同的呼求方式，從深處碰着神，靠着主的話

勝過肉體、勝過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我的日常生

活中最缺乏的是禱告，我需要將大小事都帶到神

面前，尋求祂，並從祂得着供應。我摸着耶利米

書15章16節：『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

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

喜快樂。』神的話就是我們最豐富的供應，也是

我們最需要的；我們要享受神這生命的活糧，神

的話要成為我們生活的供備。我願意在生活中操

練常常呼求主名、禱讀主話，並把時間分別出來

歸給主。                                   (壽豐 呂美地姊妹)  

2021年宜花青少年寒假特會見證 

呼求主名(二) 

 

 

繼去年12月的青職相調，以及今年2月初的
相調後，可以看見相調與交通是使召會生活的各
環各節成為一的路。青職服事組也盼望能在這個
點上更加深入，不僅是青職之間有交通，青職聖
徒也能調進各區各專項，以實現區區作青職的目
標，因此3月我們便以『家的相調』作為新起

頭。 
『神經綸中的家』是3月3日陳洵弟兄在花

蓮特會的主題，對青職（無論成家或未成家）的
聖徒尤其重要，我們都需要看見『家』在神經綸
中的重要性。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此僅列舉五項
要點： 

一、家－神聖經綸中神分賜的單位 
二、家－過召會生活，進入方舟的單位 
三、家－神救恩的單位 

 
 

 
四、家－過節歡樂的單位 
五、家－事奉神的單位 

3月11日的花蓮青職成全，也將在這個水流
中更往前去。我們一同來看神的話需要與『家』
調和為一。有真理的解開，也有各家蒙恩見證的
分享，見證神的話如何調進我們的家中。這不是

一種或許多種的方法，而是藉此我們都能好好尋
求，在我們各自的家中，神的話如何能更主觀的
調進來，成為我們真實的經歷。 

鼓勵聖徒們有分於這兩場聚集，也請為這
兩次的聚集代禱，盼望參加的聖徒不只是獲得客
觀的道理，更有主觀的摸着。青職的蒙恩，也就
是身體的蒙恩。願主祝福祂在花蓮青職這一專項
的帶領。  

                                           (花蓮青職服事組) 

◆青職專項交通◆ 

青職上半年的目標與方向 



 

 

◆各會所交通與報告代禱事項◆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5evEcHRK9Dqj9ytJ7  

並於3/8(一)前將費用繳給鄭朱君姊妹(0926-661351) 

6.財務交通： 
新城召會新會所預定於4月份交屋，總價640萬元 
，目前仍需320萬元整，由全召會聖徒扶持奉獻， 
原則上每單位為1萬元整，期盼每位聖徒照著個人 
的度量均能蒙此恩典，在禱告中記念。目前奉獻 
款累計618,800元。 

7.一會所招待值班服事交通： 
為顧及一會所下午時段之門禁安全，盼望有意願 
的聖徒報名值班服事。服事的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下午13:00~15:00及15:00~17:00兩班。請向林俊玨弟 
兄報名(0920-591456)。 

8.請為參加壯年班及延伸訓練的聖徒代禱： 
2021年春季班學員：彭昭堂、黃陳玉燕、 

陳鄭彩仙、高趙晨光 
延伸訓練學員：游振鳴、王稜雅 

9.聖徒安息： 
北美崙二區李對師母(鄭李月雲姊妹的母親)已於 
2/16晚間八點安息主懷，在世享年98歲。 

10.新人照顧交通： 
灰庭承宏弟兄、黃奕緯弟兄(三會所青少年)。請為 
新人成為常存的果子代禱。(本季受浸位8新人) 

● 宜花東眾召會－ 
1.花蓮縣真理共同追求： 
時間/地點：2/23(二)09:00~11:30，一會所統花二樓 
內容：(1)李常受文集1965年第二冊(P.3~P.76) 

『各種信息及交通記錄』1~7章 
(2)牧養心得、新路研討 

2.縱谷四處召會相調交通： 
時間/地點：2/27(六)18:00，光復召會 

3.花蓮縣眾召會特別聚會： 
主題：神經綸中的家 
負擔：為健全聖徒們的家，成為享受神救恩及事 

奉神的單位。 
時間/地點：3/3(三)19:30，花蓮一會所 
特邀陳洵弟兄前來交通，鼓勵聖徒們踴躍參加 

4.2021年春季宜花東日間班成全訓練開訓： 
時間/地點： 3/4(四)上午 08:30~11:30，花蓮一會所 
內容：詩歌(按譜學唱)、聖經本文追求(加拉太 

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 )、新路實行－ 
見證與硏討、初信造就中冊。 

註：(1)3/4開訓當天將邀請陳洵弟兄前來授課。 
(2)請聖徒預備兩本書：『初信造就中冊』、 

『牧養主的羊』。 
(3)尚未報名繳費的聖徒請盡速於開訓之前完 

成繳費，以利各項服事的進行。 

 ● 全台眾召會－ 
1.2021年春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錄影)訓練： 
時間： 4/18(日)13:30 報到~4/20(二) 
地點：中部相調中心 
費用： 3800 元(含食宿及訓練費) 
請於 3/15(一)前向陳慧如姊妹報名(0921-124446) 

 
 

● 各會所交通事項－ 
一會所： 

1.分區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地點：2/23(二)19:30，各分區地點 

二會所： 

1.分區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地點：2/23(二)20:00，各分區地點 

2.二會所用餐相調暨福音見證聚會： 
時間/地點：2/27(六)18:00~20:00，二會所 
主持短講：民政、民勤區 
見證：北一、北二區 
飯食：東一、東二區 

三會所： 

1.三會所弟兄事奉交通： 
時間/地點：2/21(日)19:30~21:00，李昭屹弟兄家 

2.分區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地點：2/23(二)19:30，各分區地點 

● 花蓮市召會－ 

1.晨興進度： 
(1)全召會：晨興聖言—『約伯記、箴言、傳道 

書結晶讀經』：第6週 
(2)青少年：聖經之旅第7冊第10課 

2.夜間主日擘餅聚會： 
(1)一會所2樓：2/21(日)19:00~19:30 
(2)二會所：2/21(日)20:00~21:00 

3.2/27(六)申言成全聚會流程及人位表： 

 

 

 

 

 

 

4.大專福音節期負擔代禱： 
2/22~2/26為大專期初福音週，盼望能邀約上學期 
接觸的學生到聖徒家中用餐。請為此期初福音行 
動代禱，求主釋放學生能分別時間，接受邀約。 

5.青少年近期行動交通： 
(1)青少年家長/校園排服事者交通： 

時間/地點：3/1(一)15:30~17:30，一會所 
(2)3/6(六)青少年聚會暫停，3/7(日)青少年請回到 

各社區主日聚會。 
(3)青少年期初特會： 

主題：初信餧養1~3課 
時間：3/12(五)21:00~3/14(日)13:00 
地點：花蓮一會所 
費用：800元 
報名方式：請於3/7(日)前填寫網路表單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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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人位

詩歌5分鐘 吳嘉正、陳詩軍

鳥瞰25分鐘 劉晉宏

分組圍桌分享15分鐘 弟兄姊妹自由加入分享

帶組 徐宏恩

申言人位 胡志彬、黎彥均、郭黃慧芳

開放分享10分鐘 憑靈而行，自由分享

總結 劉 遂

進度：『約伯記、傳道書、箴言結晶讀經』第6週

https://forms.gle/5evEcHRK9Dqj9ytJ7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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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月亮和星辰乃是記號，這些記號主
要的是為着行動。古時，水手航行是根據星辰；
今天，我們開車是根據交通標誌。因此，記號乃
是為着行動。地球有兩種運行與太陽有關－日周
轉和年周轉。日周轉叫作自轉；年周轉叫作公
轉。地球不斷的旋轉以產生新的開始。因着自
轉，每早晨，晨興是我們的破曉，使晨星在我們
裏面升起，作一天新的開始。每年繞日的公轉，
產生更大的開始；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裏，該經
歷生命中的公轉，給我們新的開始。從年初到年
末，我們該作十件事，帶進生命的公轉。 
一、要常常感恩 

舊約以色列人過住棚節，是在整年勞苦經
營，收成之後，共同到神面前享受的節期。我們
可以傚法以色列人，在一年的勞苦經營中，有大
聚會，那是喜樂歡騰的時候。年終感恩是一個很
好的實行，叫人一年一度停下來數算主恩典。主
的恩典不止一年一次，故感恩也應更經常。聖經
說要『凡事謝恩』。無論舊約和新約，神都要祂
的子民常常感恩。 
二、要數算祝福 

只有神才是『萬福泉源』，一切祝福都是來
自神自己。民數記6章23至26節和林後13章14節
的祝福，都不是外面、物質的；不是優越的工
作、美好的房屋、高等的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
活。我們要寶貝神的祝福。總有一天我們要領
悟，在我們的工作中，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中，
並在我們的召會生活中，一切都在於神的祝福。 
三、要享受恩典 

保羅說，這夠用的恩典，叫他甚麽時候軟
弱，就甚麽時候剛強，常常軟弱，常常剛強，在
軟弱裏剛強，在剛強裏軟弱。平常人會沮喪，憂
鬱，埋怨，忿怒，但有神恩典的人，能在該沮喪
的時候不沮喪，該憂鬱的時候不憂鬱，該埋怨的
時候不埋怨，該忿怒的時候不忿怒，這就是剛強
了。這就是夠叫人感恩了。這樣說來，恩典最終
就是神自己。我盼望大家都能看見，恩典之於
我，只是神基督，別的都不是。我們若得着這位
基督，這位基督就是一切的恩典。 

四、要追敘往事 
追敘往事有三重益處。(1)帶給我們新的亮

光和新的啓示。我們若在主的面光中追敘往事，
祂就會按我們已過的所是，給我們新的亮光和新
的啟示。 

(2)幫助我們認識神的心和神的手。神的心
是慈愛的，祂的手是公義的。 

(3)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定罪肉體，並學習
拒絕己和肉體。 

 
 

五、要展望未來 

藉着展望未來，一面期盼人認識神的愛與

行政，一面期盼人認識自己真實的光景，使人不

再信靠自己，乃信靠神那信實者。 

六、要贖回光陰 

贖回光陰最好的路。(1)留在耶和華的院宇

中。在那裏一日，勝似在別處千日。你留在神的

殿中享受主，乃是千倍的得着你的時間。（詩 

27:4，84:10）。 

(2)明白主的旨意。我 們大多的光陰被浪

費，是由於不知道主的旨意（弗5:15~17）。 

(3) 堅 定 持 續 的 禱 告、儆 醒、並 憑 智 慧 行

事，把握一切有利的機會來供應生命（西4:5~

6）。 

七、要竭力追求 

保羅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或已

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

耶穌所以取得我的。』即使保羅在生命裏這樣長

進，對基督有這麼多的經歷，他還得說他不是已

經得着了，或已經完全了，我們對自己就更該有

這樣的態度了！不論已往的經歷多真實，我們若

停留其中，懷記不忘，就會受阻撓，不能進一步

追求基督。讓我們都忘記背後，留意我們前面光

明的前途，就是贏得基督，並經歷祂到極點。 

八、要尋找迷羊 

路加15章4節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

失去其中的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

找那失去的，直到找着麼？』 

牧 人 尋 找 惟 一 的一隻 迷 羊。一 百 隻 羊 當

中，這一隻是失喪的，所以牧人特特來尋找這隻

羊。我們該以這樣牧養的靈，滿了對人的愛和關

切。不論他們是好是壞，不論他們如何，我們必

須去看望他們，並且持續的牧養。 

九、要接回浪子 

主耶穌曾引一比方，說一浪子回家，相離

還遠時，是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着

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這是表明神的心。但

願我們都能進入父的心，出去看望久不聚會的聖

徒，沒有任何定罪或責備，而是滿了父的愛和赦

免的心，抱着他的頸項，熱切的與他親嘴。盼望

他們也能早日回到父家，讓他們摸着愛和溫暖，

而渴望留在父家與我們同過召會生活。 

十、要愛主，愛祂的顯現 

我 們 能 有 每 一 個今 天，實 在 都 是 主 的 恩

典。所以只要還有今天，只要氣息尚存，我們就

當愛主，愛祂的顯現，熱切等待主來，並且常以

此事爲勉。                            (摘錄水深之處文章)  

生命中的公轉，從年初到年末的十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