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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中，肉體是最大的

毀壞者，是阻撓我們跟隨主最主要的仇敵。我

們從撒母耳記中，掃羅在征服亞瑪力人的事上

不順從的事例，看見肉體怎樣抵擋神，與神為

仇為敵，肉體的性質怎樣與神不合，以及神怎

樣棄絕肉體，憎惡肉體，並且定規要除滅淨盡

肉體，要『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這一個

啟示，會叫我們有神的眼光，認識肉體在神面

前的地位，而定罪神所定罪的，除滅神所要除

滅的，好叫我們屬靈的生命長大，能在生命中

作王。 

掃羅原初蒙神揀選並由撒母耳所膏，作以

色列的王，但在征服亞瑪力人的事上不順從，

失去了他的君王職分和國權。撒上十五章記載

耶和華曾藉撒母耳明確的指示掃羅：『要去擊

打亞瑪力人，滅絕他 們所有的，不 可憐惜 他

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

和驢，盡都殺死。』但掃羅卻憐惜亞甲，保留了

他的性命，也保留了上好的牲畜。不僅如此，

他爭戰勝利之後，就到迦密爲自己立記念碑，

所以撒母耳很強的指責掃羅：『耶和華喜悅燔

祭和平安祭，豈如喜 悅人聽從 祂的話呢？看

哪，聽從勝於獻祭；聽命勝於公羊的脂油。』最

終，撒母耳對掃羅說，『你既厭棄耶和華的話，

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 

什 麼 是 亞 瑪 力 人？為 什 麼 神 要「除 滅 淨

盡」亞瑪力人？按豫表，亞瑪力人表徵肉體—

墮落的人。『亞瑪力』的涵義是『好戰』（warlik

e），是指墮落舊人的總和；不僅是指肉體醜陋

的部分，如肉體的情慾、種種的罪、敗壞等，

也包含肉體天然好的、良善的部分，如我們的

謙卑、仁慈等。當人墮落時，撒但和他的罪，

進入人的身體裏面，使人的身體因之變質敗壞

而成為肉體；肉體的每一面，無論是善或惡的 

 

 

 

 

肉 體，都 被 撒 旦 利 用 以 抵 抗 神，成 為 神「仇

敵」的大本營，是神「仇敵」作工最大的根據

地。如同亞瑪力人有「敵擋主寶座」的手，肉

體也想要推翻神的寶座，敵擋神的權柄。肉體

更與「君王職分」相對，那裏有肉體，那裏就

不能有神的國。 

如何與亞瑪力人爭戰？出埃及十七章給我

們看見，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爭戰，有三個人

是在山頂，就是摩西、亞倫與戶珥；而約書亞

是在山下，直接與亞瑪力人爭戰。摩西在山頂

舉手，豫表升天的基督在諸天之上代求；約書

亞豫表基督作內住的靈，與肉體爭戰。以色列

人擊敗亞瑪力人，是藉着摩西的舉手，以及約

書亞的爭戰。照樣，我們勝過肉體，乃是藉着

與代求的基督一同禱告，以及與基督這爭戰的

靈一同治死肉體。今天基督在諸天之上，也在

我們裏面作爭戰的靈。我們可以應用十二節的

四個元素，藉着禱告，來對付肉體：需要「石

頭」扶持，指明我們領悟自己是軟弱的，需要

得着扶持才能維持；需要亞倫所表徵的祭司職

分來加強；需要戶珥所表徵的君王職分來加

強；需要以神的建造爲觀點。這樣的禱告是與

代求的基督聯合的禱告，也是與基督是一，聯

於祂而與肉體爭戰的禱告。 

現今我們所處的時代，可說已經來到國度

時代的門檻。盼望憑着主的恩典，我們會成爲

那一班帶 進國度時 代 的人。然而，在神 的 國

裏，肉體是完 全沒有 地位的。除非 肉體被 除

去，否則國度無法進來。願我們遵照主的話，

自己嚴肅地、負責主動地對付肉體，藉着不住

地禱告，隨同那代求的基督而禱告。我們也享

受那內住的靈，就是爭戰的約書亞所豫表那爭

戰的靈，來擊殺我們裏面的肉體，結果就會有

君王職分並在神的國裏。阿們！ 

(三會所 劉天強弟兄)  

◆全召會負擔交通◆ 

與亞瑪力人爭戰     



 

 

 

◆全召會負擔交通與專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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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開始的全台眾召會鄉鎮移民福音

開展行動，其中台北市召會對應照顧花蓮縣鄉

鎮：文山一大區開展萬榮鄉、大安大區開展富里

鄉，歷經1年6個月，感謝台北文山一、大安大區

各會所眾聖徒長途跋涉、下鄉住宿、同心配搭、

勞苦經營。主祝福全台的鄉鎮開展行動，將大量

得救的新人加給祂的召會，並在台島多處鄉鎮成

立召會。今年也將在萬榮鄉、富里鄉成立召會。 

花蓮縣鄉鎮開展，花蓮縣眾召會責無旁貸，

盼望花蓮縣眾召會開展並加強花蓮縣鄉鎮眾召

會，藉由花蓮、吉安、壽豐三處主日聚會平均人

數達50人以上的召會，呼召壯年班畢業學員、日

間班學員及召會中的眾聖徒，編隊、開展、建立

富里、萬榮鄉召會，並加強主日聚會平均人數不

到50人的鄉鎮召會。配合春季日間班訓練，3/10

（四）至6/26（日）共16週，每週四下午至主日

中午共4天。照着固定的時間，編組固定長住的 

 

隊員，開展、加強、對應照顧固定的召會。雅歌

7章11~12節：『我的良人，來罷，你我可以出到

田間；你我可以在村莊住宿。我們清晨起來往葡

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

有；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你。』基督的佳偶

願意從一地到另一地寄居（在村莊住宿，）為要

與她的良人一同完成那為着全世界（田間）的工

作。她與她良人勤奮的工作，不是為她自己，乃

是在眾召會（葡萄園）裏，為着使別的信徒發

芽、開花、放蕊。她在眾召會裏將她的愛情獻給

她的良人。 

神經綸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成為肉體的原

則，願主七倍加強的靈在我們裏面加強運行，激

動、興起我們，更新奉獻給主，使我們實際有分

鄉鎮開展，在那裏將我們的愛情給主，並將主對

召會生活完全的恢復擴展出去，豫備新婦，建造

基督的身體，把主帶回來。 (二會所 袁宇緯弟兄) 

2022年春季花蓮縣眾召會鄉鎮開展負擔交通 

 

 

 

 

已往得榮基金會為着青少年工作，藉着生

命教育與得榮少年來接觸青少年。因着各種因

素，在受浸與帶入召會生活方面，未達豫期果

效。二年前因疫情，無法進入學校實施生命教

育，轉為以獎助學金，得榮少年教育方案來接觸

青少年，顯出其果效來。經弟兄們交通，盼中學

生工作，藉此機會加強全臺青年得一萬中學生部

分得人的負擔，並接觸得榮少年家人，將其帶進

召會生活。為此，由已往得榮少年教育方案以雙

北為主的區域，盼能擴大至全台，分為台北，新

北，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澎，基宜花

東，七大區。 

關於本負擔之相關要點：   

1.目標：台北，新北以外地區招募250位得

榮少年。 

2.實行方式：豫定三月初，在桃竹苗、中彰

投、雲嘉南、高屏彭、基宜花東，5大區各別舉

辦說明會，豫計每一區域至少招收50位得榮少

年。 

 

 

 

 

3.說明會對象：當地負責弟兄，青少年服事

者，在職青少年服事者，中小學及退休教職員

工，及對青少年有負擔者。 

4.說明會內容：基金會豫備相關説明資料、

影片等，同工們負責傳遞負擔及收網。 

得榮少年教育方案實行概要說明：有負擔

的聖徒擔任關懷者，帶招生簡章去尋找平安之

子。(1)首先用得榮教材上12堂課共8小時生命教

育課程，再提出申請表。家境清寒的青少年，小

學、國中每人每學期五千元、高中職、五專每人

每學期一萬元。(為了接觸判斷是否為適合的人

選。）(2)申請成功後，少年須接受每月家訪(為了

牧養。) (3)每學期完成3次生命園地講座(為了人

生經歷。) (4)寒暑假各4小時公共服務學習(體驗

施比受更為有福。) (5)參加當年度寒假或暑假營

隊(為了帶進召會生活。) (6)可參加快樂學習課程

(為了身體的相調。)細節可見：得榮少年教育專

案訊息。                                (花蓮青少年服事組)  

◆青少年專項交通◆ 

全臺各大區中學生服事事奉交通聚會 

得榮少年教育專案說明會負擔交通  



 

 

◆各會所交通與報告代禱事項◆ 

● 宜花東眾召會－ 

1.花蓮縣真理共同追求： 
時間：2/15(二)09:00~11:30 

地點：花蓮一會所和Zoom會議室 
內容：(1)李常受文集1994~97年第三冊(P.399~ 

451)『雅歌結晶讀經』7~12章 
(2)牧養分享、專項交通 

Zoom帳號：340 325 3120 

2.2022年春季宜花東日間班成全訓練： 
對象：有心追求主的弟兄姊妹、壯年班畢業學 

員、全時間弟兄姊妹 
課程：(1)聖經研讀－哥林多前書 

(2)活力排的操練(會3061『關於活力排之 
急切需要的交通』) 

(3)靈命追求－對付罪、對付世界 
時間：3/3~6/9每週四上午8:30~11:40 
地點：花蓮一會所 
費用：(1)實體課程：500元 

(2)網路課程(Zoom)：300元 
請向陳慧如姊妹報名(0921-124446) 

3.2022年春季日間班豫備交通(一)： 
時間：2/14(一)上午09:00~11:00 
地點：花蓮一會所一樓和線上(線上、實體同步) 
Zoom：340 325 3120 
請日間班所有的教師、組長、服事者一同參加 

4.花蓮縣眾召會線上事奉交通： 
時間：2/19(六)20:00~21:15 
地點：Zoom會議室(340 325 3120) 

5.2022年春季花蓮縣眾召會鄉鎮開展： 
(請參閱二版負擔交通) 

目標：為着建立富里、萬榮、卓溪、豐濱四處 
召會，並加強主日平均人數未達50人的 
鄉鎮召會 

日期：3/10(四)~6/26(日)，每週四下午~主日中午 
開展地點：秀林、新城、鳳林、萬榮、光復、 

瑞穗、玉里、富里 
報名方式：請先與當地召會負責弟兄交通後， 

填妥報名表(請參閱週訊夾頁)，經負 
責弟兄簽名推薦，再交給開展總 
管。(3/7報名截止) 

開展總管：袁宇緯(0928-411651) 
田阿杉(0933-994414) 

● 全球眾召會－ 

1.2022年國際華語特會線上流播： 
主題：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網址：https://www.conf.lsmwebcast.com/  
 

 

 
  

 

 

 

 

 

 

 

● 各會所交通事項－ 

一會所： 

1.一會所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15(二)19:30 
地點：一會所2樓 

二會所： 

1.二會所弟兄事奉相調聚會： 
時間：2/13(日)15:00~17:00 
地點：二會所 

2.二會所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15(二)20:00 
地點：二會所 

三會所： 

1.三會所弟兄們事奉交通： 
時間：2/13(日)19:45~21:00 
地點：國富會所 

2.三會所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15(二)19:30 
地點：國富會所 

● 花蓮市召會－ 

1.晨興進度： 
(1)全召會：晨興聖言－『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6週 
(2)青少年：聖經之旅第九冊第18課 

2.夜間主日擘餅聚會(實體和線上同步)： 
時間：2/13(日)20:00~21:00 
地點：二會所和Zoom 
Zoom 帳號：652 665 0495，密碼：123123 

3.負責弟兄們上山交通： 
時間：2/18(五)晚上~2/19(六)中午 
地點：天祥 

4.申言成全聚會流程及人位表： 

 

 

 

 
 

5.2/16(三)年長聖徒聚會地點異動： 
2/16(三)上午9:30年長聖徒聚會，因同時段舉辦 
全台同工訓練，地點改為統花二樓 

6.為病痛聖徒代禱： 
請為北美崙一區李阿比姊妹的身體狀況代禱。 

 

 

 

 
 

 

 

 

 
 

 

 

 

第三版 

篇數 日期/時間

第一篇 2/18(五)晚上19:30

第二篇 2/19(六)早上09:00

第三篇 2/19(六)早上11:00

第四篇 2/19(六)晚上19:30

第五篇 2/20(日)早上10:00

日期 2/19(六) 2/26(六)

進度 撒母耳記第7週

詩歌、禱告 大專聖徒

當週信息重點 柯得光

申言操練 大專7位聖徒

珍賞與加強 郭志成

靈感補充 劉遂

因負責弟兄

們上山交通

，暫停一次

https://www.conf.lsmwebcast.com/


 

 

 

◆水流交通◆ 

第四版 

 

全本聖經給我們看見，神一切的作為、工

作，包括祂的創造、救贖，祂在新造中的建立，

以及最終建造成功的新耶路撒冷，都是根據祂的

豫算。雖然我們在聖經裏讀不出『豫算』二字，

但『豫』字卻用了許多次。比如以弗所一章說，

神豫先有一個旨意，同時根據祂的旨意，祂就豫

先揀選、豫定了我們。（4～5。）…今天你我蒙

恩，並不是一個偶然、碰巧的事。…我們都是祂

所豫先揀選的，更是祂所豫先豫定的。  

根據豫算作出時間表 

我們要帶人得救，要結果子，使召會有擴

增、繁殖，就不僅需要有豫算，還要根據豫算作

出一個時間表。以弗所五章裏有三節經文特別說

到這事。十五節說，『你們…不要像不智慧的

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十七節說，『不要作愚

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當中的十六

節就說，『要贖回光陰。』 

甚麼叫作贖回？就是把丟失的東西尋找回

來。從神的眼光看，我們這些世人是天天在丟時

間。一個人若沒有得救，沒有愛主，沒有行在神

的旨意中，沒有照着神的旨意結果子，他整個人

生裏的每一點時間，在神看都是丟失、花掉了。

然而，我們如何纔能把時間爭取、贖回來呢？十

八節說，『要在靈裏被充滿。』這意思是，我們要

隨靈而行，與主有交通；這樣，我們的時間就不

會丟失，反而能贖回來。 

盼望從今起，…眾弟兄姊妹，都要開始過

新的召會生活，有一個新的起頭，都作出時間

表，為着豫算使用。每週從主日起，天天該作甚

麼，都要有豫算。…當然，我們都該晨興、禱

告、看望聖徒；但因着許多人還要上班，家庭主

婦也得作家事，所以時間表可以照着個人的需求

有所不同。 

以晨興為例，不要以為時間長纔會屬靈，

…為着你的實際情形，也為着你的好處，晨興最

多二十分鐘，讀經、禱告各十分鐘。若有人覺得

為難，可於每年年初先定晨興十分鐘；讀經、禱

告各五分鐘。到了年中，再增長為一刻鐘；讀

經、禱告各七分半鐘。等到了年底，再增長為二

十分鐘，如此按部就班的循序漸進。 

 

全體召會的豫算 

召會要擴增與開展，必須有豫算。…今後

各處召會，在每年開始之前，就得作出一個豫

算，定出在新的一年裏，到底召會的擴增率該是

多少；或者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

五十、百分之百。已過二十多年，我們就是在這

事上喫了虧，等於從事一個沒有統計的事業，作

一個沒有豫算的生意。我們可以說是渾渾噩噩的

埋頭苦幹了二十幾年，最後連自己作到甚麼地步

也不清楚，結果眾人的時間都被浪費掉，主的事

也被誤掉了許多。所以從現在起，各地召會，在

每一年開始，都得作出一個豫算。 

分會所的豫算  

關於分會所的豫算，有幾方面要注意。第

一，必須接受全召會所訂的增加率。…無論你感

覺如何，都要學習接受召會所訂的豫算，不要打

折扣。第二，必須執行並完成全召會的豫算。不

僅要接受，並且要認真執行，最後還得盡所能的

完成。第三，必須按月監察並推動眾信徒的豫

算。一個好的公司，每個月都要參考會計數字，

檢討公司到底有沒有搆上年度豫算。一旦發現搆

不上，就立刻要更改營運方式，以期能搆上豫

算。同樣的，我們不能得過且過，等到年底最後

一天纔來看會計數字，那就太晚了。我們必須每

個月都好好的注意，以監察並推動眾信徒的豫

算。 

每位信徒的豫算 

最 直 接、最 基 層 的，乃 是 每 位 信 徒 的 豫

算。…總括來說，你們要把親友的名字列出清

單；最好有一本專門的簿本，…要在主的引導

下，在他們身上花工夫，為他們禱告，經常打電

話、寫信給他們，或者約他們喫飯、喝茶，或者

去訪問他們。總要藉着各樣的方式，一再的和他

們接觸，常常送屬靈書報、聖經、福音單張等給

他們。每逢召會的福音聚會，或者排裏的福音活

動，就可以邀請他們參加。如果大家都細水長流

的按時作，必定能按時候結果子。這乃是一個定

律。 

盼 望 從 今 年，…我 們 能 有 一 個 全 新 的 起

頭。相信經過半年，就能看出實際的成效。等到

這一年過去，我們都會得到堅固，知道這是行得

通的，並且也實在經歷主的祝福。 

                        (召會的擴增與開展，第四章)   

新的一年，新的展望，日日更新，老舊了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