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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信息可以說是歷代志的精華；我們要來看

在美地上生活六個極重要的方面。以色列子民的
歷史乃是豫表，豫表新約的信徒，因此是豫表召
會。林前十章六節和十一節都說到，聖經記載以
色列人的歷史，是基督徒生活以及召會生活的鑑
戒；『鑑戒』按原文直譯也就是豫表。所以本篇

所要說到在美地上生活的要點，都與我們作爲新
約信徒的生活，以及我們在主恢復中，在一的立
場上，在地方召會裏所盡的功用有關。 
猶大人因爲不忠信，被遷徙到巴比倫；因此，那
些從被擄歸回的人必須向神忠信 

代上九章一節指出，猶大人因爲不忠信，被遷
徙到巴比倫；因此，那些從被擄歸回的人必須向
神忠信。神在完成祂經綸並在引導我們進入祂經
綸的事上是信實的。神是信實的，當神同着祂信
實的屬性作到我們裏面，祂就成爲我們，我們就
在祂信實的屬性上成爲祂。我們因着被信實的神
構成，向神就必定是忠信的。我們是忠信、可靠
的，意思是履行主所分給我們的管家職分。主來
哈米吉頓爭戰時，將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那
些同着祂的得勝者將是『蒙召被選忠信的人』。 
所有那些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美地的人，都受囑
咐要認識、順從並敬拜耶和華 

『神』含示神的能力，以及祂與受造之物的關
係；『耶和華神』表明神與人發生關係。『耶和
華』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和華是自有
永有的永遠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惟
有 耶 和 華 是 那 是 的 一位。祂 是 動 詞『是』的實
際，凡祂所說的祂必成就。今天在主的恢復裏，
我們乃是在應驗的階段；我們經歷的神是耶和
華，那偉大的我是。 
以色列人歸回美地，表徵基督徒從分裂回到召會
的立場，就是一的立場 

召會地方的立場，基本上就是那實行於眾地方
召會中之基督身體獨一的一。照着新約神聖的啓
示，召會的立場是由三個重要的元素構成的：
一、構成召會立場的第一個元素，是基督宇宙身 

 
 
 

體獨一的一；這一稱爲『那靈的一』（弗四3）—
主在約翰十七章就是爲這一禱告。二、召會立場
的第二個元素，是地方召會在其中建立並存在的
地方獨一立場。三、召會立場的第三個元素，是
合一之靈的實際，也就是那靈的實際，那靈乃是
神聖三一活的實際。 
歸回美地的以色列人受囑咐要記念神與亞伯拉罕
所立的約 

亞伯拉罕信神關於後裔的應許，但他缺乏信心
信神關於美地的應許。爲了加強亞伯拉罕的信
心，神被迫與亞伯拉罕立約，以堅定祂對亞伯拉
罕的應許。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乃是應許的
約，要藉着神在祂恩典中的大能得着成就。新約
是這約的延續。神藉着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
與亞伯拉罕立約。 
作爲在基督裏的信徒，我們需要有發表神旨意以
及對個人屬靈境界得以擴大之渴望的禱告 

在宇宙中有三個意志：神的意志、撒但的意志
以及人的意志；神要得着人的意志與祂合起來，
並且要人與祂是一，好叫人爲着祂的喜悅，在禱
告中回頭向祂發表並響應祂的旨意。只有神所發
起，並響應神所發起之內容的禱告，纔有屬靈的
價值；我們必須學習有這樣的禱告。雅比斯呼求
神擴張他的境界；在他的禱告中，擴張美地的境
界表徵擴大贏得並享受基督的境界；基督是美地
的實際。 
從代下二十章十五至二十二節，我們能學習藉着
讚美主而從事屬靈的爭戰 

在代下二十章十五節，耶和華對約沙法王說，
『不要因這大批軍眾懼怕驚惶；因爲爭戰的勝敗
不在於你們，乃在於神。』眾人一開始歡呼歌唱讚
美，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仇敵，仇敵就被打敗
了。讚美乃是神的兒女最高的工作。在召會生活
和我們個人的生活中，我們需要向神獻上終極完
成的讚美。我們需要藉着所經歷並享受的基督，
常常向神獻上讚美的祭。『主我的神阿，我要全心
讚美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二會所 白鴻儀弟兄) 

◆全召會負擔交通◆  

從被擄到巴比倫歸回之後，在美地上生活極重要的方面   

 

1.為着殿的恢復需要恢復祭壇生活(p.54~55) 
2.天天經歷燔祭壇而有屬靈的長進(p.56~57) 

3.藉着喫喝基督而以彼此享受基督(p.58~59) 

 
 
 

4.常以基督為燔祭而實行神的旨意(p.60~61) 

5.享受基督作燔祭而過燔祭的生活(p.62~63) 
6.以基督作燔祭敬拜神使神得滿足(p.64~65) 

◆申言主題—2022年冬季結晶讀經訓練◆ 

第三篇 重建神的壇－燔祭壇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第二版 

2023基宜花東新春相調大會報導 
 
 

 

『守節的時候，你和你的兒子、女兒…以及

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申16:14)。此

次春節十天連假之末，當世人感受節期末日之

時，然基宜花東眾召會卻有千位聖徒被分別為

聖，齊聚花蓮、共享喜樂、榮耀的召會生活。在

身體中享受相調並彼此相愛的實際。基宜花東四

地召會如此的聚集雖是空前，卻也不當絕後。 

一、同心合意、儆醒豫備 

基宜花東行政上雖屬同一個大區，但地理位

置涵括了台灣頭到台灣尾。四地召會要能實際來

在一起相調實為不易；但主顧念祂自己的身體，

起了頭，讓弟兄們靈中同感，感覺四地召會需要

有更多相調行動，以帶進基督身體的實際。因

此，責成花蓮本地弟兄們開始為這新春相調有規

劃、禱告及交通。主賜豐厚恩典，使花蓮本地聖

徒都興起接待與服事的靈，樂意更新奉獻並為着

弟兄姊妹擺上最上好的服事。有了如此更新的奉

獻，故在爾後各項的豫備上就有了同魂、同靈的

感覺，能時刻為此相調大會儆醒禱告。 

稀奇的是，本次的相調可說不等到1月28日

才開始，乃自規劃之初就已開始。基宜花東四地

召會近80位弟兄們先於12月初成立群組，藉以彼

此交通聯繫，並於12月4日有了頭一次的籌備交

通，整個籌備期近2個月。期間所需籌劃的事務

繁多，也因此帶進了多而又多更透徹的交通與代

禱。與以往最為不同的點，就是弟兄們來在一起

時，總是先從透徹的禱告開始，爾後才有各項事

務性的交通。因着禱告多、靈就通，交通起各樣

事務時就顯得出其的順暢，滿了祝福。此外，在

豫備期間，弟兄姊妹們還一同在『話』中有相

調，進入了多篇『相調』系列的相關信息，滿了

相調的實際。 

 

 

 

 

 

 

 

 

 

 

 

 

本次大會也細緻地豫備有『歡迎歌』，由花

蓮本地聖徒協力完成填詞、譜曲，此歌將本次相

調大會的熱切與期待，盡顯無遺，眾人琅琅上

口。此外，曾於場地豫備期間，也發生有驚而無

險的插曲。原本答應幫忙豫備桌椅的主事餐廳因

一時人力不足，於1月27日晚間緊急通知，無法

於1月28日中午前完成各桌椅的擺設。當下弟兄

們即刻發送訊息至各會所群組，呼召聖徒予以協

助會場桌椅擺設以及會場整潔；沒想到在第二天

一早就有超過50位的弟兄姊妹主動前來幫忙，看

見弟兄姊妹甘心並樂意的服事，實在顯出『同心

合意』、『我們是一』的榮美情景。 

 

 

 

 

 

 

 

 

二、1月28日戶外相調、愛筵交通 

此次相調大會為促進各地聖徒間彼此有更多

的相調交通，特意事先規劃出六個相調大組。每

一大組都有花蓮本地的弟兄姊妹擔任地陪、接

待、聯繫等。並由各大組自行規劃歸屬該組的在

地秘境行程。另也成立各大組群組便於相調交

通，藉此實行把四地召會更實際的聯調為一。報

到時也是分六大組報到，由各大組的花蓮聖徒直

接服事該組的報到事宜，使外地聖徒們備感親

切。中午用餐時，弟兄姊妹依循所規劃的桌次就

座，何喜樂! 能與久未蒙面的親人相見歡，在諸

般的恩典與喜樂中歡喜交通。(文轉第四版) 

     

 

 

 

 

 

 

 

 

 



 

 

◆各會所交通與報告代禱事項◆ 

7.為病痛聖徒代禱： 

博愛區詹白鴻鳳姊妹罹患胃癌，請為她的治療 

及身體康復代禱。 

● 宜花東眾召會－ 

1.宜花東真理共同追求： 
時間：2/7(二)上午 09:00~10:30 

地點：花蓮一會所和Zoom會議室(340 325 3120) 

內容：李常受文集1993年第二冊(p.419~452) 

活力排的訓練與實行第8~10章 

2.2023年春季花東日間班成全訓練： 
日期：3/2~6/8每週四上午08:30~11:40 

地點：花蓮一會所 

內容：聖經研讀－加拉太書，活力排的訓練與 

實行(會3065)、靈命追求－明白神的旨意 

費用：(1)實體課程：500 元(含教材，不含午餐) 

(2)網路課程：300元(含電子檔教材) 

請於2/19(主日)前向陳慧如姊妹報名、繳費 

或填寫Google1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wXhL1x7Cyj9U61rVA  

3.基宜花東大專期初特會： 
時間：2/8(三)~2/10(五) 

地點：合歡山 

聯絡人：魏敬倫、陳彥謀 

請為參加的大專生及服事者代禱 

4.基宜花東得榮少年頒獎典禮暨福音聚會： 
負擔：已過在這些得榮少年家中，已經有八次 

福音牧養，有的持續將近一年的餧養及探訪。 

盼望能藉着2/11的聚會使這些青少年及其家人 

能受浸得救，並且養在各小區、小排裏。 

邀約對象：得榮少年及其家長、關懷者、社區 

聖徒及負責弟兄 

時間：2/11(六)15:30報到~17:00 

地點：花蓮一會所  

報名：請填寫Google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EyrHMbenfuiDxPHH8  

聯絡人：江和盛、盧嘉宏 

 
 

  
 
 
 
 

 
 
 
 
 
 

 
 

 
 

 
 

 
 

 
 

   

● 各會所交通事項－ 

二會所： 

1.二會所福音暨聖徒愛筵相調： 
時間：2/25(六)18:00~20:00 

地點：二會所 

主持短講：民政區、民勤區 

見證人位：東一區、東二區 

飯食服事：北一區、北二區 

● 花蓮市召會－ 

1.晨興進度： 
(1)全召會：2022冬季錄影訓練結晶讀經：第3週 

(2)青少年：聖經之旅第12冊第13課 

2.夜間主日擘餅聚會(實體和線上同步)： 
時間：2/5(主日)20:00~21:00 

地點，二會所和Zoom 

帳號：652 665 0495，密碼：123123 

3.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時間：2/7(二)19:30~21:00 

地點：一會所 

4.小五、小六兒童初信之旅： 
時間： 2/11(六)~2/12(主日) 

地點：瑞穗鄉村民宿 

費用：國小以下兒童 500 元、大人 1000 元 

請填寫 Google 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oFTKyPEWutDjGwjD7  

報名聯絡人：吳嘉正(0952-700415) 

鼓勵全家一同前往，車輛自行安排。  

5.青少年服事者交通： 
對象：青少年服事者、家長 

時間： 2/11(六)10:00~11:30 

地點：一會所二樓 

6.青少年校園排服事者交通： 
對象：各校園排聯絡人 

時間： 2/12(主日)15:00~16:00 

地點：一會所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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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wXhL1x7Cyj9U61rVA
https://forms.gle/EyrHMbenfuiDxPHH8
https://forms.gle/oFTKyPEWutDjGwjD7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第四版 

1月28日週六下午的行程皆由各大組花蓮本

地聖徒精心策劃，有的到雲山水、有的到七七高

地、另有到四八坑道等，感受好山好水看不足。

地陪家與所對應的接待家同遊，並在晚餐時段彼

此作個人得救蒙恩見證，同得激勵、相見恨晚、

意猶未盡。 

 

 

 

 

 

 

 

 

 

 

 

三、1月29日千人擘餅、蒙恩展覽及千人愛筵 

    「千人擘餅聚會」與「千人愛筵」是本次相

調的重頭戲，場內空間雖有限，但靈裏感受卻是

無窮。會中釋放主題為『過完全且絕對為着神的

生活，使神的家得着建造以彰顯神』的信息激勵

人，大專青職聖徒們作即時響應，靈中共鳴同唱

詩歌，展覽兒童純真(宜蘭)、青少年活潑喜樂(花

蓮)、召會生活甜美(基隆)的蒙恩、移民開展負擔

與新立召會 (延平鄉、富里鄉、萬榮鄉、卓溪

鄉、蘇澳鄉、東河鄉)蒙恩見證等…。千人如同

一人般的領受一餅一杯、一同紀念主、一同敬拜

父，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羅8:16)。緊接在後的「千人愛筵」，席間聖徒們

此起彼落地作召會生活蒙恩見證，不絕於耳，滿

了馨香之氣。靈、魂與身子都得蒙飽足，彼此主

裏再相約。                                    (大會服事總管) 

聖徒見證－新春集調蒙恩記                                     

這次2023年基宜花東眾召會新春大集調，真

的好榮耀、好喜樂、好滿足！聚會內容豐富、時 

 

 

 

 

 

 

 

 

 

 

間的掌控、服事人位的安排、寬敞明亮場地的選

租、歡迎歌的製作、練唱、錄影播放，報到領取

製作精美的名牌，都看見聖徒們一同配搭服事的

用心。 

1月28日中午11點報到，吃罷精緻可口的便當

後，到廣大的操場集合，大會租下12部遊覽車，

由花蓮地主聖徒，分六大隊陪同遠來的親愛家人

有趟縱谷各景點的遊覽，觀賞我神偉大的舊造風

光。當天寒流來襲，氣溫驟降。我們這一隊在

「櫻之田野」吃火鍋晚餐，全人裏外都暖呼呼起

來了。 

翌日1/29，主日聚會9點開始。在會中『過完

全且絕對為着神的生活，使神的家得着建造以彰

顯神』的全臺新春特會信息交通，供應了全體會

眾，聖徒們得到了幫助。千人擘餅聚會中，對主

的讚美，父神的敬拜－歡聲雷動的禱告唱詩達到

天上，叫神滿意，神人同得飽足而暢快淋漓了。

接着眾召會的蒙恩見證展覽、鄉鎮移民開展交通

見證、整個展覽，各環各節聯絡得可圈可點，完

完全全展現出基督身体和諧一致的榮美，見證了

我們是一的事實，乃至外燴辦桌愛筵的豐盛菜

肴，整個流程有次有序，絲毫不亂，實在完滿。

聖徒們都感受到滿滿的恩典和相聚的歡喜快樂。

彼此交通，一情一意，真如在天無異。 

想必會前的籌畫、豫備、交通，不知參與配

搭工作的弟兄姊妹們花費了多少心血、多少時間

才有如此美好的呈現，畫下圓滿的句點啊！主必

定記念你們的勞苦。父老們個個滿懷欣慰，因為

中壯年這環已然承接聖職，召會後續有人了。 

讚美感謝主，主的恢復建造材料皆為上乘首

選，在這次首辦的相調可見一斑，擴大為全地，

就真的不能小覷了。足以撼動陰府，擊敗仇敵撒

但！阿利路亞！主在祂恢復的行動中，驗中我

們，使用我們，以迎接祂的再來。為着能身在其

中，有分祂神聖的經綸，完成祂的定旨美意，感

謝讚美主，榮耀歸與三一神！ 

                                         (一會所 盧陳小蘋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