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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教會聚會所 地址：新竹市仁愛街 68 巷 3 號 電話：03-532-6383 傳真：03-542-2922 發行：竹縣市文字服事組
聯絡網址：http://www.hcchurch.org.tw
E-mail：執事室 chinhc@mail2000.com.tw
週訊 hsinchuch@mail2000.com.tw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教會聚會所 地址：新竹市仁愛街 68 巷 3 號 電話：03-532-6383 傳真：03-542-2922 發行：竹縣市文字服事組
聯絡網址：http://www.hcchurch.org.tw
E-mail：執事室 chinhc@mail2000.com.tw
週訊 hsinchuch@mail2000.com.tw

期
藉著家打開，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
今年四月到六月間，雖然是全召會定規為福音

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他們必因主

季，相信各小區各小排的聖徒們早已陸續為這負

的說話受鼓勵，而得了救恩之樂。在行傳十章，

擔禱告，並實際走出去接觸人，甚至許多福音朋

另有一位義人名叫哥尼流，他是個虔誠人，多多

友已被邀至聚會中，其中也有一部分人信主得

賙濟百姓，常常祈求神。有一天，天使向他顯現

救，受浸歸入神的國。然而，在聖經中記載了另

說，他的禱告和賙濟，已經蒙神記念，並且要求

一條傳福音的線，是使徒們傳福音帶三千人得救

他去約帕找彼得。第四日，彼得到了哥尼流家，

後，召會建立初期所傳福音的方式。行傳二章四

哥尼流已經 召集所有 的親屬密友 在家等候 彼

十六節記載：「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

得，當天因著彼得的傳揚，哥尼流全家及所有在

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擘餅。」及五章四十二節：

場的親人，都在耶穌的名裏受浸得救。所以我們

「他們每日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不住的施

當跟隨聖經事例將家打開，作為福音的出路。

教，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當初的召會乃是在

最近頭屋召會開展隊也為我們作了同樣的見

各家裏挨家挨戶的聚會，他們聚會的時候主要作

證，他們在七週之內為二十五位福音朋友施浸，

四件事：傳福音、教導真理、禱告和擘餅。明顯

其中包含四個穩定的家。這些福音朋友在尚未得

這是聖靈帶領的作為，更是神所命定正確的實

救的時候，就願意將家打開，成立兒童排，在家

行，因此藉著家打開傳福音確是一條可實行的

中配搭傳揚主的話。有位姊妹見證，因著將家打

路。

開，蒙了主的憐憫，家中坐滿了福音朋友，她的

福音的出口－人，福音的出路－家

度量也因此被擴大，願意向人敞開，為人禱告，

我們這個人是福音的出口，我們的家是福音的

不僅個人突破，家也突破了。他們有時雖遇難

出路。由行傳中的經節，看到門徒們傳福音，是

處，但藉聖靈衝破了一切限制，將許多不可能發

挨家挨戶的傳。這個「傳」字在希臘原文是福音

生的事，變為可能。有位弟兄見證這道水流實在

的動詞型態，意思是把耶穌基督當作福音來傳，

太強，他居然可以放膽開口為主傳講信息。實在

所以福音要求每個人都要作福音出口，以耶穌是

是主憐憫了他們，莊稼已經發白，主的行動是快

基督為內容，並且實行家打開作為福音的出路。

的，祂需要一班與祂配合的人。同樣的見證，也

在聖經中也多處提到，將家打開為著傳揚福音的

發生在我們的周遭。在新竹這裏已有許多家為主

實例。在路加五章，稅吏馬太在得救後，立刻將

打開，他們週週愛筵福音朋友，聖徒也與他們配

家打開，為耶穌大擺筵席，將他的許多同事和朋

搭傳福音，相信這道聖靈的水流會越來越強，主

友一同邀來坐席，相信那天，許多人在吃喝享受

的祝福也將越來越明顯。

時，他們聽見主的恩言，悔改信主。因主說，他

家打開，四管齊下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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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家主要有四種功用：第一，在家中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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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打開，全家蒙恩

音；第二，作學校工作的接應站；第三，傳各界

每次的福音總是叫人得著喜樂，也得著從主來

各階層的福音；第四，作兒童工作。因著家是最

的平安。傳福音者也因開口為主說話，無論我們

穩固的，也最具有托住力。若是將家打開，配合

講的如何，我們都會被主話點活，靈裏焚燒，滿

在學校校園傳福音，新人會受感於他們所看見

有喜樂。同樣的原則，誰家打開傳福音，誰家就

的，這樣的配搭會溫暖他們的心，而容易向主的

蒙恩。夫妻吵嘴的情況會改善，孩子蒙保守，不

話敞開。兒童工作也是如此，藉著兒童排及神人

得救的家人，會蒙憐憫，退後冷淡的聖徒會心得

家庭生活的見證，我們可以將福音朋友邀到家

溫暖，不盡功用的聖徒，度量會被擴大。家中生

中，看看我們的生活，這會摸著人心將人折服，

活的品質會提高，聖徒開始蒙光照，在主前有見

福音自然就傳出去了。青職聖徒也在各界各階層

證，行事不敢隨便，生命的度量也逐日增加。

福音中，配搭著中職的家，必定也能顯出福音的

(張振雄弟兄)

果效。

禱告聚會共同追求信息

家家傳福音(一)

信主的人都有傳福音的生命

召會擴增與開展的基礎—小排聚集

“家家傳福音”，意思是家家都可以傳福音，

召會擴增與開展的路，已經清楚的擺在我們面

家家也都應該傳福音。（參徒五 42。）我們一看

前。這一個擴增與開展，是有其基礎和憑藉的，

見“傳福音”這幾個字，裏面就會跳動起來；因

那就是藉著小排的建立。我們要看見，召會的傳

為我們一信了主，裏面就有一個傳福音的生命，

福音，不是由於屬靈大漢，也不是由於一兩個屬

並且這個生命是不能熄滅，也是不能除去的。只

靈偉人，乃是藉著一班一班的門徒。他們在所居

要我們信入主，只要我們有主的生命，無論我們

住的各城內，成為一排一排，挨家挨戶的傳揚福

如何軟弱，或是多久沒有聚會，只要一題起福

音；這個挨家挨戶就是小排。

音，我們裏面總是有響應的。在我們禱告、唱詩

小排在“守”一面的功用—托住、挽回弟兄姊妹

時，我們裏面總有一個感覺，這個福音實在是榮

小排的第一個功用，就是托住經常聚會的弟兄

耀的福音。我們越傳這福音，裏面就越剛強；越

姊妹。雖然有許多弟兄姊妹是經常聚會的，但大

傳這福音，總是越有感覺。

聚會沒法托住他們屬靈的生命。藉著小排的建

召會的擴增與開展，乃是藉著福音的廣傳。若
是沒有福音的廣傳，召會就很難擴展。使徒行傳

立，弟兄姊妹就有更多的機會彼此交通、代禱，
屬靈的生命自然容易被托住。

是一卷講到召會擴展的書，我們在其中看見許多

其次，小排的功用在於挽回久不聚會的弟兄姊

傳福音的記載。召會所以能夠擴展，乃是因為有

妹。我們相信在要來的日子，當我們眾人都實行

一班一班的門徒，他們都是主的見證人。他們不

小排聚集時，會有許多的見證來印證這個負擔。

是牧師，不是傳道人，乃是主活的見證人。然而

小排聚集的確能彌補許多大聚會所不能盡的功

他們在各處，首要作的就是傳福音；他們從耶路

用，能把那些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一個個帶回

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都在傳

來。

福音。所以，使徒行傳乃是一卷聖徒傳揚福音的
傳記。

有些弟兄姊妹因為久不聚會，不好意思到大聚
會中，也不知道如何盡功用。藉著小排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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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給他們一種親切感、溫暖感和家庭感。藉著這

面。這“攻”的一面，就是挨家挨戶傳福音。借

個溫暖的感覺，他們會慢慢被挽回。我們的小排

著生命的餵養、真理的傳揚，我們可以托住並挽

聚集不是軍隊，也不是學校，乃是一個家庭。在

回弟兄姊妹。然而，當我們看看周圍，還有許許

這個家庭裏有溫暖，也有愛。我們乃是用愛，用

多多沒有信主的親戚、朋友、鄰舍，我們不能沒

溫暖，把我們親愛的、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一

有感覺。臺北這城市就像個大漁場，在這個大漁

個個挽回過來。所以，小排的功用實在是多元性

場裏，有許多沒有信主的大魚、小魚；他們就是

的，也是包羅萬有性的。這是小排在“守”一面

我們的對象，我們作工的目標。所以，我們不僅

的功用。

要守住現有的弟兄姊妹，更要進攻去得著那些還

小排在“攻”一面的功用—家家傳福音

沒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叫他們能認識福音，得著

小排一面可以托住現有的聖徒，一面可以挽回
久不聚會的。然而，召會的擴增與開展，不能僅

主救恩的好處。(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四冊
第十二篇家家傳福音)

僅在“守”勢裏進行，還必須有“攻”勢的一

北埔鄉開展報導

五月福音火、燒遍北埔鄉

為了你們從頭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廣福音上所

埔鄉，藉著福音單張及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配

有的交通；我深信那在你們裏面開始了善工的，

搭，讓北埔鄉滿了福音的空氣，讓北埔的居民感

必完成這工，直到基督耶穌的日子。（腓一 5～

受榮耀福音的吸引力、讓主的名在北埔得著高

6）。

舉，讓聖靈在北埔自由的行動。

從去年年底，弟兄們宣告今年要開展北埔鄉，

五月一日，共有 35 位弟兄姊妹參加叩訪行動，

我內心滿了感激，讓我們在推廣福音的事上有交

分做八個小組在北埔鄉大林村叩訪，有年長的傅

通，所以從一月一日開始，到今天己經有四個月

弟兄、彭師母、劉師母、吳郭秀順師母，也有在

了。在已過的四個月，我看見竹東召會許多的聖

學的蔡宇庭、謝憫、楊少妤姊妹與楊少宏弟兄，

徒，有的為北埔禱告、有的去牧養、有的參加小

還有多位青 職及幾位 姊妹們帶著 小孩一同 開

排、有的去北埔相調、有的請人愛筵、有的研討

展。雖然外面的陽光很熾熱，也不能阻止弟兄姊

策略…等等，弟兄姊妹這些勞苦，目前已看到有

妹傳揚福音的熱火。中午我們到了北埔蔡瑞堃弟

部分的家過召會生活，不過在這些勞苦的背後，

兄家享受愛筵，並一同訴說屬靈爭戰的成果與喜

我們最感動的不是外面的成果，而是藉著開展，

樂，我看見每位聖徒幾乎是滿了笑容，都被新酒

許多聖徒對主的享受變新鮮了、對主的愛更深、

灌滿了，並充滿屬天的喜樂！

召會生活變的更喜樂、服事更有活力、對世界也

我們定規在五月十五日要再到北埔開展，屆時

越來越沒有味道了，哈利路亞！真是滿了見證、

將會有竹苗區超過百位聖徒再次出現在北埔。我

滿了榮耀。

們相信末後的榮耀要大過先前的榮耀，把更多的

但是，主永遠是不停止的，祂既開始了善工必

平安之子尋找出來，求主用祂的榮耀再次吸引我

完成這工。我們覺得要在北埔建立召會，還有一

們，使我們與主同工，讓五月份北埔的天空滿了

大段的距離要走，所以在弟兄們的交通中，我們

福音的空氣，滿了福音的熱火，求主加強我們！

接受負擔要得著更多的新人，在五月份這春夏交

感謝主！

替的月份，我們集中火力，把福音的火燒遍全北

(竹東 林華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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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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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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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完成左側外牆；右側
及後側外牆完成三至四樓。此外，電梯已開始進
行軌道施作。本週將繼續磁磚黏貼及電梯安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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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止新竹市召會奉
獻款累計為 1,59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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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4/25 新竹奉獻款累計為 1,402,754 元。

二、青少年代禱事項：1、為四月份各高國中校園排
福音聚會代禱。2、為國中升高中青少年代禱：
陳韋丞、廖彥翔、毋禎宇、徐婕方、張恩臨、監
佳敏、劉珈泓、方慈媛、韓宙融、孟憲頡、韓墉、
彭語恩、楊霽、龍又新、蘇俞安、劉泰承、張洋
溢、李佩珊、趙慧、鄭以欣、陳詠晴、周子揚、
李冠緯、林學泯。
三、實行樓房上的禱告：最少有 200 位聖徒接受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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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 5/9、5/16、5/23、5/30、6/6 主日
16:00～17:45 於仁愛會所舉辦，歡迎初信者、照
顧者及願受成全者踴躍參加。
二、第七梯次全台初信成全聚會：5/15(六)10:00～
5/16(主日)12: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請各區已
報名參加者自行前往。
三、小六家長座談：5/22(六)19:00 於新光會所舉辦，
歡迎小六家長(小五及國中家長、福音朋友亦可)
參加。請於 5/15 前向執事室報名。(詳閱通啟)
四、全台青職及青職服事者相調特會：6/12(六)10:00
～6/13(主日)12:30 於台中公園及中部相調中心，
歡迎 35 歲以下聖徒及青職服事者報名參加，費
用每人 800 元，小學以下兒童 400 元。請於 5/15
日前向執事室報名並繳費。(詳閱通啟)
五 、暑 期聖經 研讀 班： 第 一週 7/11(主日 )19:00～
7/16( 五 )12:00 ； 第 二 週 8/8( 主 日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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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4 月 26 日 至 2010 年 05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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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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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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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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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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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4
各大組讀經追求
5/16(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 5，第七梯全台
初信成全2
全台教職相調3

8/13(五)12: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將追求舊約
詩歌書(約伯記至雅歌)、以賽亞書並新約帖前至
雅各書。費用每人每週 3,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
每人 6,000 元，限額 300 人。報名截止日期 6/13，
或額滿為止。(詳閱通啟)
六、第八梯次全台初信成全聚會：8/7(六)～8/8(主日)
第一、第三學程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
700 元，報名截止日期：7/28 或額滿為止
七、吳曾鑾姊妹安息聚會(譚吳麗雪姊妹的母親)：謹
訂 5/15(六)9:00 於新竹市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八、葉茂榮弟兄與王依婷姊妹結婚見證聚會：謹訂
5/22(六)15:00 於科園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
扶持。
九、晨興追求材料：5/17 起追求晨興聖言「活在基督
獨一的元首權柄下並活在獨一的神聖交通中」

5/10(一)

會

生

活

雙

5/11(二)

5/12(三)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5/17(一)
5/18(二)

排聚集
5/19(三)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週

曆

5/13(四)
5/14(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全台教職相調1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5/20(四)
5/21(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5/15(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教職相調2
第七梯全台初信
成全1
5/22(六)
大組核心交通
19:00 小六家長座
談於新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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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奧祕中的智慧

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神為愛祂的人所豫
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
未曾想到的。』這節經文許多基督徒都非常喜
愛，時常用來激勵自己或鼓勵別人。雖是如此，
少有人對此經節有正確的領會。許多基督徒把那
『未曾看見』
、
『未曾聽見』
、
『未曾想到的』＂解
讀＂成外面的祝福或亨通。少部分基督徒認為，
即便外面環境不順，但因著我是愛神的人，這個
環境或許是主要我們學習一些功課，經歷祂的恩
典，所以願意服在神量給的環境底下。我們不說
這些不對，但我們若讀上下文，就能正確的領
會，到底甚麼是那『未曾看見』
、
『未曾聽見』
、
『也
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書二章延續保羅在一章裏的負擔，他
在那裏對付哥林多信徒因著崇尚哲學並屬地的
智慧，而帶進的分裂，並進而把他們導向這位釘
十字架的基督。在頭兩章，保羅有意告訴他們，
屬地的智慧不是神所要的，甚至神要對付、滅絕
屬人的智慧（林前一 19，20，27。）保羅也以自
己為例子，表明他的傳講，不是用智慧動聽的言
語，乃是用那靈和能力的明證。這說出，保羅有
意貶低屬地之人的智慧。
然而，保羅不停留在對付難處。從二章六節開
始，他更進一步題到，在長成的人（暗指哥林多
人尚未長成）中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代的智
慧，而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中的智慧；並且這
智慧是神在萬世以前，為使我們得榮耀所豫定
的。這智慧，這世代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
道（二 8），所以是深奧的（10），是人『未曾看
見』、『未曾聽見』和『未曾想到的』。因此，我
們可以知道，這些深奧之事，乃是與神奧祕中的
智慧，並與我們的得榮耀有關。這兩件事，在林
前一章都曾題起過。在一章二十四節說：『但對
那蒙召的…基督總是…神的智慧』；一章三十節
說：『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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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救贖。』因此，保羅所說神奧祕中的智慧，
就是指這位基督，並且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享
受的分。
從整本聖經來看，基督是包羅萬有的。我們若
要對基督有完全的認識，就必須進入整本聖經。
許多人只知道祂是救主，為我們流血捨命，成功
救贖；但少有人知道，在哥林多前書說到，基督
這位在肉體裏末後的亞當，已經成了賜生命的
靈；並且祂要住在我們的靈裏，與我們成為一靈
（林前六 17）。這實在是非常深奧。
另外，從整本聖經來看，基督的豐富給我們享
受也是追測不盡的，祂是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救
贖【救贖：指將來身體得贖，有祂榮耀的樣式(參
腓立比書三 21)】（林前一 30），祂今天是我們生
命（西三 4）
，將來是我們的榮耀（西一 27）
。祂
呼召我們，目的是要我們得榮耀（彼前五 10），
並且祂還要帶領我們進入這榮耀（來二 10）。這
是神救恩的目標，這是信徒的命定。這也是非常
深奧。許多人只知道得救上天堂（當然這是錯誤
的），罪人蒙恩得救，可以免去沉淪；但少有基
督徒知道，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是我們天天，
甚至每時每刻可以享受、可以經歷，以作成我們
日常生活中常時的救恩。藉著享受祂是賜生命的
靈，我們經歷聖別、更新、變化、模成等過程，
至終達到得榮。
以上所說的，就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中的智
慧，是神在萬世以前為我們豫備的。這些都是深
奧的，屬地的智慧人所無法領會的，也是人『未
曾看見』、『未曾聽見』、『未曾想到』的。那麼，
我們如何來 領會呢？ 二章九至十 節給我們 看
見：第一，我們需要愛祂。我們若要領略並有分
於神為我們命定並豫備之深奧、隱藏的事，僅僅
信祂、敬拜祂都還不彀，我們還需要愛祂。愛神
的意思，就是把我們全人，靈、魂、體，連同我
們的心、心思和力量（可十二 30）都完全擺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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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這就是說，我們全人都讓祂佔有，在我們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們願意以祂作我們的
一切。這樣，我們就能與神有最親近、最密切的
交通，能進入祂的心，並領略祂心中一切的祕
密，並經歷、有分於神這些深奧、隱藏的事。第
二，這些深奧、隱藏的事，乃是神藉著那靈向我
們啟示的（那靈參透萬事）；因此在領略這些事
上，我們的靈比我們的心思更為重要。當我們在
與神親密的交通中愛祂，全人與祂是一，祂就要

舊約讀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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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靈裏，藉著祂的靈，向我們顯示基督作
我們所得之分的一切祕密。這就是向我們啟示，
人『未曾看見』
、
『未曾聽見』也『未曾想到的』，
神的智慧所計劃，關於基督隱藏的事。
願神得著我們，成為愛祂的人，也成為活在靈
裏，屬靈的人，能以領略、經歷並有分祂為我們
豫備那隱藏深奧的事，使我們在各樣環境中，讓
更多的基督作到我們的裏面，至終神的榮耀就要
我們身上得著彰顯。阿們！
（胡世傑弟兄）

王母對王子的諭言

箴言中有許多教導兒女的話語，而兒女中有一
類最特別，也最需要嚴格並加強教導，就是作君
王的。所以在箴言最後作總結的一章（三十一
章），記載了一位來歷不明的利慕伊勒（意：屬
於神）王的母親教訓利慕伊勒王的諭言，這也含
示母親（就豫表言，母親表徵重在人性一面；父
親則重在神性一面）對兒子教導的重要。這王的
名字實含深意：父母教導兒女之先，若確實認知
他們是「屬神的」
，就不會落在「己」或「肉體」
裏，可減少許多的錯誤和不當的情緒；正如保羅
說，「只要用主的（不是自己的）管教和警戒養
育他們。」
（弗六 4）按神命定，新約聖徒都有王
的生命，將來都要與主同王（提後二 12，啟二十
4，二二 5），所以都是王子，被命定要藉著耶穌
基督一人（注意，這裏強調「人」）
「在生命中作
王」
（羅五 17）
。所以本章經文可視為神用諭言的
方式，教導或啟發我們這些新約聖徒，當格外留
心，以免錯過受教的機會；同時，也暗示我們對
自己的屬靈後輩或兒女，特別是有心服事的年輕
聖徒，更該用心加以教導、成全。本章內容可粗
分兩大段，一至九節和十至三十一節，將分兩篇
心得分享。
前段第二節，作母親的先告訴兒子，他是她腹
中的兒，強調彼此親密的生命關係；又說他是經
許願所得的兒子，表示他是來自神，也曾獻給
神。因此，作母親的在未教導兒子之先，先尋求
神，禱告說，「我當說什麼呢？」不是自己說，
而是神藉著我說、在我裏面說，這真是敬虔母親
的好榜樣。接著她告誡自己的兒子避免兩件消極

的事（箴三一 3～7）：一、不要把精力浪費在婦
女身上。二、不要有使君王毀滅的行徑（3）
。第
一件事裏的「精力」原文與十節的「才德」同字，
「婦女」也相同，都是「伊施沙」。只是動詞不
同，「給」要避免；「得」要尋求。「才德」這字
在原文的義意十分包羅，有力量（能力）、軍隊
（威儀）
、財富（理財）
、美德、勇士（勇敢、果
決）等含意，都屬於人性一面得為神用的。因此
這裏的意思是伊施沙（表徵人性）是給伊施（表
徵神性）帶來「才德」作幫助者；卻不是將伊柂
的「才德」耗費在她身上。可惜，猶大國和以色
列國幾乎所有的王，包括大衛、所羅門等名君，
都在這點上失敗。應用在新約，若用「婦女」表
徵人性的美德，則這裏的喻言在暗示新約信徒，
該運用（更新、變化的）人性來幫助或服事主及
召會；而不要為追求天然人性的優越或虛榮，而
投入大量時間（如加班、兼差）
、精力（如進修、
升遷）、財富（如股票、房地產、直銷）等，而
浪費、虛耗神給我們的那一分。這是作君王的首
要留意避免的。
至於第二件事–使君王毀滅的行徑，照下文看
是指不可喝淡酒、濃酒，沉醉在屬地世界的享樂
裏，這是對在地上有地位、權勢、財富的為王者
最大的警告。因為它不僅會使人忘記律例、顛倒
公理，絕非一位明智的君王所當行；也會使人上
癮而難以自拔，成為一個對神經綸和服事國家、
人民（召會）頹廢、喪志、無為，乃至敗亡的君
王（也可表徵服事者或負責弟兄）。不只影響個
人，更是影響一國（指召會，乃至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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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這位母親再鼓勵兒子兩件積極當作的事
（三一 8，9）：一、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將過去
的人伸冤。此節中，「將過去的」一字，全聖經
只用此一次，原文意毀滅，消失，經過，和合本
譯作「孤獨的」，或許其意是形容，短暫漸逝、
終歸滅亡的人生，因此需要作君王的發聲提醒、
指教、教導和伸冤。就是對人「申言」，喚醒、
告訴世人，人的結局，和人應轉向神，悔改、呼
求主。二、開口按公義審判，為困苦和窮乏人秉
持公理。這點清楚是指盡作王的功用，代表神按
公義審判，消除一切的罪惡，不公不義；特別顧
到弱勢族群，困苦人和窮乏人，不被人欺侮。用

印度之行姊妹團蒙恩分享

今日的話說，這兩件當作的事，就是在召會中盡
「申言」和「牧養」的責任。而申言和牧養實在
就是神設立「王」
，其實是「領袖」的原意。
（詳
見”君王職分和領袖”）藉著母親的口，再次提
醒作君王的兒子，該照神的旨意和神話（聖經）
的教導，積極、進取地盡「君王的職分」
。末了，
順道一提，本段經文與申命記十七章十四至二十
節，摩西給王的律法（詳見”王的律法”），有
異曲同工之妙。擺在一起默想，或許對我們這些
新約聖徒服事主、服事召會者，有所啟發和提醒。
（董傳義弟兄）

眾人配搭如同一人

有位 1987 年得救讀神學院原是公會牧師的威
爾森，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因受邀參加我們的聚
集而靈中深受感動，但因他是公會牧師的身份而
沒有在外面表現出來。有弟兄持續地與他有晨
興，使他在「人生的奧祕」福音小冊中得著供應。
並在一次聚會中因詩歌第 388 首-經歷基督作一
切：「我已得到宇宙至寶，我心因此歡呼；歡呼
基督給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而被主深深摸
著，目前喜樂地在印度清奈召會服事，雖然他的
家人都叫他回公會，但他不為所動。
在結束所有的聚會將離開印度的晚餐中，清奈
召會的負責弟兄和張正平弟兄陪同我們到一家
飯店用餐。因當地前一陣子有動亂，所以連去用
餐的車輛及人身都需嚴格檢查。只見駐警先拉開
柵欄讓車子進入，並以反光鏡檢查車底，我們一
個個進入飯店大門時，也必須卸下行李經過掃瞄
器並受安檢人身檢查，像在機場的安檢一般，這
真是非常奇特的經驗。在用餐的過程中，我們輕
鬆地談著印度開展點滴，在中文、英文和印度話
交錯談論的過程中，得知原來請我們吃飯的負責
弟兄原先還是羅馬天主教徒，他訴說著因聚會聖
靈感動及享受倪弟兄和李弟兄豐富的信息，基督
作一切生命供應而轉入主恢復中！
印度人多車多，喇叭聲更是不絕於耳，也許是
太累了吧？連車燈都覺得很刺眼！熱得我一直
要補充水份和用濕毛巾擦手和臉，礦泉水供不應
求，所以我在信心裏還喝了當地的水，幸好有主

保守及弟兄姊妹的代禱，我的腸胃藥備而不用；
雖然印度太陽真的很耀眼，天氣很燥熱，但我們
幾乎都是在室內聚會或往返車程中，所以出發前
琉璃姊妹特 別強調要 帶的防曬油 我根本沒 用
到，雖然我有一點曬黑，但比起印度的姊妹來
說，我的膚色算是蠻白的。這十幾天吃的咖哩比
我四十幾年吃得還多，連打嗝都有咖哩味！聚會
的中場休息時間有「tea time」哦！奶茶很香甜！
我們的聚會方式很特別，我們先倆倆有禱告，
鼓勵姊妹們都開口禱告，再由邱弟兄以英文詩歌
帶著大家唱，我們用中文唱，她們也用印度語
唱，直到大家「口開心開靈也開」時，進入我們
的交通和信息。我們先用中文講，鞠弟兄翻譯成
英文，再由當地的聖徒配搭翻成印度話給在座的
姊妹們聽，其中一位還是亞伯拉罕同工弟兄的三
女 Angel，能在愛主的家庭長大且被主使用真是
榮耀。在預備信息的過程中，我們五位姊妹們真
是既緊張又安穩，因為伍姊妹率先抓重點，分配
適當的內容及個人見證分享，使我們五人如同一
人，雖然我不太記得我說了些什麼？但感謝主把
應時的話語賜給我，叫我先得到福音的好處。在
姊妹們緊密地配搭裏釋放信息，我們更深刻地知
道「離了主我們什麼都不能！」我們必須是聯於
基督身上的活肢體，我們才能生機地盡功用去供
應生命！最 後是盧弟 兄根據我們 的內容作 總
結，並請印度姊妹們分享回應，看到她們像當地
的太陽般熱烈地回應，我們也終於鬆了一口氣！

感謝主在聚會中的帶領與扶持，使眾人都平安喜
樂！
終於回到台灣了！我們把美月姊妹送回新埔
並共同享用了新埔粄條和美味小菜，人們對食物
的口味真是不容易被變化呀？難怪眾人都或多

福音見證

有神

主感謝祢，讓我認識了祢，使我能成為神的兒
女。小時候鄰居親友常說我耳大，長大有福，這
話在我腦裏迴響五十年，到現在我才知道，認識
了主耶穌基督才是有福的。
二十年前從事業務，主管只要求業績、獎金，
賺了錢天天活在吃喝享樂中，但每當夜深人靜
時，我就會想著：人活著是為什麼而活呢？
在我一無所有，身上只剩 200 元時，認識了我
的姊妹，她雖無光鮮的外表，但在她身上我看到
的喜樂，不是金錢所能滿足的，這也使我因著她
而信入主，受浸歸入主名。成為基督徒後參加了
各樣的聚會，對一無所有的我來說是非常困難
的。雖然六、七年前我在台北經歷送報紙、開計
程車的日子，但姊妹告訴我，再怎麼困難，還是
要去聚會，為主擺上，主會紀念。
而此時我的眼睛也因過度疲勞造成視網膜剝
離，在台北的醫院接受手術。雖然看診與手術的
醫生不是同一人，但我與姊妹禱告，信靠主耶
穌。我心想：主祢若要奪去我的眼，那就奪取去

得救見證

或少有對家鄉味的眷戀。但願我們對主也能有更
深的依戀！在追求主的話上，求主給我們好的胃
口，在吃喝享受主的過程中能有更深地經歷，可
讓基督的味道從我們中間散發出來！
(竹東 楊鄧惠華姊妹)

吧，我平靜的接受！手術過程醫師全身大汗衣服
濕透，最後手術順利完成，感謝主！讓我又重見
光明。
因著眼睛不適回到新竹，之前我和姊妹迫切的
禱告，要向八十四歲的父親傳福音，在我個人認
為是不可能的，父親是榮民，個性剛硬。但在一
次病痛中，終於在我們的照料及傳輸之下受浸成
為基督徒，每晚禱告之後才入眠。
在這六、七年中，每逢假日是我工作最忙碌的
時候，但是我願擺出時間參加各樣聚會，一切交
託給主，也讓我在短暫的數年有了房子、車子，
超出我所求所想。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賜給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這節神的話
讓我靈裏感觸很深，感謝主！因著我們有神，使
我們有活的盼望，神能照著祂的大憐憫，拯救我
們脫離虛妄的生活，得著真正有價值的人生，並
在召會生活中受成全、盡功用。 (劉福憲弟兄)

祂尋我不懈怠

我出生在一個父親是警察，母親是憂鬱症患
者的家庭。父親沈迷於酗酒、賭博，常不回家，
棄家不顧；母親不識字且無謀生能力。
印象深刻的是年幼時，我和弟弟得了麻疹發
高燒，母親只能抱著我們哭，不知如何是好。
漸漸長大，母親對父親不信任，常常半夜跟蹤
父親，到了三更半夜她才獨自騎腳踏車回家。
從此我對人生毫無盼望，封閉自己。
母親因拒絕服藥，常拿剪刀欲自殺，或臥床
不動不吃，父親便逼我們子女跪在她面前乞求
她進食。十九歲那年我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實
習，看見一位臉部燙生的醫生，臉上常面帶笑
容，打聽之下，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後來我

向父親要求，想要受浸成為基督徒，父親反對，
我便搭公車找教會，但卻徒勞無功而返。
之後面臨親人生離死別，我陷入抽煙、喝酒，
在黑暗裏麻痺自己。內心裏面常浮現一個問
題，死後要去哪裏？我便常跑圖書館找答案，
終究無法解開這疑惑。三十歲那年，永和市召
會有福音聚會，在那次聚會中我受浸歸入主
名，在回家途中，看見陌生的同事，我主動握
手告訴她，我受浸成為基督徒了！之後我的家
人也泰半多能呼求主名，主也保守多年來有心
肌梗塞毛病的父親及有憂鬱症的母親，使我能
一無罣慮奔跑屬天的賽程，榮耀歸神。
(劉童秀梅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