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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船打魚水深處，善用網路得青年
傳福音的方法必須跟上時代

人傳講，留下一個敞開對象的名單。然而對經常

『網路』在資訊的交流上，已經成為現代生活

上網的聖徒而言，藉網路傳福音，更為簡易、方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在 2006 年（網際網路

便、有效率，且不受天候、時間的限制。若召會

發展成熟時），美國時代雜誌就選出 You《你》

中尚未建立使用電腦習慣的聖徒，維持『馬路』

－每個網民－為年度的風雲人物。因為這個坐在

上傳福音的生活，青年聖徒養成在『網路』上傳

電腦螢幕前面的《你》，正無遠弗屆地不斷在衝

福音的習慣，必能大幅加增召會中接觸人的人

擊現今這個世界。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統計

數，使召會成為傳福音的召會。

2010 年一月全台使用網路的人口約 1467 萬，超

服事弟兄們為提供豐富福音的材料，架設了

過台島人口的五成以上。其中各年齡層中使用網

『水深之處』
（http://www.luke54.org/）網站，其命

路的比例二十五至三十四歲者 95.92%，二十五歲

名的來由是根據路加五章所記載，主吩咐西門把

以下幾乎是人人使用。故此，網路的使用的確已

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今天許多年輕人都

成為時代的趨勢，取代了許多人原有的社交、學

花許多時間在網路上，如同魚群在水深之處。藉

習、消費等的習慣。

著眾人善用此網站上的福音材料，結果如同門徒

『聖經不可改，真理不可改，但傳講福音、散

們一樣，『圈住一大群魚，網幾乎裂開』。

佈福音的作法可以改。…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地

此外，全台也陸續舉辦了多場網路福音祭司呼

球，但是可以改進交通工具。今天是科學時代，

召聚會，盼能呼召七千位網路福音祭司。其職責

凡事都應當進步；傳福音的方法、普及真理的辦

最主要的就是在『水深之處』網站完成註冊後，

法是可以隨著時代進步的。』（主恢復劃時代的

藉著利用網站上的福音材料，經常性地將福音單

帶領(五)，第三至四頁。）正如馬丁路德因著印

張、故事、見證、影音檔案等給發送所結識的朋

刷術的發明，而將德文聖經譯本和陳明真理的論

友們，而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下週起采風版將

文廣泛流傳，帶進改革運動的成功。我們也應心

轉載幾篇水深之處網站之福音小品)

思更新，研究如何跟上時代，正確地使用網際網

實行上的注意事項

路傳揚福音，以拓展主恢復的見證。
呼召七千位網路福音祭司

為了消除聖徒們的疑慮，目前藉網路傳福音的
事上有一些注意事項。第一，這乃是針對十八歲

為此，台北市召會網路資訊中心於今年二月正

以上的聖徒，十八歲以下的聖徒並不鼓勵。第

式成立，經服事弟兄們多方的研討與實驗，發現

二，在身體的配搭裏，以活力排的方式進行。第

『網路福音』可與現有召會生活中神命定之路作

三，在網路上接觸福音朋友的對象以同性別為原

結合，並補上已往『馬路福音』之不足。經統計

則。第四，接觸朋友的目的，只單純為福音的緣

在馬路上接觸人一小時可發十五張單張，對四個

故。第五，非僅停留在虛擬世界，必須將朋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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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召會生活中。從已過成功例子研究中發現，上

是最珍貴的時刻；這是為著主恢復的正確時刻。』

述的第五點是人至終能否受浸得救的關鍵，因此

（一個新人，第二三至二五頁。）所以，我們該

服事的弟兄們已著手規劃下階段的福音聚會，以

立即面對現況、抓住機會，跟上身體的行動。除

將人『拉下網』進到『實體』的召會生活中，使

了為此禱告，上網註冊並發送材料給朋友之外，

平安之子能被帶進神的國度裏。

盼望在各區裏都興起老練的聖徒與青年聖徒配

『按照歷史和聖經來看，文化總是配合神的心

搭成為活力排，如同「油電混合動力車」一般，

意。墮落的人類文化雖然不屬於神，但神主宰這

將網路大量所接觸到的朋友牧養在這些活力排

一切。…地上的一切都為著成全這新人。今天…

裏，將 internet 轉成為 into net（不是撒但編織的

現代化的交通和通訊、以及我們對語言的領會，

網羅而是為主使用的福音之網），必能使召會滿

世界已經縮小成為一個小球體…今天一切都成

了盡功用的福音祭司，滿了成串的福音朋友，而

熟、準備就緒、豫備好為著新人的產生。我們都

使大量網民作主的門徒，帶進神定旨中的一個新

必須看見我們在哪裏。我們處在末了的時刻，這

人的早日顯現。

禱告聚會共同追求信息

（陶建霖弟兄）

家家傳福音(二)

越傳越有動力，越有話

以，你若要經歷經綸的靈，就必須在神的行動

或許有的弟兄姊妹會說，“我聚會很不正常，

裏。若是你不在這個行動裏，就沒有資格支取那

現在能參加小排聚會，已經是很大的恩典了，怎

降下並澆灌的靈。這個看見實在太寶貝了。我們

麼還能去進攻呢？”照著我們已過的經驗，我們

都願意經歷主，願意生活有能力，也都願意作主

發覺越要保持生命正常，就越需要有一個“動”

的見證人，但這要怎麼樣才能達到呢？乃是要進

的力量，需要有一個往前的光景。我們越守住所

入主的行動，把自己擺在神的經綸裏。當我們出

有的就越沒有，越想要保持就越漏掉。然而，當

去，把自己擺在主的福音行動裏，就會看見主的

我們憑著信心出去，為主傳講的時候；很奇妙，

靈在我們身上，主那經綸的靈也與我們同在。

主就與我們同在，我們的靈就興起來了。我們越

新面孔是小排的命脈

出去，裏面的人越動起來；越出去，裏面越有話。

一個小排若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小排，一個蒙主

相信我們許多人都有這個經歷。已過我們看見人

祝福的小排，就必須使小排滿有福音性。什麼時

穿著福音背心，心裏都會畏懼，也覺得難為情。

候小排失去了福音性，這個聚集就停頓下來了。

等到有一天，我們自己把福音背心穿起來，奇妙

從已過的實行，我們發現一個不變的定律，就是

的是，靈就來了，膽量、感覺、話也來了。這說

小排裏有福音朋友，就有新鮮感；沒有福音朋

明當我們出去時，主的靈就與我們同在。

友，慢慢就落下去了。新面孔一來，無論他是多

我們要看見小排不僅要有黏力，更要有動力。

麼弱小，也無論他是怎樣反對，弟兄姊妹只要看

這個黏力是藉著我們的愛、照顧、關懷，把現有

見他，負擔就來了。可能在小排裏原不知道要讀

的弟兄姊妹聯起來。然而只有這個不夠，還需要

那一卷聖經，新面孔一來，話語就來了。所以，

有一個動力；好像人的身體，不只需要吃飯、休

新面孔實在是小排的拯救，也是小排的命脈。只

息，還需要有運動。運動能保持我們身體上的細

要有新人，我們就會有負擔，有感覺，也會有話

胞持續的健康，並且不斷的繁殖。在我們的小排

語。因此，小排的確需要有進攻一面的功用。 (主

聚集裏，傳福音的確有這個效力，能保守每一個

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四冊第十二篇家家傳福

人活在正常的屬靈光景裏，而滿有生命的動力。

音)

在使徒行傳裏，經綸的靈乃是為著神的經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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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旺福音熱火 呼召七千祭司
組成網路新軍 得著萬千青年 開展神的國度

網路福音祭司呼召

在『推動主恢復的新路』一書中，李弟兄說
到，『主的恢復本身不能改，真理不能改，生命
不能改，但是召會的擴增一定要改。』『不錯，
沒有人能改變這個地球，因為這是神創造的；然
而，人在地球上怎樣生活行動，卻要隨時代改
進。』『一百年前，從美國西岸乘帆船到中國東
岸，起碼要六個月的工夫；但今天交通工具進步

上福音座談及網路福音接觸的實作與研討等，我
們已獲致初步的方向。好比「油電混和動力車」，
將使用油或電的時機與動力規劃適切並巧妙的
結合與搭配；網路傳遞資訊、發展社群、教育成
全等功能，也可應用於我們召會生活中的生、
養、教、建。同時，網路應用中的便利、交互性、
即時性與大量影音資訊的傳遞，更有助於主恢復

到一個地步，坐飛機往返一次，只需一天的時
間。這並不是地球改變、縮小了，而是交通工具
大大改良，交通便利了。…再者，電視、電話等
通訊設備的發達，使得消息傳遞更為普及。』對
照我們所處的世界，今日的變化只有更快速且巨
大。日新月異不僅是形容詞，更是時代脈動的真
實敘述。
自 二 月 份 台 北 市 召 會網 路 資 訊 中 心 成 立 迄
今，我們尋求突破的主要項目之一為如何藉由網

豐富的推廣，前景可期。
據統計，青年人每日上網的平均時數為七點五
小時。網路的發展已經改變許多人工作、學習、
社交、消費的習慣。現在並可預期不久的未來，
勢必對我們生活的各面產生重大的影響。呼應李
弟兄所說，
『真理是不更改的，生命是不搖動的，
但作工的方法不改不行，我們已經趕不上需要
了。』務請弟兄們鼓勵召會中的青年聖徒至水深
之處網站登記註冊，並使用網站提供之福音等相

路接觸青年人，以傳揚福音。頭一次「一二三非
試不可」的網路研討會，即獲得近千位聖徒熱烈
響應。同時，我們聽聞一位弟兄曾藉網路結識福
音朋友，因此在兩年內帶領超過兩百位以上受浸
的見證，更是激勵我們。經過線上福音徵文，線

關資訊接觸更多年輕人。並為此聖靈的工作多方
代禱，願主在眾召會中挑旺福音的火，呼召七千
位網路福音祭司，組成網路新軍以得著青年人，
開展神的國。
(摘自水深之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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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4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總

本月收入

1,436,209

1,091,109

本月支出

3,143,405

本月結存

-1,707,196

計

專

一般經常費用
學生中心

項

海外開展

竹苗開展

160,900

21,000

163,200

1,557,107

1,562,818

21,000

2,480

-465,998

-1,401,918

0

160,720

註︰（1）為本地蓋造學生中心截至本月累計奉獻收入計︰25,821,595 元（含下列竹苗縣召會奉獻）
；工程款累
計支出計：11,658,757 元。
（2）竹苗眾召會為新竹市召會蓋造學生中心奉獻-苗栗召會：100,000 元，竹南召會：60,000 元，寶山召會：
332,571 元，竹東召會：24,000，關西召會計：19,700 元； 台北召會 50,000 元；竹北召會 120,000 元；
造橋召會 15,500 元；公館召會 20,000 元。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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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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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石英磚工程及電梯安裝
已完成，本週將進行室內水泥細部粉刷及油漆粉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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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止新竹市召會奉
獻款累計為 1,74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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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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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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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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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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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區儘速向執事室報名。(詳閱通啟)
三、頭屋鄉開展蒙恩見證交通聚會：5/22(六)9:30～
11:30 於仁愛會所，歡迎聖徒踴躍參加。
四、大學聖徒新人知性之旅：5/23(主日)至台北三、
十九、三十九會所相調，並參觀訓練中心和主恢
復展覽館。
五、全台眾召會禱研背講相調特會：6/3(四)19:00～
6/5(六)10: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將進入國殤節
特會信息與負擔。費用每人 1000 元，請於 5/26
前報名。(詳閱通啟)
六、竹苗區眾召會集調特會：6/5(六)9:00～15:10 於新
竹縣政府大禮堂舉辦，費用每人 100 元(含需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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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5/16(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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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6
大學聖徒知性之旅
各大組讀經追求

之兒童)。請各區於 5/31 前將人數及費用交至執
事室。(詳閱通啟)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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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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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高新武弟兄安息聚會：謹訂 5/16(主日)13:30 於新
竹市立殯儀館-懷德廳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
持。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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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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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一)

會

5/18(二)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5/25(二)
5/24(一)

18:0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生

活

雙

5/19(三)

排聚集
5/26(三)
聖徒追求香港深
圳訪問1
排聚集

週

曆

5/20(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5/21(五)

排聚集
5/27(四)
5/28(五)
年長聖徒及竹苗區 聖徒追求香港深
聖徒追求大溪相調 圳訪問3
聖徒追求香港深圳
訪問2
排聚集
排聚集

5/22(六)
大組核心交通
9:30 頭屋開展見
證交通聚會
19:00 小六家長座
談於新光會所
5/29(六)
大組核心交通
聖徒追求香港深
圳訪問4

主後 2010.05.16 第二六七期

關於「舊約新解」的一點交通
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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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經是每一位信徒得救後必修的功課。然而
許多信徒卻無法堅定持續地建立每日讀經的生
活。原因不外乎：一、不認識聖經的寶貴和讀經
的重要。（心的問題）二、雖羨慕讀經，卻缺乏

了。所以舊約不熟，常成為新約讀經不夠專精、
享受的隱藏瓶頸。再者，前面弟兄帶領讀經時，
總是鼓勵那些對新約聖經己稍有基礎的聖徒，採
取新、舊約並進，不偏於一端的讀經方式，以收

毅力、決心，而難以起頭，或無從建立天天定時、
定量、依序地讀經習慣。（性格問題）三、年年
立志讀經，卻總因讀不懂、讀不出亮光與啟示，
而半途而廢。需要保羅求「智慧和啟示的靈」的
禱告（弗一 17）。四、勉強建立讀經生活，也實
行多年，但總覺未能登堂入室，沒有真實經歷神
的話，更無法話成肉體，而若有所缺。需要保羅
求「經歷」的禱告（弗三 16，17）
。筆者得救後，
前二十年，也曾在這四項原因中打轉，直到主給

相輔相成之效。就是因這緣故，筆者亦挑舊約先
著手，以應付部分聖徒讀經之急需。
聖經是神的話，是神所啟示的，必然博大精
深。即使只限舊約，也絕非本集錦近四百篇信
息，就能說清楚、講明白的，恐怕連摘要介紹大
綱和要義，都無法完全勝任。所以筆者必須藉此
聲明，本集錦不是解經大全，不過想示範一下讀
舊約聖經的正確方法，供初讀經者學習參考；同
時也試著解釋一些較難解明的經文，和點明一些

筆者興起環境，又藉恢復版聖經的出版，讓筆者
這才跨越上述四大難處，建立了穩定的讀經生
活，真實經歷天天從神的話得著供應、光照，使
每一天都過得喜樂又充實，且稍有話成肉體的更
新、變化。筆者才深深體會沒有正常的讀經生
活，對一個有心的基督徒而言，是何等的損失和
虧缺。因此決定將自己二十多年來讀經的心得，
用文字記錄下來，供初讀經者參考，或可幫助一
些覺得讀經困難的聖徒，克服部分上述讀經的難

隱藏在不起眼的經節中，卻有深奧涵意的重要啟
示，以幫助初讀舊約聖經的讀者，不致因經文難
明瞭或看不出所以，而失去味口與耐性，使讀經
無以為繼，造成遺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讀經也一樣。本集
錦選擇下列聖經、工具書和主要參考書作依據或
憑藉。因這幾本書經常被引用，若非必要，用到
它時，不再加以註明。一、恢復本聖經（含註解）
；
二、尋根版聖經及聖經原文字典；三、聖經提要；

處。
一般說來，聖徒對於聖經多半較熟悉新約聖經
而較忽略舊約，因為舊約多歷史、典故、豫言、
豫表、表號、隱徵、隱喻等，不像新約明言較易
領會、應用。因此許多得救多年並有相當追求或
服事的聖徒，除對一些在新約經常引用的舊約經
節和一些耳熟能詳的舊約事例外，其餘舊約聖經
就較陌生或較少花時間研讀、深究。然而新約是
出自舊約，新約真理可說是舊約圖畫的說明和解

四、生命讀經。本書中經文全採恢復本譯文，許
多發表也參考甚至錄自它的註解；而字義、字源
等常取自尋根版及其字典，讀者可自行比對、參
考。
筆者將這本讀經心得集錦（依經文順序排列）
取名「舊約新解」，實有三重意義：首先也是最
重要的，就是介紹一種從新約的觀點讀舊約的方
法。更詳細的說，就是用神「新約的經論」作解
讀舊約的萬能鑰匙，使讀者能將舊約、新約藉神

釋；若圖畫不清楚，其說明必定不知所指，其解
釋也不易全然領悟，導致對聖經理解不夠深入、
全面，其應用與經歷自然也就不夠廣泛、多方

最深處的心意聯成一體。其次，也是筆者想盡力
作到的，就是避開老生常談和枝枝節節，而盡量
留在經文的主要思路和負擔的中心線上，對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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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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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難明瞭或含有深意的經文，用新約的發表和

後），其中部分曾經筆者修訂或增刪。從這一面

較現代或召會實行觀點的應用加以詮釋。務使讀
者不致因細節而偏離聖經啟示的主軸焦點，也不
致因難解或疏忽而錯過、漏掉聖經啟示的精髓。
末了，筆者也嚐試在解經之餘，加入一些最新的
科學結果，佐證聖經的正確性（對有信心的讀
者，這是無庸置疑，多此一舉的），以加強初信
者或初讀經者對神話的信心，並消除一些過往對
聖經原意出於人意的過度引申，而引發批評者對
聖經不必要的質疑與誤解。當然，末了這點必然

說，筆者不過只作了蒐集、編輯、代筆等工作而
「集其大成」，文中的亮光、啟示，絕非筆者個
人所獨創；不過若有錯誤、失當，必定是筆者造
詣不精或引喻失當造成。謹此致歉，並請前輩聖
徒不吝賜教，必誠心接受，儘速改正，以免繼續
誤導讀者。
末了，筆者認為屬靈知識沒有智慧財產權，聖
經解經也無個人版權歸屬。因此，本信息歡迎讀
者下載、參考、引用，只求不要錯引、誤用或斷

受限於筆者才疏學淺的弱點，故以筆者並不堅持
己見，僅將個人淺見提供讀者參考罷了。
本集錦內容中相當一部分，是筆者多年來，聽
前面弟兄交通，深受感動與啟發的信息要點，或
一起追求聖徒分享聖經的精采片段，由筆者照記

章取義即可，並無必要註明作者或提及出處。但
求主使用它，光照、開啟那些用心、認真讀經的
信徒。也算筆者的些許勞苦，在主裏面不徒然
了。阿們！( 舊約新解-讀經心得集錦業已置於新
竹市召會網站首頁中，可逕至該網頁瀏覽或下載)

憶所及記下，或加以發揮和應用。其中也有數篇
直接截取已刊登的心得（原作者名皆標示於文

（董傳義弟兄）

舊約讀經心得

傳道者對人生的忠告

傳道者所羅門王晚年所著的傳道書主要是給

在於靈，因為出於靈或屬於靈的，才有永存的意

人看見敗壞世界裏的人生，都是虛空，都是補

義。而「記念」這字原文也有留心、提醒、默想、

風。在他全卷書即將結束之際，傳道者對少年人

記住、宣告等意思，因此傳道者特意提醒少年人

提出警告和勸勉（傳十一 8 ～十二 1）；接著又

要留意自己靈裏的感覺，並加以默想乃至宣告這

花了相當篇幅描述老年人的晚景和結局（十二 2

感覺或感動。這點幾乎是所有少年人共同的疏

～8）
。將這兩段連在一起，大有給人生定位的味

忽，因為這世代的神（指撒但）弄瞎了我們的心

道，值得我們留意、思考。

思（林後四 4）
。所羅門王是滿有人生經歷和閱歷

先看傳道者對少年人的忠告，首先他要少年人

的人，他自己更是走過風光又荒唐的年輕歲月，

在年輕時，當在神審判的光中盡量享受人生，好

因此他這短短一句話，暗藏多少人生的苦痛與悔

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除邪惡。他也勸告他

恨，可能不是我們一般少年人能心領神會的。

們當趁著年幼，記念造他們的主，不要在這事上

接著，傳道者用五節以隱喻的方式提及老年人

躊躇不決，等到年老。這段話中最隱藏卻關鍵的

的衰敗光景與悲哀，對照少年人的年輕活力，明

字應是十二章一節的「造」字，原文用的是「創

顯試圖暗示年輕人應愛惜光蔭，珍惜少年時光，

造」，而在人身上這字是源自創世記一章二十七

否則歲月無情，人年老時，神所造之三光，與人

節，那裏顯然是指創造人的靈，所以人為萬物之

所造人工之光的光明環境，變為昏暗，晴朗可悅

靈。因此傳道者以此暗示少年人該記念神為他造

的天空也變為曚曨。手（看守房屋的，房屋指人

的靈。靈是人與神接觸的器官，也是人盛裝（神

的身體—參林後五 1～8）發顫（3 上）；腰（有

聖）生命的容器，更是神的所是進入或調入人的

力氣的男人）彎曲（3 中）；牙齒（推磨的婦人）

各部分（特別是魂）的根據地，人生的價值也全

稀少（3 下）；眼睛（從窗戶往外看的）昏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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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耳朵聽聲遲鈍（4 上）
。清早就起來（4 中），

羅門這樣功成名就的君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暗示人難以入眠；聲帶（唱歌的女子）衰弱（4

但也更突顯人生若不注重靈，失去神的同在與祝

下）
；懼怕高處（5 上）
，行走受驚嚇（5 上）
。頭

福，任你如何努力奮鬥，有多麼高的成就，至終

髮變白（杏樹開花，5 中）
，無力負任何重擔，甚

是一無所得，一場虛空而已。

至小如蚱蜢者，也擔負不起（5 中）
。沒有醫藥能

傳道者這段話主要是針對少年人，特別對今日

使老年人免死，只有弔喪的人來赴他的葬禮（5

敗壞世代中得救的年輕信徒，猶如黎明前的儆世

下）
。那就只剩屍首—脊椎（銀鍊）
、頭顱（金罐）
、

柝聲，提醒我們應對人生有正確的看法，知道怎

胸肺（瓶子）、心臟（水輪）—朽爛了（6）。塵

樣藉活在重生的靈裏，憑靈活，憑靈行，讓我們

土所造的身體仍歸於地，氣息仍歸於賜氣息的神

的人生與神的心意合拍，使我們既能享受神賜的

（7，創二 7）。這指明整個人和他的人生若離了

一切，暢快、如願，不致老大徒傷悲，又使神在

神，就一無所是，只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

我們身上的經綸得以成就，而有永遠的價值。阿

空（8）
。何等殘酷又悲慘的告白，出自一位像所

利路亞！

雲彩見證集

（董傳義弟兄）

一個禱告的人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已
經得著了，就必得著。”─可十一 24

說，弟兄，沒有關係，我們再禱告。禱告後我
們又去，他朋友說，我願意還，再給我一個禮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召會吹什麼號，我就

拜。一個禮拜後他姊妹又抱怨：他還是沒還。

怎樣響應，召會怎樣帶領，我就怎樣跟隨。幾

我說，我們再禱告；那天晚上我向主迫切的禱

年前召會 (台北十三會所) 帶領我們要作個禱

告，到了禮拜一，他果然還了這筆債務。這是

告的人，我們的家要成為禱告的家，召會要成

我第一個經歷─不信靠自己在埃及所學的技

為禱告的召會，那時我就學習把自己擺在禱告

能，只信靠萬有的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裏。主也豫備了一位很會禱告的老弟兄，帶領

能。

我們這個家有禱告的生活，這樣的操練持續有

不久這位弟兄又發生事情，為了小孩和姊妹

六、七年之久。現在分享幾個關於禱告的見證：

吵架，甚至打起架來。我們已經學了功課，人

我當區負責沒多久，幫一位剛得救的弟兄清

的說話沒有能力，神的說話才有能力。當我們

除家裏所有的偶像，過幾天他跑來找我說：“弟

到他家時，他的岳父說：你看看，基督徒還打

兄，我有一筆債務，請你幫我要回來。”我是

架！我姊妹看見他的姊妹在哭，且身上浮腫，

學法律的又是區負責，自然樂意幫助他，但我

就幫她按摩，但姊妹一直吵著要離婚。於是我

知道不能用屬世的方法，我必須供應他基督，

把他們一家召齊，他岳父叉著腰在一旁看我

所以我第一個想法就是否認己，不憑著自己作

們。我們不能作甚麼，只有禱告。禱告第一輪，

甚麼─因為離了主，我們就不能作甚麼。(約十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禱告第二輪時，三個小孩

五 5) 於是我就和他一同禱告，並陪他到朋友那

痛哭流涕，認罪悔改。但他們兩位還是沒有反

裏去要債。

應，我們堅持要有第三次的禱告，結果二人摸

到了那裏，他的朋友說，我願還你這筆債，

著主也痛哭流涕，向主悔改認罪。感謝主！這

下週一你來拿。可是他姊妹說，我們已經要了

位弟兄現在也成為區負責，並且這個家帶了 47

一、二十次，他都不還，他不會還的啦！但我

個人得救。

們不信這話，只是禱告，週一他果真沒還。我

另外一個見證是關於我姊妹的弟弟，他未得

救之前是軍人，什麼都不信，只信三民主義。

說：“好吧，我聽妳的。”於是我姊妹唸一句，

我們向他傳福音，反而是他太太先得救。得救

他也跟著唸一句，禱告了半小時，我岳父竟奇

後我姊妹和她開始晨興，然而撒但不甘心，過

蹟似地站起來了。感謝主，直到過世這三年期

幾天他打電話給我姊妹說：“姊姊！我們家裏

間，他的病再也沒有復發過。後來岳父作見證

不需要耶穌，只需要夫妻和樂，以前我們家裏

說，假如再慢 10 秒鐘沒有順服女兒，和她一同

沒有基督時很和樂，現在她只顧跟妳晨興，都

禱告聖經上的話，他真的會因劇痛而咬舌自

不理我們了。請妳不要再來打擾我們。”

盡。他能忍受子彈穿身又取出來的痛，卻無法

感謝主，我姊妹沒有任何答話，只是為他禱

忍受這樣錐心刺骨的痛。

告，仍持續和她晨興。第二天攻擊更大了，他

他好了以後回到台中的家，自動把那些祖宗

說：姊姊，妳再打電話來，我們夫妻離婚妳就

牌位收起來。每週五都堅定持續的來到台北，

要負責；妳若再打電話來，，我就背觀音咒給

帶著他四對兒女一起過召會生活─週六參加小

妳聽。”我姊妹就說：“好，我不再打電話過

排，隔天參加主日聚會，星期一回台中。許多

去。”於是為弟弟的得救向主有深切的禱告，

人因著看見我們這樣的召會生活而得救，其中

並抓住主的應許：“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

包括乩童和廟公也一同受浸歸主。

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 我姊妹為這件事

另有一位姊妹出了車禍，頭蓋骨兩邊出血，

禱告了一個月，我也默默的為這件事有禱告。

送到一處醫院，醫生看沒有什麼希望就拒絕收

一個月之後，我小舅子自己打電話來說：“姊

她，只好再送到別的醫院。這時，弟兄姊妹都

姊，我想認識你們的神。”蒙主憐憫，他得救

為她迫切禱告，召會也為她有守望禱告。感謝

了，並且今天成了大區的區負責。

主，差遣了一位好醫生，也是信主的弟兄，願

至於我的岳父，他三十幾年前就在台中召會

意為姊妹開刀。第二天開完刀後，醫生對姊妹

得救了，可惜不到一年就離開召會生活，而我

的弟兄說：“開刀後能不能保得住我不敢講，

們都不知道他已得救的事。當我們向他和幾個

我只能救她的頭，但眼睛因為受到壓迫，視力

兒女傳福音時，他不接受，只說：“個人過自

會漸漸衰退，復原的機率很小，我只有盡力而

己的生活，不要管別人的事。”那時他非常的

為了。”儘管如此，全召會仍堅定持續的為她

剛硬，我們只有不斷地為他禱告

禱告。

之後，發生了一件奇妙的事，他的脊椎突然

我憑著信心禱告說：“主啊！祢要救就救全

痛得不得了，我們趕緊把他送到醫院去，照了

部，頭要治好，眼睛要醫好，身體每一部分都

X 光後，決定要開刀。四個兒女都在那裏，我

要康復，這樣才顯出是祢大能的手醫治了這位

的姊妹說：“爸爸，你不用開刀，神要在你身

姊妹，而不是靠著醫生。主啊！祢是生命的主，

上作事。”那時我小舅子才剛得救，他軍人的

祢能使姊妹的身體復原，我們信祢是那位叫死

性格很火爆，他說：“醫生說要開刀，照了 X

人復活，又稱無為有的神。”(羅四 17)

光也證明需要開刀，妳說不用開刀，說這話是

不久這位姊妹和聖徒們一同到東馬訪問，她

要負責任的！”我姊妹說，我知道神要在他身

作見證說，她比醫生所預定的時間還提早兩個

上作什麼事，我把他帶回去。回到家中，岳父

禮拜拆線，兩個眼睛的視力比以前更好，所有

平躺在沙發椅上，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的傷勢全都復原。讚美主！召會的禱告是有權

那時我姊妹就跟三個女兒跪在旁邊說：“爸
爸，你要認罪、悔改，請你跟我一起讀神的話。”
他一直堅持不肯，我姊妹就為他禱告。後來他

柄的，這位信實的大能者，垂聽祂兒女一切的
禱告。
(見證人：陳榮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