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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機會流淚撒種，六月福音歡呼收割
召會的擴展在於福音的廣傳

福音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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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卷講到召會擴展的書，我們在其中看見許多
傳福音的記載。召會所以能夠擴展，乃是因為有
一班一班的門徒，他們都是主的見證人。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 14 節說到：
『主也是這
樣命定，叫宣傳福音的靠福音養生。』今天不只
信徒個人是如此，召會也該靠福音養生，所以應
該是攻勢的召會（積極傳福音），而不是守勢的

所以你我個人應該作福音的出口；我們的家都
應該打開成為福音的出路。今天傳福音的管道很
多，無論是個人接觸或是作社區兒童排，藉著福
音得兒童，進而得著其父母；甚至近期交通的網
路福音，都是很好得人的憑藉。而現在就要看聖
徒們是否抓住一切有利的機會，起來傳揚福音。
以賽亞書六章八節說到：『我又聽見主的聲音，
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願我
們都能答應主的呼召，前去收割，將禾梱帶回來。

召會，這樣才能得著擴增。
抓住機會、傳揚福音
時間過得很快，即將屆近年中了。回顧這半年
有多少靈魂是你我救的？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因
你我使他們得復興的？大本詩歌 303 首第四節
說：「哎阿！為祂，機會已是何等少，所有機會
快要過去。」盼望我們能寶貝主所給我們為祂擺
上每一次的機會，就如馬利亞把握機會打破玉
瓶，將極貴的香膏澆在主的身上。今天我們能否

過來去來的生活為著六月區福音收割
召會定規六月份傳小區的福音，目的是為著收
割。盼望將已過半年，各小區之聖徒於各種管道
接觸過之福音朋友，藉著傳區福音帶來，而使他
們能有得救的機會。
為著能結果子，我們應該過一個『來、去、來』
的生活。要『來』到主面前，享受主的恩典、神
的愛、得生命、得安息，經歷主的牧養，作精明
的童女，豫備額外的油在器皿裏，使我們在神聖

像她一樣把上好的愛給主，使主心滿意足？
有許多聖徒很能抓住賺錢的機會，但是抓不住
賺人的機會。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13-21 節
指出人的生命不在於家業豐富，因為財主的魂會
被收走，他所積蓄的就歸給了別人。然而主耶穌
要我們得人如得魚，而且要我們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所以要求莊稼的主
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因此，今天不是沒有傳
福音的機會，今天遍地都是傳福音得人的機會，

的生命裏長大成熟，有分於羔羊的婚筵（太廿五
1-13）
。要『去』到人中間，流露主的恩典、神的
愛，分賜生命，結果子，牧養主的羊，作忠信的
奴僕，運用主所給的恩賜，使神的家業繁增，有
分於國度裏的賞賜（太廿五 14-30）
。要『來』把
人帶來主面前，把人調到身體裏，合為一群，歸
一個牧人，為著基督身體的建造，使神的經綸得
著完成（約十 16 下）。
流淚撒種，必歡呼收割

每天我們所接觸的人，就是我們的對象，我們不
能一直欠債，要起來作個抓住機會廣傳福音，還

為著上半年各小區宣告人數的目標，我們要在
傳福音的事上積極與主配合，並且要設定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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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福音得救的目標，並為此多有禱告。以各小區
得救兩個人為例，就需要邀到八個人來參加福音
（四分之一原則）。要有八個人來參加福音聚
會，事先邀約的人數就應該有三十二人。要有這

禱告聚會共同追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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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接觸的量，就必須區裏人人都起來盡新約福音
祭司的職任，傳身體的福音。願我們都流淚撒
種，而能在六月區福音上歡呼收割。
(林受恩弟兄)

家家傳福音(三)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主的見證人
主在行傳一章八節說，我們必得著能力作主的
見證人。這裏告訴我們，每一個信主的人都是主
的見證人。所以，不僅傳道人、宣教士是主的見
證人，我們個個都是主的見證人。在召會中有恩
賜與職分；恩賜方面有使徒、申言者、傳福音者、
牧人和教師，職分方面有長老、執事。有些弟兄
可能認為自己不是申言者、牧人和教師，也不是
長老、執事，所以什麼都不能作；然而，有一個
身分他一定有，那就是作主的見證人。只要你有
主的生命，就是主的見證人。見證人是不需要有
口才，不需要任何恩賜的。
許多時候我們一聽到要傳福音，就會有種種的
藉口，說自己沒有口才，沒有恩賜等。現在我們
都要拔除一切不能傳福音的理由和藉口。我們要
加強傳福音的靈、傳福音的空氣，並提高傳揚福
音的價值。有的人會覺得自己沒有口才，但事實
上，誰是有口才的呢？連使徒保羅都不敢說自己
有口才。有沒有口才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可
能你多說一點，別人少說一點，但沒有一個人能
說盡主的恩典，完全講明基督的奧秘。一講到屬
靈的事，我們都沒有口才。雖然沒有口才，卻人
人都可以講。只要你能開口，你就有可講的。講
什麼內容呢？講我們所看見的。
什 麼 是 見 證 人 呢 ？ 見證 人 就 是 首 先 你 看 見
了，然後你作見證；這個就是見證人。我們或多
或少都看見過主，看見過他的恩典、憐憫。若是
都沒有看見，我們就不會在召會中；若是都沒有
看見，我們就不會參加召會的聚會。既然我們都
見過了主，就都可以作他的見證人。說一句話是
見證，講一篇道也是見證；講得好是見證，講得
不好也是見證。實在說，不信的人並不太注意我
們有沒有口才，他們是要聽我們真實的見證。許
多福音朋友來到我們當中，有時聽了一小時的福

音資訊，印象還不一定深刻；但聽到一個見證，
他們所得的印象卻永遠難忘。因為他們聽到的，
是一個親身的經歷。
從這面說，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作一點見
證。雖然你們的見證不一定像江洋大盜得救，或
是久病得醫治那樣神奇，但在你們身上至少都有
一點。千萬不要輕看這一點，這一點對那些不信
的人可能就是寶貝。譬如，你的見證是你從前沒
有平安，常常晚上睡不著，但是信主以後裏面有
平安，而且每晚都能睡好覺。你以為這是很小的
事，不值得一題；但對福音朋友來說，這就是最
親切的見證，也是他們最願意聽的。所以，我們
每一個人都可以作主的見證人，一直作到地極。
從周圍的人開始
行傳一章八節告訴我們，作見證人乃是要從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今天我們的耶路撒冷，就是周圍的親戚、朋友。
我們的福音不是從非洲開始，也不是從蒙古開
始，乃是從親友、鄰居開始。人是很奇怪的，總
是願意到遙遠的地方傳福音，不願意到近的地
方；然而，主的話不是說從地極傳到耶路撒冷，
乃是說從耶路撒冷傳到地極。所以，我們要從親
友、鄰居、同學身上開始傳，一個一個開始作；
接著傳遍臺北市，直到臺灣各鄉鎮。以後，就能
傳遍到全世界各地。這是主的次序，也是主的等
次。
今天我們就該定了主意，不再去想別的，只想
我們周圍的人，為他們代禱，把他們帶到主面
前，向他們忠心的見證主耶穌。相信很快的，福
音就會像石頭拋到水裏引起的水波一般，慢慢的
從中心擴展出去。這就是主給我們的命令，也是
主給我們的應許；等到我們出去時，主經綸的靈
就要在我們身上。 (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
四冊第十二篇 家家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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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持續，直到完全得勝

2010 年 5 月 15 日歷史的一刻，有來自竹苗區
各地召會的聖徒們，相聚在竹東鎮召會杞林會
所，為著一個目的，就是一同配搭北埔福音叩訪
行動。這次眾召會報名參加叩訪行動的共有 94
位，最年長的八十歲，最年幼的只有八歲，因著
有先前的報名作業，所以很順利的能將眾聖徒編
組成軍，共六個大隊，二十四個小隊，每小隊四
人，為了讓每一小隊能有會說客語的聖徒依情況
盡功用，這次採用混合編隊，各隊均有竹東的聖
徒在其中，也充分達到一同相調開展的目的。
出發前大家唱起詩歌—黎明的光，「跟隨我主
走一程，向上去得獎賞….」這樣慷慨激昂的歌
聲，讓我們士氣高昂，接著各隊在完成最後禱告
交通後，我們準時出發上到北埔美地，在事先規
劃好的二十四條路線中，由各大隊分配美地給各
小隊，開始展開行動。感謝主！我們擔心的梅
雨，一點也沒有發生，薄薄的雲成了我們最佳的
遮陽傘，於是我們來到了北埔一個一個的家。
這次的叩門行動雖然大多數人對福音是拒絕
的，但我們總不氣餒，為的就是在北埔這樣的偶
像之地，為主尋得平安之子。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第十章 12～14 節說到：
「你們進了那家，要向那
家問安。那家若配得，就讓你們的平安臨到那
家；若不配得，就讓你們的平安仍歸你們。」所
以經過了兩小時的叩訪後，聖徒們再見面的時
候，臉上都滿了光，是主把喜樂和平安賜給了我
們。
中午我們回到竹東會所，姊妹們為我們預備了
簡單的炒米粉、炒麵、湯及水果，也一同分享這
次叩門的點點滴滴。許多聖徒都有共同的感覺，
突破了自己的限制，其實叩門沒有想像中的為
難，並相約尋找機會在竹東的社區也該去叩門，
這真是主為我們所開的路。但願這一把福音的火
在主的祝福下，持續焚燒，直到一處一處的金燈
台在各地出現。
這次的福音叩訪，經過記名反應好的共有 47
位，加上五月一日叩訪記名的，兩次共有 78 位，
一面我們喜樂，另一面我們也恐懼戰兢，這些名

單需要我們再有回訪，並且越快越好，才能夠從
這些名單中找出真正的平安之子，將來在北埔成
為柱子，承接託付，所以竹東召會全體聖徒都應
該在這次的回訪行動中一同有分，而不是只有少
數人有負擔而已。
這週讀經讀到舊約列王紀下十三章，說到亞蘭
王殺滅以色列王的民，使他們如同禾場上的塵沙
被踐踏，那時在以色列國中間有一位很著名的申
言者以利沙，曾經多次幫助以色列人經歷神的大
能，以利沙晚年得了重病，生命垂危，以色列王
約阿施來看望以利沙，在他面前哭泣，說，我父
阿！我父阿！以色列的戰車馬兵阿！以利沙在
臨終還不忘要幫助以色列擊敗亞蘭王，以利沙對
他說：你取弓箭來。王就取了弓箭到他那裏； 以
利沙對以色列王說，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
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說，你開朝東的
窗戶；他就開了。以利沙說，射箭罷；他就射箭。
以利沙說，這是耶和華的得勝箭，就是戰勝亞蘭
人的箭；因為你必在亞弗擊敗亞蘭人，直到滅盡
他們。以利沙又說：取幾枝箭來；他就取了來。
以利沙對以色列王說，向地射罷；他射了三次，
便止住了。以利沙向他發怒，說，你應當射五六
次，就能擊敗亞蘭人，直到滅盡；現在你只能擊
敗亞蘭人三次。藉由這段聖經的話，我們可以得
到一些省思，約阿施王帶了幾枝箭我們並不知
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起碼有五六枝箭以上，但他
只用了一半，沒有完全射完，所以原本可以完全
得勝，卻只半得勝，至終仍未能將仇敵亞蘭人滅
盡；這就讓我想到了北埔的開展，現在雖然在起
頭有了好的開始，弟兄姊妹也都竭力的在配搭的
行列中，主要我們射幾枝箭我們並不知道，我們
也許像約阿施王一樣，認為射了三次應該夠了，
卻可能與神的心意有一段距離。北埔開展前面的
路途還很遙遠，當前首要的重點就是將這 78 位
全數回訪，用父神愛和赦免的心並主耶穌牧養和
尋找的靈，不輕易放棄每一位可能回到神家的靈
魂，但願我們一步一腳印，面如堅石，勇往直前，
直到北埔召會的成立。
（高愛盧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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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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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水泥細部粉刷已完成，
本週將進行全棟油漆粉刷及鋁門窗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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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止新竹市召會
奉獻款累計為 1,81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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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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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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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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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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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請於 5/26
前報名。(詳閱通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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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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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有網路福音祭司
之交通及全新基本訂戶推廣)
四、新竹市召會兒童親子健康生活園:7/9(五)～7/11(主
日)於佳安相調中心舉辦。主題:專、公、敞。對
象：升小一至小六兒童及家長。費用:不論大人

新竹市縣眾召會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5 月 10 日 至 2010 年 0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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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6
大學聖徒知性之旅
各大組讀經追求
5/30(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7
香港深圳訪問5
各大組讀經追求

小孩每人 1,200 元(不含遊覽車費)。報名截止日
期：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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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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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9/27-10/3 於韓國
釜山舉行，總費用 24,600 元，請於 6/21 前報名
並繳費。(詳閱通啟)

5/24(一)

會

5/25(二)

禱告事奉聚會
18:00少數負責弟 (19:30一大組集中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6/01(二)
5/31(一)

生

活

雙

5/26(三)
聖徒追求香港深
圳訪問1
排聚集
6/02(三)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週

曆

5/27(四)
年長聖徒及竹苗區
聖徒大溪相調
聖徒追求香港深圳
訪問2
排聚集
6/03(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全台禱研背講相調
特會1
排聚集

5/28(五)
聖徒追求香港深
圳訪問3

5/29(六)
大組核心交通
聖徒追求香港深
圳訪問4

排聚集
6/04(五)
6/05(六)
全台禱研背講相 大組核心交通
調特會2
竹苗區眾召會集
調特會
全台禱研背講相
排聚集
調特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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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人生是什麼

英 國 一 家 通 訊 業 者 幾年 前 開 發 一 項 特 殊 服
務，手機使用者可以將任何問題，以簡訊發出，
而這家公司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將答案回傳。這
項服務一推出就受到熱烈的回響，人們把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各種疑難雜症，交給手邊的活字典來
處理；諸如股市行情、交通路線、飛機航班、歷
史人物的誕辰等等，不一而足。最近這家公司整
理了常見問題排行榜，排名第一的無解問題是：
『請問人生是甚麼？』
活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年代，對所有的問題，不
用擔心找不到答案。網路上、書本裏、報紙的專
欄、電視、廣播節目，分分秒秒有人在回答問題，
不管是現在的或未來的，也不論是想得到的，或
是還沒想到的。然而這個古老的問題，卻真是難
倒人。人生本來就是一個無解的迷團，鑽得愈
深，懂得愈少；這就是為甚麼有那麼多所謂的哲
人和智者，煞有介事的討論了千百年。
香港一位聲譽卓著的大律師，在他的回憶錄裏
記著：『…正當我開業踏入第二個年頭，順理成
章的看法，是雖說不上大紅大紫，總算在成功的
坦途上放步前行，而我的女兒卻在這時患了終身
殘疾。這不啻是要無情的指出，不論我贏了多少
官司，都絲毫不能給我那不幸的女兒，和日坐愁
城的妻子解困，而時時刻刻所發生的任何事故，
全在造物者掌握之中。』這段真誠的文字道出了

舊約讀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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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期
許多人的心路歷程：自信十足，卻常常無奈。贏
得了許多，擁有了許多，卻發現它們不是生命真
正的答案。
主耶穌曾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
是。』『我是』是耶和華這個名字的意義，耶和
華是神的名字，而這個名字特別用於神與人的關
係中。耶穌說，我是那『我是』。意即在浩翰的
宇宙中，在時間的長河裏，祂是。祂是昔是、今
是、以後永是的那一位。沒有一個被造能以此自
稱，因為，所有的被造都要在時間裏變遷，所有
的被造在性質上也是虛謊的—不是實際。
我們缺乏愛麼？祂是！我們需要同伴麼？祂
是！我們尋求滿足麼？祂是！不論我們昨天、今
天、或明天有甚麼問題，祂是永不褪色的『我
是』。
我們曾經認真的經營人生，換得的不過是更多
的遺憾。舉凡我們已經得到的，細看之下才發現
它們都不是。親愛的朋友，放下我們的掙扎，忘
記我們的失望，過去的努力並沒有錯，錯的是我
們的方向。
您還在問『請問人生是甚麼』？
主耶穌說，我是。祂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
我們還有甚麼問題，是祂不能回答的？
（轉載自水深之處網站）

鳥瞰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是申言者書的頭一卷，就寫作時間先
後和其論到神在基督裏永遠之經綸而言，在眾大
申言者書中都是領頭的，所以置於申言者書之首
是再恰當不過。以賽亞原文的字義為耶和華的救
恩，他的職事歷經四位君王，共六十餘年。多數
學者均把以賽亞書分成兩段，前段（前三十九章）
應是以賽亞事奉時期（約在主前七百年之前）寫
的，而後段（後二十七章）是他退隱後（主前七

百年之後）的著作。據傳，以賽亞是在瑪拿西王
年間，被鋸成兩半殉道的，希伯來書十一章三十
七節所說，「被鋸鋸死」可能就是指他。以賽亞
書的主題是，
「耶和華藉著成為肉體、釘死十架、
復活、升天並再來的基督所施的救恩。」本書另
外還有幾個特點，也順道在此一提：一、本書是
全本聖經中除詩篇外，章數最多的，也是對基督
的豫言和神聖的經綸論述最廣且最周全的，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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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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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作「小聖經」，因其全卷六十六章，幾乎相當
於全本聖經六十六卷的摘要。二、本書也是舊約
諸卷中考據最完整、最正確的；一九四七年發現
「死海古卷」，其中的以賽亞書最是完整無缺，
並經考古學者確認，為主前一百多年前的抄本無
誤。三、本書也是被新約聖經引用最多、最廣的
舊約書卷之一，可能只有詩篇差堪比擬。主耶穌
自己也曾多次引用本書，這使許多存疑學者的質
疑不攻自破。
以賽亞書是以賽亞所看見的異象，（賽一 1），
是以賽亞所看見的話（二 1）
，也是以賽亞所得的
默示。
（十三 1，十五 1）以賽亞書中的異象、話
和默示，與神在基督裏永遠的經綸有關，本書透
徹的說到這經綸，主要含括下述十二項關於基督
豫言的重點，就是神在愛裏向祂所愛之以色列所
施的對付，以及祂對列國公義的審判：（一）帶
進了基督，就是救主（四三 3，四九 26）；（二）
這位救主基督是神（九 6）成為肉體來作人（七
14）；（三）兼有神性和人性（四 2）；（四）在地
上生活（五三 2～3，四二 1～4）；（五）被釘十
字架（五三 7～10 上，12）
；
（六）復活（五三 10
下～11）；（七）升天（五二 13）；並（八）再來
（四十 10，六四 1）
；
（九）在神包羅萬有的救恩
（十二 2～3）裏；（十）應付神選民和列國的需
要（九 1～7，四九 6）；以（十一）帶進受造卻
墮落之宇宙萬物的復興（二 2～5，十一 6～9，
三五 1～10，三十 26）；（十二）終極完成於新天
新地，直到永遠（六五 17）。因此，以賽亞書的
內容包括神整個新約的經綸，從神成為肉體（太
一 18～25）到新天新地（啟二一～二二），而以
舊約神對付以色列和審判列國為背景。按照以賽
亞的豫言，那為著神聖定旨而經過過程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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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聖三一行動大輪（結一 15 與註 1）的中心與
普及，為著神聖的分賜，就是將祂自己分賜到祂
的選民裏面，以完成祂的經綸。初讀經者常有一
疑問，舊約何處豫言主基督？光由以賽亞一卷
書，就有十分完整、完全的豫言，至少在以上十
二方面，我們應加留意並記住。舊約豫言多面、
多方，不過都以基督為焦點、作中心，以賽亞書
最具代表性，難怪主耶穌自己也常引用它。
另外，在以賽亞書，神以三重的方式向以色列
施愛：作為父親（賽一 2～3，六三 16，六四 8）；
作為乳養的母親（六六 13）；以及作為丈夫（五
四 5）
。而這三面都是生命、愛和建造的身位。因
神是以愛對付祂所愛的以色列，所以一般而言，
祂向他們所施的對付不重在審判、定罪，乃是懲
治，相當於新約所謂的「成全」，希臘文原意徹
底完成。即修理或調整，整頓，修補，完美的合
在一起，因此也可作「恢復」
。
（詳見林後十三 11
註 2）然而，神向外邦列國所施的對付，乃是基
於神的義，基於祂的公正，所施的審判。神對付
人是按著祂的所是。神是聖別且公義的，祂也是
聖別者和公義者（一 4，二四 16 上）。祂是聖別
者來懲治祂的子民，使他們得以聖別（來十二
10）
；祂是公義者來審判列國，因為他們不公正、
不公義。（詳見二六 13 註 1）由神對付衪選民的
這三重身分或身位，就可看出，雖說神是對付或
懲治以色列人，但實際上，神的心意或目的，卻
是要將衪神聖的愛（神的所是）、永遠的生命和
神人相互居所的建造作到以色列人和他們所豫
表新約的召會裏面，以成全他們，而得以進入新
天新地及新耶路撒冷作總結。（六五 17～19，六
六 20～22）
（董傳義弟兄）

回到聖經，回到神的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自 4/10 到日本開展已經三個
多星期。第一週在仙台，和當地聖徒有許多美好
的交通相調，隔週一就前往東京，與當地負責弟
兄、全時間服事者和聖徒們配搭。兩週內我們以
地毯式叩門為主，開展五個大區(早稻田、目黑、
杉並、豐島和江東)，因為日本人不容易給陌生人

電話、地址等資料，然而藉著叩門遇到敞開的平
安之子就有回訪的機會。連續密集開展的結果，
我們得到 175 個名單，真是主奇妙的祝福。其中
有一位日本姊妹，一位中國姊妹一位中國弟兄受
浸；直至 5/10 總受浸數達 169 位。
為著福音開展，主即時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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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眾召會藉著 Ron Kangas 弟兄前來，於 5/2
～4 在東京九段會館舉行特別聚會，主題是”關
於羅馬書中神的福音之重點”，亦即為了完成神
的經綸，我們需要經歷基督作平息處，認識復活
的基督之內在意義，並在靈裏敬拜神使我們在神
兒子的福音上事奉祂。
5/5～6 緊接著於東京代代木集會所舉行訓練，
藉著”聖經 中管制並 支配我們的 異象”這 本
書，來引領日本、台灣訓練學員以及當地聖徒們
進入神的經綸。
5/6 晚上我們再次回到仙台，當晚得知許多負
責弟兄及姊妹家中都有狀況。主要配搭的姊妹的
婆婆住院已無意識，隔天下午去世；主要負責的
弟兄的兒子也出事；其他姊妹也有孩子突然送去
醫院等情形，這激起我們迫切禱告的負擔，確實
看見仙台召會將有復興光景。
5/8 晚上青年聚會的同時，東京的棚田弟兄特
地前來，將這次福音行動的源由清楚的講明，並
於主日擘餅聚會後一直交通到下午，包括舉辦福
音聚會該注意的事項。之後再繼續前往東北地方
其他兩個大城市傳輸負擔，但東北地方主要仍以
仙台召會為主。
主恢復在日本的歷史-棚田弟兄口述
日本有 1750 個縣市鄉鎮，目前目標只有 144
處 召 會 ， 日 本 這 50 年 來 的 歷 史 是 如 何 進 展
呢?1959 年主的恢復進到日本，去年剛好滿 50
年。50 年前由曲郇民弟兄帶進初期召會，主要以
華僑的聖徒為主。當時在日本富山，有幾位基督
徒以自由團體的名義聚集，曲弟兄得知消息前往
富山觀察後將情形傳達給李弟兄；富山是個滿了
偶像佛壇的地方，竟有 3、4 個自由團體在此聚
集，曲弟兄見過其主要牧師並向李弟兄報告後，
邀請這 3、4 個自由團體的代表人前來台灣，其
中有牧師、廣野弟兄和日本的聖徒，坐船抵達基
隆，來台接受 6 個月的訓練後回日本，從此日本
開始走上主恢復的道路。
1962 年，棚田弟兄在大學三年級(20 歲)時，於
溫泉受浸，當時並沒有主恢復的詩歌，且仍有自
由團體的氛圍。受浸 3 年後(1965 年)，黃共圜弟
兄雖已結婚且有了孩子，仍隻身前來日本，幾年
後決定以東京為主恢復的中心地帶。那時和黃弟

相調
兄、廣野弟兄就從富山移民到東京，並在當時成
立日本福音書房，這是 1960 年代後半，主恢復
才剛開始，沒有中文或英文的翻譯本，沒有屬靈
書報，只有廣野弟兄去台灣受訓六個月的筆記。
1969 年開始出版日文，因為想要讀李弟兄的文
章，買了非常厚重的漢語大辭典認識中文，弟兄
說讀比聽容易。24 歲就讀富山大學博士班，(有
兩個博士學位)之後轉到東京時，主的恢復約有
30 人，其中 27、28 位都是華僑，日本聖徒只有 2、
3 位。禱告聚會、主日聚會都沒有翻譯，(曾有段
時間有位從苗栗赴日留學的謝弟兄幫忙翻譯)，週
二的禱告聚會只有棚田一個日本人，全體都跪在
地上，面向椅子禱告時，完全聽不懂，他只有一
直看牆上的時鐘，最後了解一句話就是”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這時就是換下一位禱告的時候
了。這是日本初期召會。
已過這 15 年來日本聖徒幾乎完全沒有增加。
在主恢復的歷史中，李弟兄曾來過 7～8 次，曲
郇民弟兄、張晤晨弟兄和張湘澤弟兄都來過，在
魏光禧弟兄、劉遂弟兄之後第 11 年，Ron Kangas
弟兄和 Ed Mark 弟兄訪日，接著隔年台灣的弟兄
們也來日本。
2008 年 9 月原先預定前來的弟兄身體不適，改
由余潔麟弟兄前來。余弟兄表示，已過 Ron Kangas
弟兄和 Ed Mark 弟兄前來有許多真理的供應，此
次他的負擔是實行面。余弟兄詳細觀察日本，並
前往歷史博物館，從各面在在顯出，這個國家是
個不敬虔的國家，客觀而言就是不把神當神的國
家。換言之，即是被撒旦控制，在撒旦系統下的
國家，為因應這種情形，有必要從神的話開始。
創世記裏，神藉著話創造萬有，約翰福音一章一
節：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余弟
兄直接從主的光中觀察日本，找出一條路，”回
到聖經”。在此不敬虔的國家，當前的需要是神
的 話 。 已 過 有 Bible for American 、 Bible for
Austrian、 Bible for New Zealand、Bible for Canada
等，主要是英語系國家。余弟兄提出 Bible for
Japan， 2008 年 9 月起我們開始推行 RSG、Bible
for Japan 和回到聖經，共通點都是聖經。
啟示錄三章八節：「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
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因為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話，沒有
否認我的名」。這是主對非拉鐵非召會所說的
話。我們現今就要建立 RSG，要和已經得救的小
羊以及前來福音聚會的朋友一同享受主的話。
客觀言之，日本國民多年所居住的國家，乃是
一個不敬虔的國家，因此在我們中間最缺乏的就
是神的話，為了回到神的話，我們推行 Bible for
Japan。
Bible for Japna 有兩個含意，一是 inside market，
指一般聖徒一同讀經，一是 outside market，針對
不信者。日本有 1 億 2 千萬人，在這撒旦所掌控
的國家我們該如何作？惟有傳神的話，這是之前
余弟兄與主交通從主領受的負擔。Bible for Japan
outside market 就是現在的福音行動，為了基督的
身體，由元首基督引導，順著水流，我們絕對無

屬靈書報導讀

法離開身體來行動、事奉，神的話是為了基督的
身體，RSG 也是。我們需要有活力的配搭，來取
得銅牌、銀牌和金牌，如同奧林匹克運動會一
般，2008 年 9 月我們實行回到聖經(銅牌)，去年
實行 315 禱告(銀牌)，強調彼此代求的禱告，今
年實行福音行動(金牌)，並加上栽種召會樹、建
立召會的負擔。
需要身體的代禱
原本定於 5/23 於東京、大阪兩地舉行的福音聚
會，考慮其他各地的需要，臨時於特別聚會結束
前，由各地負責弟兄上台宣告，因此決定--北海
道的札幌、東北地方的仙台、名古屋、北九州，
這四地一同進行福音聚會，請眾聖徒為此多有代
禱，感謝主!
(黃齊美惠姊妹)

性格的培養 5 專、公、敞

◎簡介
一個人有甚麼用處，能

本書係第一組，涵蓋真、準、緊三個點。每點

接受甚麼託付，承當甚麼
責任，作甚麼事情，百分
之百是根據於他的性格。
故此，凡有心事奉主者，
都必須留意性格的培養。
但這不是靠自我的修養或
改良，乃是在基督十字架
的工作下，憑那靈的膏抹，並用基督豐富的成
分建立的。

編為二單元，每單元有七個題目，以概述該點
性格的定義、人物榜樣與操練實行。每個題目
兩頁，左頁內容以信息為主，右頁輔以一至二
則相關的故事、事例、見證，便於使用者享受、
珍賞、消化和應用。每頁均附有相關經文，可
供個人或團體禱讀用。
此外，為培育主恢復中的下一代，自幼養成
美好的性格，成為正確的器皿，為人父母者可
用講述或陪讀的方式，幫助兒女一同進入並操

無論我們的生性如何，相信憑著復活神聖生
命而有的操練，你我都能養成合乎主用的性
格，成為正確事奉主的人。
本書係以李常受弟兄所著之『性格』三十點
為綱領，並擷取倪柝聲弟兄、李常受弟兄著作
中之相關信息，配上福音見證、福音故事、造
就故事、詩歌故事、屬靈人物傳記等，彙整成
一套可供多面使用之性格成全材料。期使召會
中從最小的到至大的，皆能廣泛甚至普遍的操

練，以建立神人生活的根基。
本書另編有服事者手冊，可作為服事者牧養
兒童、青少年、或初信者之輔助參考。
◎目錄
專(一) 目標專：目標專一信靠神
專(二) 行事專：專心行事不散漫
公(一) 處事公：同心合意處事公
公(二) 待人公：彼此相顧待人公
敞(一) 向主敞：向主敞開得供應

練，以構成事奉主者所該有的美好性格。
性格三十點乃以三個點為一組，共分十組。

敞(二) 向人敞：向人敞開得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