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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有關推廣聖徒家家訂購『基本訂戶』必要性的交通
推廣家家訂購基本訂戶的緣由
新竹市召會自從去年聖徒人數跨上千人召會
以後，召會負責弟兄們對大區、區負責中幹的成
全更為用心。除了已過連續兩個月的區負責中幹
成全訓練外，並加強新人成全訓練、主日晨興操
練，申言的基本功課，申言的基本原則。盼望大
區聚會人數，能藉由中幹的成全使區人數持續加
增。但根據近幾週週一，負責弟兄及大區負責弟
兄們共同檢討各區人數時，發現有些大組、大區
主日、禱告、晨興人數一直在銳減，究竟原因何
在？經核對各區應參訓人員名單，發覺該大區許
多青職弟兄們參與訓練、主日晨興的機率很低。
以致主日擘餅聚會時，區負責對信息的真理啟
示、屬靈亮光、經歷見證、分享交通…等話語上，
都搆不上標準。因主日聚會話語供應不夠，讓慕
道前來的弟兄姊妹，無法獲得應有的加強。所以
迫使我們再到各區去深入瞭解。發現已過這一年
中，該區內許多弟兄姊妹們，非但小排沒有追求
『月月讀書樂』，或閱讀書房屬靈書報的習慣。
而且參加福音書房基本訂戶的人數極少。有的區
連帶頭的區負責弟兄都沒訂，有的區連一戶基本
訂戶也沒有。怪不得這些區主日話語的供應不豐
富，人數增長停滯。再回頭看全召會的基本訂
戶，經六月份統計戶數才一百六十餘戶，僅佔全
召會總人數的 15%左右，實在令人擔心。本文係
鼓勵召會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們，應在各大區率先
為自己的家訂購基本訂戶，使聖徒家中人人有屬
靈書報可讀。
李弟兄關於書報服事者推廣真理的交通
書報服事最重要的負擔，不是關心存書的處
理，乃是研究怎樣在所在地，把每本書報推廣到
聖徒家裏，進而儲藏在他們心裏。書報服事是召

會中很重要的一項服事，特別與長老們有很重要
的關係。首先，我們的眼光、見地要清楚，在所
服事的召會中，要鼓勵聖徒有研讀真理的習慣。
其次，我們要有正確的經營心態，不是像在路邊
擺地攤賣書，乃是推動主恢復裏的信徒，使每個
家都有書房出版的全部書籍，並鼓勵他們盡可能
的閱讀。保羅在提前二章四節說，『祂願意萬人
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今天召會多半注
重前半節，傳福音領人歸主；卻在帶領聖徒認識
真理上，搆不上神的目標。要補上這個缺欠，達
到神的目標，責任乃是在我們身上。提後三章十
五至十七節告訴我們，聖經是何等重要，能叫人
有得救的智慧，並且也能裝備屬神的人，使他們
得以完備。這是非常寶貴的。然而，這裏有個很
大的問題，就是今天信徒普遍的難處，在於打開
聖經，雖然字字認識，卻不懂得其中所講說的。
即使你學習能力強，學問淵博，也不一定能讀得
明白其中的精意。...感謝主，我們都有心服事主，
也蒙主憐憫能服事祂的話語。因這緣故，我們就
得有正確的心態，並且積極進取，竭力推動人來
讀祂的話。如果我們不動腦筋、不生意、不禱告，
怎能把主的 話推展出 去？如果我 們輕看主 的
話，又怎麼會有膽量把書報推薦給聖徒？有的弟
兄姊妹看報紙、看電視的時間，都比讀聖經、讀
書報的時間多，這是我最傷痛的地方。盼望我們
都能為主起嫉妒的心，把這樣的空氣改掉，使人
人喜歡讀聖經，家家以讀屬靈書報為第一。你們
必須領悟，你們的服事，不是幫助書房經營賺
錢，乃是與我們共同背負一個擔子，服事主的話
語，並且把主的真理送出去。盼望你們的眼光都
能放大、放遠。以南洋各地召會而言，已過三十
多年間，維持他們屬靈生命的，大部分還是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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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書房的出版。雖然同工們常去幫助他們，但真
正長遠性的幫助，還是來自文字的供應。若是已
過三十年沒有這些書報，南洋的召會就不會有今
天的發展。不僅如此，已過二十年，西方的三百
多處召會，百分之八十都是藉著文字興起來的。
所以，你們要看見，服事書報實際上是真正與主
同工，推行祂的真理，把祂神聖的經綸，神聖的
話語傳佈到各地。因此，我請求你們接受交通，
回到所在地和長老交通，從今以後要看重這事。
首先，不是推動書報，而是挑旺聖徒追求真理的
興趣，激起他們讀屬靈書報的享受。這在乎我們
怎麼作。即使是主耶穌自己這麼好的福音，這麼
好的真理，都得我們苦口婆心，熱切傳揚，人纔
會接受、相信，何況是主的話語，更需要我們背
負責任，甘心勞苦，在各地召會熱切推動，鼓勵
大家追求真理，閱讀屬靈書報。(主後一九八六年
六月二日李弟兄講於白沙灣)
關於基本訂戶的事，各處召會既是得到話語職
事的供應，你們該盡力幫助牠的發行。因為每出
一本新書，到底該印多少呢？這是我們幾十年的
重擔。印少了不彀賣，印多了沒地方放，增加庫
存量，放在倉庫裏紙變黃了，被蟲咬了，又是消
耗。弟兄姊妹買了書不一定現看，就像我們到米
店買兩斗米，也不是一下全裝到胃裏，也許要喫
兩個月。我們要鼓勵弟兄姊妹作基本訂戶，一則
每本書的印量多，成本就降低了，大家都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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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一則要鼓勵弟兄姊妹建立起讀書的習慣，
早飯後讀一點屬靈書，午飯後讀一點屬靈書，晚
飯後讀一點屬靈書，午睡前讀半面，真是開卷有
益。希望各地召會的長老能有點帶領和鼓勵，家
家都存有屬靈的書，飯桌上、床頭上、洗臉臺、
廁所裏都有一本，擺在那裏小孩也會讀，岳母來
了也讀一點，這都是神恩典的豐富，擺在家中對
這個家一定是有益處的。(主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
日李弟兄講於溪頭)
各區要拿起負擔推動訂購基本訂戶
依各區訂基本訂戶之聖徒情形看，大部分為區
負責及少數有心追求之弟兄姊妹，他們都買晨興
聖言，並且有時也多買一份晨興聖言，給剛恢復
聚會不久的晨興對象。所以我們鼓勵聖徒夫婦，
如果你在財力上還允許時，請分別多訂一份基本
訂戶。發下的書不但自己可用，多的還可當作福
音禮物，贈與福音朋友或看望對象，主也可以藉
著真理話語的供應推動祂的經綸。
關於新基本訂戶優點的補充說明
基本訂戶自二○一○年七月起開始領書，其中
包括書房一年內最新出版的中文新書，以及一年
七次特會之晨興聖言六三折。(平時為八折，自夏
季訓練起，至翌年國殤節特會之晨興聖言共九
冊）
。所以鼓勵新訂戶，每人繳新臺幣 1,200 元，
舊基本訂戶再補繳 390 元，家家即可定期得著神
話與應時的供應。
(林哲明弟兄)

家家傳福音(四)

傳福音最有效的路—家家傳福音
已過我們一講到傳福音，就想到穿福音背心、
發福音單張、辦一場福音聚會，而會中有弟兄領
詩、講道，末了再作些收網、記名的事。這樣作
有其果效，但從最近的實行和帶領，我們看見這
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路。最有效的路乃是家家傳福
音。這樣傳福音的地點是家，時間是每隔一週一
次。若是眾人都這樣傳，就會看見我們都可以傳
福音，也都應該傳福音。事實上，我們傳福音是
時時的，是隨時都該也都可以傳福音。家家時時
傳福音，乃是最有效的路。這樣的傳福音，可能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看不見什麼大場面；但是一
天二十四小時，每個肢體都在那裏活動。這個活

動是無形的，是外面看不見的，卻是更有效力的。
我們實在敬拜主，把這一條路向我們開啟，叫我
們看見這一條有果效的路。盼望借著這樣的交
通，我們都能起來，不要再說自己沒有恩賜，沒
有本事，不會傳福音。我們要看見，在家中傳福
音，有時太有恩賜反而會成為一個攔阻。因為你
這個人太強，就好像雷轟、閃電一樣，會叫人受
不了。在大場面裏可以這樣傳，但在小聚會中講
得太激烈，反而會把人嚇跑。
有位弟兄在小排聚會裏傳福音，傳了一個多小
時，之後還要收網。那小排原本只有十幾位弟兄
姊妹，人數不多，所以收網時不是太有效率。這
位弟兄心裏很著急，就叫兩位福音朋友跪在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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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禱告。當時他們不好意思拒絕，就跪下來
了，但是下次再邀請，他們就不願意來了。這給
我們看見，在小排裏傳福音，不要太激烈、太強
硬。若不然，很容易給人負面的感覺。我們傳福
音的確是要有經綸的靈，但經綸的靈不一定是獅
子的靈，有時也是羔羊的靈。
鼓勵每個弟兄姊妹打開家傳福音
我們要鼓勵小排中的每位弟兄姊妹，都打開家
傳福音。這是個很關鍵的點。家打開傳福音與會
所的傳福音不同，因為沒有一個場面，沒有一個
架子，卻需要我們個個運用靈。這樣傳更容易叫
人受吸引，更令人感覺親切。所以，我們要鼓勵
小排裏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打開家傳福音；特
別是那些軟弱的、親愛的弟兄姊妹，更要如此。
因為我們發覺許多所謂軟弱的弟兄姊妹，一到傳
福音時，個個都剛強起來；那些不會講話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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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一到小排傳福音都講話了。原本他們到召
會的聚集中，看到各個都比他們年長，受浸的年
日也比他們久，就不敢講話。然而看見福音朋友
個個對福音都是模糊的，對主耶穌沒有多少認
識，對聖經更是不知，彼此相較之下，膽量就大
起來，也就會傳福音了。
因此，我們應該鼓勵排裏每位弟兄姊妹，無論
他們剛強或軟弱，都要打開家傳福音。有時那些
所謂軟弱的弟兄姊妹，反而比我們有更多的福音
朋友；因為我們在召會中久了，世界上的朋友就
少了。那些所謂軟弱的弟兄姊妹，若是把家打開
傳福音，很容易就能請到十位、二十位的福音朋
友；他們的同事、朋友、鄰居都會被請來。這就
是傳福音最好的路。(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
四冊第十二篇家家傳福音)

擴大參與，交通豐富

本次相調於 5 月 14 日至 16 日在風光明媚的花
蓮舉辦，由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及花蓮市召會
服事與接待。不僅延續了往年兩年一次的大專教
師論文發表，並共同研討在校園福音工作中如何
盡上福音祭司職分，更擴大為高、中、小學各級
的教職員也一起參與，參與人數將近 400 位。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宋秀娟主任分享[優質通
識教育之現勢與發展]、周復初弟兄介紹[中小學
生命教育之現勢與發展]作為開場序幕。教師們將
本身研究專業結合生活與聖經真理，透過向教育
部申請之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讓許多青年學子能
夠接觸到福音。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救些人，
都要撒福音的種子！
會中總共有六十多篇相關論文發表，內容含蓋
科學、經濟學、教育、輔導、宗教、高峰真理等，
每一篇的目標都為陳明我們的聖經和信仰，內容
都很豐富，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這些學術性的論
文發表，令人看出科學的追尋，證明了神的話是

真理、神的存在、神創造的奧妙與神計畫的偉
大，更是提供了許多福音題材和通識教育課程資
料的參考資料。
此外，本次研討會也有四川基督教團體與三自
愛國會負責人與會，他們很感謝台灣眾召會在震
災時在愛裏的擺上，也很期盼台灣的聖徒們能去
當地訪問。在花蓮市召會盡心且柔細的服事下，
弟兄姊妹都身心靈暢快。特別是許多在大專任教
的聖徒們，渴慕將來研討會能有更多教職員參
加，並真的能擴大成為「國際性」之性質，與更
多在全地的愛主聖徒們彼此激勵。有聖徒期許，
既然主給了在大學教書且作研究的這個職分，願
意成為夠提供福音和科學資源的資料庫，讓推羅
的技巧更能為主所用，為著得青年人的福音工
作！會後，經過各地服事弟兄們的交通，明年將
開始改為一年為中、小學教師相調，一年為大專
教職論文研討會，願主祝福祂在校園裏的行動。
(郇植惠姊妹)

六月各區傳福音一覽表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104

6/27

09:30

李錦添弟兄家

105

6/27

10:00

趙明弟兄家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106、107

6/27

09:30

南大會所

108

6/13

09:30

中華學生中心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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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棟油漆粉刷已完成，
廁所天花板安裝完畢，本週進行環境整理並等候
執照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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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止新竹市召會
奉獻款累計為 1,99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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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 6/9(三)17:20～19:00 於仁
愛會所舉辦之高中福音真理座談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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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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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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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讀背經展覽：6/12(六)10:00 於仁愛會所舉辦，
請家長陪同孩子準時出席。
三、小五小六受浸聚會：6/19(六)15:00 於仁愛會所舉
辦，請家長同來見證並祝福，歡迎福音朋友、家
長也一同出席。
四、青職聖徒外出訪人：訓練日期：6/19(六)14:00～
15:00 於科園會所。訓練內容：人生的奧祕。兩
次訓練結束後將安排外出訪人行動。出訪日期：
6/19、6/26、7/3、7/10(20:00～21:20)請全召會青職
共同前往得人得地。為因應叩門編組，請務必報
名。(詳閱通啟)
五、夏季現場訓練：7/6(二)19:00 報到、7/7(三)～7/10(六)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 2,500 元，報名
截止日期：6/14(詳閱通啟)
六、台北 市 召 會 暑 期 高 中 特 會 ： 7/8( 四 )9:00 ～
7/10(六)12:00 於景文科技大學舉辦，費用每人
1,300 元，報名截止日期 6/13。(詳閱通啟)

新竹市縣眾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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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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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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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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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書房報告：2010 年竹苗區書報推廣訂於 6/5～6/19
提供書籍 65 折預約訂購，請各召會或各區統一
訂購。(詳閱訂購單)
十一、陳彥廷弟兄與池筑婷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6/19(六)15:00 於新店市召會(新店市寶強路 6 之 2
號 2 樓)舉行。備遊覽車，需車輛服事者請洽丁
俊宏弟兄 0988100287。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5 月 31 日 至 2010 年 05 月 30 日

大區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學

青
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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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竹
北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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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關
西

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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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豐

新
埔

總
計

主日聚會
禱告聚會

319
94

219
74

312
116

262
93

1112
377

102
46

130
21

90
29

101
32

58
11

52
19

10
9

54
14

20
5

15
9

400
128

排生活（人次） 209
晨興(人次） 176
兒童排數
12
兒童人數
53

175

252

213

884

113

64

97

136

67

23

15

70

19

17

444

111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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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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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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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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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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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
本
週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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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6/08(二)
6/07(一)
6/06(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8
19:30少數負責弟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6/15(二)
6/14(一)
6/13(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生

活

雙

週

曆

6/09(三)

6/10(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6/11(五)

排聚集
6/16(三)

排聚集
6/17(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排聚集
6/18(五)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6/12(六)
大組核心交通
10:00 兒童讀背經
展覽
6/19(六)
15:00 小五小六受
浸聚會
14;00 青職扣訪訓
練於科園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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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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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期

【人可用這塊屬天的 key 親一下神，和神說話，
知道神的意思。】
昨天四姨從屏東到台北赴一場婚筵。她坐高鐵
直達台北。為了轉捷運到石牌，就在售票處買了

趣事，大家啼笑皆非。四姨手上握有一把『鑰匙』
可以告訴機器『我來了，請開門』，但必須親機
關一下。但她不知，也不會用，造成自己的困擾。
世人對自己也有許多盲點，他們裏面有個『鑰匙』

一塊圓型塑膠『車票』；由於第一次坐台北捷運，
她不知如何使用這塊塑膠車票，甚至不知道如何
進捷運。
她在閘門口外猶疑不決數秒，排在她後面的乘
客指著感應區說，用您手上那塊『親它一下』，
門就會開了，她用那一塊塑膠車票親了一下感應
區，門果然開了，她說『好神奇哦！』到了石牌，
她找不到感應區『親一下』，又猶疑一下，後面
的學生說丟那一塑膠塊進那小洞，機關吃下它就

叫作靈，就是人的靈，它是個器官，可以感應神
的存在。因為神是個靈，靈與靈性質相同，可以
相互感應。
看東西用眼睛，吃東西用口，聽聲音用耳，那
麼和神接觸要用甚麼器官呢？聖經說『神是靈；
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神是靈所
以接觸神必須用靈與真實，如同收音機調對頻率
就可聽到電台的聲音。
人可用這塊屬天的 key 親一下神，和神說話，

滿足了，門才會開。她照他的話作，門果然又開
了。
這神奇的塑膠車票然可以告訴機器『我來了，
請開門』、『我走了，也請開門』。那天下午我
們去接她時，她說了這段『劉姥姥進大觀園』的

向神禱告，知道神的意思；人用靈親一下神就可
以得救，得到永生，充滿喜樂。可惜人不用那把
『靈匙』太久了，『靈匙』就枯萎了、生銹了，
最終失去功用了。
（轉載自水深之處網站）

舊約讀經心得

長官與丈夫

以賽亞書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成明顯對比的兩
章。第三章論到神的審判和對祂子民的懲治；而
第四章是豫言到基督的引進，並帶來以色列國的
復興。在全然相反的兩章陳述中，卻有兩段文字
十分類似，但實際含意，卻天差地遠。特提出分
享，供大家參考、比較。
三章一節明白提示本章是針對耶路撒冷和猶
大人說的，祂要除掉人各種的依靠，就是糧和
水。（這是舊約的說法，詳見”糧與水”）顯然
神不喜悅祂子民依靠天然生命的需要，因此加以
對付、除掉。到六、七節就說，「人在父家拉住
弟兄，說，你有衣服，可以作我們的官長，這些
敗落的事歸在你手下罷；那時他必揚聲說，我不
作裹傷的人，因我家中沒有糧食，也沒有衣服；

你們不可立我作百姓的官長。」生命的需要是糧
和水；而生活的需要是衣服和糧食（原文同糧
字）。衣服一面為遮體和保暖，不致暴露，也能
抗拒天候環境；另一面表徵人外面的行為與表
現。因此由這兩處經文曉得，神懲治以色列人，
除掉他們生存的依靠，使他們飢餓、乾渴，不得
飽足、滋潤；然而祂的子民不認識神的心意，也
不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到父家弟兄中，拉住有
衣服，表示有身分、地位乃至好行為的弟兄，要
他作他們的官長。官長原文意統治者、首領，為
他們作決定，帶領他們。暗示以色列人仍不要
神，為他們作決定，帶領他們。然而，神懲治他
們，從他們中間除去一切的首領，使人家中都沒
有糧食可以餵養人，更沒有人有負擔，承擔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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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敗落的事，還願意醫治人、纏裹人的傷，乃至帶
領人。這對選民說是極大的懲罰，所以接著八節
就說，「耶路撒冷絆跌，猶大仆倒，因為他們的
言語和行為都與耶和華作對，違抗祂榮光的眼
目。」就屬靈的意義而言：
「言語」表徵糧，
「行
為」表徵衣服，這兩樣在神的懲治下，不僅缺乏，
甚至與耶和華–我是作對，違抗神榮光的眼目。
經過三章九到二十六節，神的嚴厲對付（主要
是對女子）
，如女子遭禍、毀容（賽三 17～24）；
男子死亡、稀少（25）後，進到四章一節，（女
人）有了極大的轉變：「在那日，七個女人（表
面原因是男子稀少）必拉住一個男人，說，我們
喫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許我們歸
你名下；求你除掉我們的羞恥。」那日是指以色
列人復興的千年國，第一個轉變是，三章六節的
「人」
（伊施，亦作「丈夫」
，四章一節的男人亦
是此字；參創二 23）到四章一節換成「女人」
（伊
施沙，亦作「妻子」
；參創二 22）
。無論如何，作
頭的男人成了蒙頭的女人；獨立的男人成了依靠
的女人。其次，個別的人，轉變成團體且完全、
完整的七個女人，暗示有配搭與建造。再者，
「拉
住」這字原文在兩處也非同字，三章的拉住，有
捕捉、操縱和使用等逼人就範的意思，而四章的
拉住，卻有幫助、使堅固、服從等含意。顯然後
者較前者正面、合神心意。最重要的轉變，是原
來要找「官長」
，如今變成找「丈夫」
，因為要歸
到他名下。不是為食物（原文也是糧），也不是
為衣服，而是為除掉羞恥。伊施沙沒有伊施，是
極大的羞恥，當初神造伊施沙，就是為作伊施的
幫助者和配偶即補滿。（創二 18～25）神的選民
經過第三章神的懲治，終於體認神原初的心意，
而轉向「伊施」–眾人獨一的丈夫「基督」。因
為下一節接著啟示，「到那日，對以色列逃脫的
人，耶和華的苗必成為他們的華美榮耀，而且地
的果子必成為他們的誇耀光彩。」而其中的「耶
和華的苗」和「地的果子」都在揭示基督是神人。
耶和華的苗，指基督的神性，顯示祂神聖的性
情；地的果子（路一 42），指基督的人性連同祂
屬人的性情。作為耶和華的苗，基督是出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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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永遠（約八 42，彌五 2）。作為地的果子，
基督有土造的屬人身體（創二 7）
，長自於地（參
五三 2）
。在此最關鍵的是，聖經中的夫妻關係，
正豫表神人相調，神性和人性調和在一個身體就
是神人身上。在復興的時候，對以色列逃脫的
人，基督在祂的神性裏必成為他們的華美榮耀；
基督在彰顯祂神性華美和榮耀的人性裏，必成為
他們的誇耀光彩。耶和華的苗，指明基督成為肉
體，乃是耶和華神新的發展，為使三一神將祂自
己在祂的神性裏伸枝出來，進到人性裏（七 14，
太一 22～23）。這乃是為著耶和華神在宇宙中的
擴增與開展。地的果子，指基督作為耶和華神聖
的苗，也成了出於地的肉體之人（約一 14，來二
14）。這是為使三一神在人性裏得著繁增與繁
衍。祂這帶著神聖生命的人，乃是一粒種子，一
粒麥子，要藉著死而復活產生許多子粒，就是眾
信徒，作祂的眾弟兄（約十二 24，二十 17，羅
八 29）
。耶和華的苗，指神聖生命的豐富、新鮮、
活力、生長和生產力。地的果子，指基督的人性
裏所生產、完成並彰顯的出產物。正如在四福音
裏所看見的，基督所生出的一切果子，都來自神
聖的生命，卻是在基督的人性裏產生的。在神人
基督裏面，神與人成為一而共同生活，以神為裏
面的生命，以人為外面的果子。
（錄自賽四 2 註 2）
末了，到五、六節，關於猶大和耶路撒冷的話
進一步指出，在復興的時候，基督在祂的神性裏
作耶和華的苗，並在祂的人性裏作地的果子，要
成為榮耀，作遮覆的罩蓋（5）
，並成為恩典，作
覆庇的帳棚（6）
。罩蓋是基督在祂神性裏遮覆的
榮耀，要遮覆錫安山全境，且遮覆其所有宣召的
大會，也就是說，遮覆耶和華神在地上一切的權
益。基督的榮耀要成為兩部分的罩蓋遮覆全境：
日間有煙雲作避暑的遮蔭；夜間有火燄照亮的雲
驅除黑暗（參出四十 38，民九 15）。帳棚是神人
基督在祂人性裏帶著恩典，作神選民覆庇的保護
和防衛。（約一 14，林後十二 9）舊約的以賽亞
書以豫言的方式啟示了神新約的經綸。何等奇
妙！讚美主。
（董傳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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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姊妹團蒙恩分享

印度之行，甜美的記憶

在印度我看見許多的香蕉樹、椰子樹和棕櫚
樹，農夫要會看耕地來種植合適的植物才能有豐
富的收成。今天在神這塊耕地上，我們也要廣植
召會生命樹，將人引到神面前接受神無限豐富的
供應。在聚會中盧弟兄教唱詩歌，我們用雨夜花
的調唱一首詩歌帶動了全場氣氛，「哦！主耶
穌！哦！主耶穌！我愛祢！」「哦！主耶穌！
哦！主耶穌！我感謝祢！」雖然只有短短兩句
話，但藉著眾人都呼求主的名，我們都被帶進主
那無窮喜樂的境界中，並在心中充滿對主的感
恩！
聚會中我看到當伍姊妹講到蒙頭時，她們紛紛
將衣飾上的頭巾蒙在頭上，頓時那個畫面有點趣
味性，但這也是順服權柄的記號。在禱告唱詩歌
及信息分享之後，我們希望在座的姊妹們能對聚
會內容有所回應，所以請她們也能就著感覺有點
分享。只見她們有點靦腆地對望一會兒，終於有
一位姊妹站起來了，她告訴我們她很享受今天的
供應，讓她明白姊妹在召會中的重要性，也知道
真正的蒙頭乃是要讓基督作我們的頭，但我們更
需要在裏面順服聖靈的帶領，過一個倚靠神並接
受聖靈帶領憑靈生活行動的基督徒人生。
有一位姊妹趕來聚會，我看著她在一旁靜靜地
坐下，後來她也起來分享，她是因為工作忙無法
請假，下班後就趕緊把小孩託人照顧後再趕來聚

雲彩見證集

相調

2010.06.06

會，她對錯過前一場的聚會覺得可惜，所以在現
場就請眾人為她代禱，希望她明天可以順利參加
聚會！她那 心中對主 的渴慕之情 讓我覺得 珍
貴，我深信主必會讓她饑渴慕義的靈得著飽足。
還有一些姊妹為了這幾場聚會特別搭夜班的火
車，再轉公車到我們租用的會場，花費十三個小
時，她們真是出了代價，這對我們在台灣交通便
利甚至走路幾分鐘就可到達聚會的人而言，真是
很大的激勵。但願她們在走主的道路上有更多同
伴並勇敢「甲主作伙行！」我相信主在印度的福
音開展會隨著這些姊妹們的有心為主擺上而拓
展開來！
感謝主！印度開展期間(3/24～4/5)我們前後拜
訪了七處召會及經歷了 22 場的聚會，非常感謝
印度當地弟兄姊妹的殷勤服事和鞠弟兄全程在
主裏的勞苦，他那揮汗如雨的畫面還偶或鮮活地
在腦海中浮現。邱弟兄和盧弟兄在開展旅途的勞
頓中，還要顧念我們眾姊妹的軟弱。藉著這次的
印度開展我們相調一同過生活，在準備信息及用
靈釋放神話語的過程中，也共同經歷了神奇妙的
帶領，讓神的同在及神話語的功效彰顯出來，當
看見眾人敞開的笑臉時，我們在主裏真是累得暢
快，如今所有在旅途中的辛勞在此刻都變成甜美
的記憶，感謝讚美主！ (竹東 楊鄧惠華姊妹)

尋求屬天的財富

弟兄─將主日分別出來
我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我很小就受
浸了。由於對主没有享受和摸著，每個主日早
晨都是弟兄姊妹把我從床鋪拉起來，挾著我去
聚會。在這種景況下，我離主愈來愈遠，甚至
十幾年來都在世界裏流浪；然而主並没有因為
我的軟弱而拋棄我，一路走來仍然有主的帶
領。現今主尋回了我，使我再次回到父的家，
享受到家中的溫馨與快樂，靈裏真是滿足歡
暢，感謝主永不改變的愛！
我是一個擺地攤的小生意人，常常為了搶一

小塊地盤而和别人争得面紅耳赤，遇到比較兇
悍的，就只有低聲下氣了。有時又會被警察追，
玩躲迷藏的遊戲，真是勞苦重擔，惶惶不可終
日。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求生存，有時還得和
一些牛鬼蛇神打交道，心中難免有許多的無奈
與怨歎。生意好的時候，想多賺一點，生意不
好的時候，就會怨天尤人，怪別人不識貨。這
種日子過久了，心裏總是不太平衡，承受著無
名的壓力。
我之所以能重新回到召會生活，乃是因為認
識了大女兒安親班裏的一位老師，她是一位愛

主的姊妹。我由於做生意的緣故，經常忙到晚
上十一、二點，這位姊妹也義務幫我照顧孩子
到十一、二點。我的小女兒才兩歲，有時照顧
起來連自己都覺得很煩，可是這位姊妹很會照
顧小孩，而且非常有耐心，每次我去接孩子的
時候，兩個女兒都服服貼貼地躺在床上，使我
十分放心，也滿心感激。
不久我的兩個女兒開始參加兒童聚會，看到
她們很快樂，且逐漸有了改變，吸引我也想要
回到教會生活裏。可是週五、週六和主日是我
生意最好的時候，如果主日要聚会，那不是跟
錢過不去嗎？掙扎了許久，後來我想乾脆抽半
小時趕最後的聚會，凑個數也好。没想到這半
個小時裏，又唱詩歌又有真理追求，的確摸著
了我的心，使我深受吸引。到了第二個主日，
我就又提早了半個小時，没想到在這一個小時
又像是吃大餐，弟兄姊妹如同雲彩般圍繞著
我，使我滿得供應，而且晚上又有活力排，使
我的觀念起了相當大的改變。
就這樣，我決定第三個主日把時間完全分別
出來，同時也求主記念我屬地的需要。没想到
那個星期我生意做得特別好，前面六天就把這
一個星期的錢全賺夠了。從此我每個主日都正
常地參加聚會，就連今天週六(從台北十三會所
到台中參加新路成全訓練)，原本是我做生意的
日子，但是主阿，如果你需要用它，我也願意
將這一天獻給你。我想主樂意我多累積屬天的
財富，至於屬地的財富，我們所需用的這一切，
祂必豐富的加給我們。
姊妹─過甜美的召會生活
我是四個月前受浸的，感謝主，祂的大愛將
我尋回，使我能活在召會中，充滿平安和喜樂。
我們年紀很輕就結婚了，接著兩個女兒相繼出
世，面對著現實生活，我們背負著沉重的擔子，
深切體會到“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的意義。
很多事情只能仰賴自己，没有人可以倚靠，但
自從信主之後，主就成了我們最大且唯一的靠
山。當初受浸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因為我母親是一所道觀的負責人，專門負責講
解乩童所說的話。然而藉着弟兄姊妹在主愛裏
的服事，使我深受激勵，不顧一切地投向主的

懷抱。
就在去年九月，我那兩歲的小女兒不知甚麼
原因，腳突然不能走路了。一個前一天還是健
康活潑的小孩，第二天忽然無法走路，令我們
焦急萬分。看了很多醫生，他們都說孩子需要
住院診治，没想到這麼一住就是一個月。這段
期間，因著“納莉”颱風來襲，家裏淹了大水，
把做生意的貨全都淹掉了，真是禍不單行。那
段時期我們不但没有任何收入，還要費心照顧
小孩，在這內憂外患的雙重打擊下，只覺得捉
襟見肘，身心俱疲。感謝主，就在此時有弟兄
姊妹到醫院來探望我們。有些姊妹雖未曾見過
面，仍滿帶著愛心來探訪我們，她們一來就為
我禱告，並幫忙照顧小孩，使我在疲累中得以
喘一口氣。
當時我很訝異她們為甚麼一再地來幫助我這
一個陌生人？於是我想也許該去看一下她們口
中的這位耶穌，到底是何許人物。就這樣，我
們參加了第一次“最後半小時”的聚會，但僅
是這半小時就摸著了我的心，使我感到非常的
喜樂。接著第二、第三次去也是同樣的感受，
於是在幾次聚會後，我就決定受浸了。
受浸後我就開始過正常的召會生活，我覺得
主很愛我們這個家，在我們一開始過召會生活
時就走在新路上：無論是禱告聚會、兒童排、
活力排，我一定都參加，主日也一定獻上我們
的時間給主。弟兄姊妹像雲彩般圍繞着我們，
供應我們，使我們可以健康地成長。現在我的
大女兒一回家就馬上自動去做功課，因為她知
道晚上有活力排，她要和别的小孩相調。我的
小女兒雖然才兩歲，但她也會乖乖地坐着唱詩
歌、聽故事，對一個兩歲的小孩來說，這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婆婆原本也没有過正常的召會生活，但因
着我們在主裏堅强地站住，現在她也與我們一
同走新路，一同過甜美的召會生活。我哥哥最
近面臨一些難處，我媽媽因為看見我的轉變，
也要我帶著哥哥去召會，可見她的態度已逐漸
在改變。相信主所應許─“當信主耶穌，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 的話，必會快快的實現。
(見證人:偉任/孟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