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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聖別的生活－贖回光陰作得勝者
世人常說：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未來的
希望。因此，一般的父母在他們兒女還是兒童的
時候，都投注了相當的心力、財力、時間，除了
正常上學外，還接送他們學習各種的才藝，就怕
兒女輸在起跑點上。然而，經過多年，這些孩子
們經過青少年期、大學…等階段後，有好些卻成
了宅男、宅女，相較於他們的父母，顯得退縮消
極且價值觀不明，既經不起太大壓力，也缺乏理
想及方向感。
這提醒我們，孩子成長的每個階段都是重要
的，絕不可掉以輕心。今天我們在召會中需要留
意我們的兒女，因為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乃
是青少年的時期，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這
階段他們需要在堅定持續這件事上，以及對自己
的感覺和對他人的感覺方面建立認同感，尤其看
重與同學、朋友之間的關係。因此，何等需要父
母親多花一點時間來陪伴、鼓勵，並與青少年服
事者配搭一起。使我們青少年階段的孩子的能建
立好的性格，在各項屬靈操練上堅定持續，並使
他們的心思更新，建立屬天的價值觀，寶愛召會
生活並在召會中顯出功用。
青少年服事蒙恩近況
召會生活乃是今日的伊甸園，在這裏有生命水
湧流，有生命果纍纍垂垂。在青少年成全方面，
將近一年來，召會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因
著每週六晚上在新光會所讀書後，在靈的操練上
受了成全，已漸能在主日擘餅聚會中盡功用，主
動禱告、唱詩、見證分享。藉著眾人一同背記羅
馬書第八章，更使青少年們一同在主話上有紮實
的裝備。在與兒童工作的銜接方面，為使即將升
上國中的孩子有更好的適應，青少年服事與兒童
服事有多次的交通，並於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光會
所舉辦一場小六家長座談會，與會約 50 位家長
藉著實際的見證與問答，都得著許多的幫助，也

更明瞭在此轉換的時刻該如何陪伴兒女一同成
長。在福音開展上，我們嘗試由各大組的青少年
區與在職區於五月底、六月初一同舉辦外出相
調，青少年與及他們所邀來福音朋友們，在召會
－這屬天的大家庭中，與眾聖徒同享基督那超越
知識的愛。已過六月二日、九日兩場高中福音真
理座談會，約有近二十朋友前來，此次的實驗也
使高中校園福音的開展有新的突破。
青少年暑期行動
今年的青少年竹苗區得勝生活訓練訂於七月
二十三日至 二十五日 及七月三十 日至八月 一
日，這次的重點可分三方面：一、真理追求－延
續寒假特會關於讀經生活建立的負擔，藉著一同
在團體中研讀四福音書，而培養讀聖經的胃口與
渴慕。二、禱告生活：開啟並帶同操練建立與主
情深的交通並為福音的爭戰禱告。三、彼此牧養
及傳揚福音：學習在身體生活中顧到較軟弱的肢
體，並關心同學靈魂的得救。而且嘗試在主日規
劃有外出的福音遊行及福音棚，盼能使眾人在暑
假中贖回光陰，不只追求、相調在一起，更能加
強福音的靈，持續過傳福音的生活。八月十三日
至十六日還規劃了青少年中幹花蓮相調，不僅欣
賞神的創造並與當地青少年相調，也一同進入要
來新學期的行動規劃，盼能使青少年在暑期靈、
魂、體都得著平衡的裝備與成全。
家長與服事者一同配搭
青少年要能服事得好，除了服事者的殷勤勞苦
外，需有更多的家長一同關心甚至實際的投入服
事。為此，服事團正積極規劃一些具體的實行，
使家長與青少年服事者一同參與配搭，幫助我們
的下一代在各方面均衡、正確的發展。請眾聖徒
為此代禱，願主能在世代末了這爭戰的日子，在
召會中得著一班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
的酒玷污自己，切慕過聖別生活的年輕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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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 8），成為主再來的踏角石！

禱告聚會共同追求信息

2010.06.20
（青少年服事組）

家家傳福音(六)

先作個人見證，再傳講福音
在家裏傳福音，最好是先作個人得救的見證，
接著再傳講一些福音。小排的聚集不需要有名的
傳道人，也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講道。所以，小排
聚會中沒有講道的人，因為根本不需要講道的，
乃是大家要作見證。譬如你們請了兩位福音朋友
到家中，他們喝了茶，吃了點心後，你們就可以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然後慢慢就引到話題。
也許作丈夫的說，“從前我還沒有信主，整個
人虛空，沒有平安，家庭也不和諧，幾乎要和妻
子離婚；但現在妻子就坐在旁邊。感謝主，他拯
救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婚姻，還賜給我們兩個
可愛的小寶寶。這都是神賜給我們的恩典。”人
一聽到這個見證，就會覺得很親切、很實際。接
著，作妻子的也可以講兩句話，說到自己的丈夫
以前的確像老虎，一回家就罵人，自從他信主
後，性情完全改變了。這些見證一點都不需要口
才。若是你們的兒女年齡比較大了，已經參加兒
童聚會或是青少年聚會，都清楚得救了，也可以
請他們作一點自己的見證。這樣，一家大小都作
見證，可能話還沒有講完，被邀請的福音朋友已
經被征服一半了。
有許多弟兄姊妹得救，都是因著在福音聚會中
聽到見證，或是受了見證的影響。反倒是福音聚
會裏的信息，聽進去的並不多，可能只有一兩
句，但是見證卻能很容易打到人的裏面。所以，
有了見證以後，就可以有一點簡單的福音話語，
無須長篇大論，只要告訴人一點福音的信息。我
們應該養成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經常預備一些
容易叫人得救的聖經節，把這些聖經節擺在桌
上，或是在聖經裏特別作記號，等到傳福音時，
隨時都可以取用。

比方約翰三章十六節，就是很好用的一節聖
經。在作了半小時的見證後，就可以請大家一同
讀這段聖經。這處聖經我們可能讀了很多次，但
是對福音朋友，卻是新鮮的。這句話一讀到人裏
面，就叫人覺得扎實。雖然見證能開啟人，但還
需要有主的話；這個話等於打一個結，叫人對我
們所講的，有深刻的印象。
這樣在家裏傳福音的聚會，不僅一個人講，更
是眾人講，家中的成員也要以個人得救的見證和
福音的話語作加強。講完後，還可以叫人發問。
特別是現在的青年人，不會一聽福音就認同，他
們總是會有一些問題；人講了東，他們就要問
西，有時還要討價還價一番，才會慢慢相信。在
這種情形下，你們和他們談話，要有忍耐的工
夫。在大聚會裏，是絕對沒有這個機會的；但在
小聚會裏，可以有機會讓他們發表。許多時候，
青年人的確會有一些問題，藉著這樣的發問，就
能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在家裏傳福音，我們
可以作到許多大聚會沒有辦法作到的事。我們可
以自由的作見證，自由的發問題；這些都是大聚
會作不到，而在家排聚集裏可以作得到的。
與鄰近的弟兄姊妹配搭傳福音
有些弟兄姊妹家裏人數少，孩子們都出外求學
或就業，家裏只有夫妻兩位。若是要在家中傳福
音，他們會感覺孤單一點。這時，我們就可以自
由的組合，也就是在鄰近的弟兄姊妹中，找出兩
三個家庭，眾人一同有福音的聚會。這樣，一面
不失去家庭福音的自由性；另一面也可以發揮一
定人數的力量。所以，有時我們需要這樣一個合
併。然而這樣作時，不應該作得太呆板，不要硬
性規定幾家合併在一起，總應該靈活的運用。 (主
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四冊第十二篇家家傳福
音)

竹苗區聖徒追求班香港深圳相調訪問報導

接受負擔如候鳥移民，同赴香港深圳開展
五月二十六至三十日竹苗區聖徒追求班三十
二位聖徒至香港、深圳相調訪問。因著來自不同
的召會，五天的相調訪問行程中，使我們彼此更
為親近，抓住機會彼此認識交通。
五月二十六日抵達香港便享用港式飲茶，香港

聖徒陪伴我們用餐交通，讓我們有賓至如歸之
感。當地負責弟兄梁弟兄帶我們參觀三座跨海大
橋及其展覽館，工程浩大艱鉅，令人稱奇。但弟
兄說：其實原理很簡單，只要每個部門的工程師
各盡其職，一同配搭就能完成。這使我們想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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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身體的建造也是如此，要人人盡肢體功用，聯
絡結合，身體便能建造起來。
香港的街道非常乾淨，人人守秩序，工作有效
率，連風景區的廁所都像五星級飯店的廁所般舒
適。到了夜晚，在徐徐晚風吹拂下，我們散步走
在維多利亞港的星光大道上，港邊環伺著高樓大
廈並閃耀著五彩繽紛的霓虹燈，這真是人類智慧
的產物，是香港最具代表的夜景。
但我們最關心還是這裏的召會，主實在祝福祂
的召會，香港召會雖歷經兩次風波，當時只剩下
五十位聖徒，但至今已繁增為千餘人的召會。走
在尖沙嘴的一條馬路上，可見到三個會所(其中兩
個會所已不在主恢復中)，讓我們為已過的歷史哀
嘆，也求主煉淨我們的存心、動機，保守我們一
生跟隨這份職事，永不偏離。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晚 上 我們 分 別 參 加 了 香 港 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社區的小
排，享受愛筵及聖徒的交通。在這裏我們幾乎看
不到年長的聖徒，大部分以青職及青年人居多，
特別這幾年主很祝福這裏的大學工作，藉著教
職、學員及社區的配搭，得著大批的學生，感謝
主，在這極度被世界霸佔的地方，得著一批批清
心愛主的青年人。
五月二十八日我們從香港搭地鐵前往深圳，弟
兄姊妹到深圳之前，被告知到深圳要小心注意安
全。到了深圳，看見其市容整齊美觀、新穎、現
代化，環境綠化、道路寬敞，雖然只去環遊世界
之窗、東部華僑城兩個景點，其規模堪稱地大人
多，到了週六，更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但景
緻之美，實在令人印象深刻。在交通方面，仍能
見到有人在快速道路騎腳踏車或逆向騎腳踏車
等。不過，我們所擔心的安全問題都沒有出現。
或許是他們進步了，我們的消息有落差吧！
深圳弟兄姊妹能夠第一次公開接待我們，我們

是何其地榮幸。其中有七位聖徒主日愛筵在壬姊
妹家中，弟兄姊妹愛中的接待和服事，令我們感
動。特別是壬姊妹前在新竹時是隱藏起來的，到
了深圳卻在她那一區域成了關鍵人物，也成了屬
靈的媽媽，無論是家打開做兒童排、姊妹成全聚
會、主日愛筵聚會等，要不是主在其身上的奇妙
製作，是很難花上那麼大的代價。特別看到得救
才一年多的姊妹申言都能說到重點，主日聚會人
人盡功用，各個擺上那一份，每人都開口敬拜父
並且申言，聚會時有靈又有話，顯得鮮活、認真，
非常激勵人。
深圳召會從 1984 年開始，當初為漁民村，人
口三萬人，現在有 1500 萬人，成為一現代化的
都市，以往他們許多人往香港求職，現在許多人
到深圳求職。下個月即將開始有壯年班訓練。目
前有十三個大區和六十七個小區，去年希望 1200
人受浸，結果有 1383 人受浸。今年希望有 2100
人得救受浸。許多魚是自動跳進來的，不像台灣
鄉鎮開展的地方，走了很遠才看見一個人，深圳
目前有會所，政府也愈來愈開明，這裏是交通的
海口，也是許多聖徒訪問的第一站或是最後一
站。負責弟兄們馬其頓的呼聲：歡迎一對對夫婦
以半年時間候鳥移民，陪新人吃飯、讀經。希望
有負擔的聖徒好好向主尋求。
深圳市是一個特區，台商到那裏投資有一些優
惠，大陸的各省求職者來到這裏，如果主得著這
些人，他們可回到家鄉傳揚福音和真理，來這裏
開展比去其他省份開展，可能更有附加價值。以
往福音是從西方傳到東方，現在主恢復的真理要
從東方傳到西方。但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積極裝
備真理，為著全地的開展而有所預備。但願我們
能竭力追求，不再鬆懶，為著主在全地的需要而
往前！
(盧方玉蘭/林陳蘭英)

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5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禱告事項
一、二○一○年上半年各大組四項召會生活人數目

項

目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存

總

計

一般經常費用

標：請聖徒們為此目標達成多有禱告

專項
學生中心

海外開展

1,638,115

1,537,115

45,600

55,400

5,394,689

1,967,986

3,376,503

50,200

-3,756,574

-430,871

-3,330,903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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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行房門安裝及樓梯磁
磚工程，本週預計進行環境綠化並主管機關勘
驗。

二、請為升大學青少年禱告：劉振恩、張祐瑄、許創
堯、林聯安、趙韻華、陳郁婷、邱懷希、葉以靈、
萬政平、林凱茵、張恩慈、陳盈穎、陳彥瑞、彭
以撒、吳川弘、陳品儀、江宜家、譚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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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韓國安山召會聖徒來訪：6/21(一)～6/22(二)韓國
安山召會 14 位聖徒來訪。
二、青職聖徒外出訪人：出訪日期： 6/26、7/3、
7/10(15:00)。為因應叩門編組，請務必報名。(詳
閱通啟)
三、全時間訓練夏季畢業聚會：6/26(六)15:00～17:00
於信基大樓地下二樓舉行。
四、竹苗區姊妹聚會：6/26(六)19:30 於仁愛會所舉行，
主題:「姊妹愛的服事」
，歡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五、夏季訓練禱研背講種子成全聚會：7/11(日)、
7/12(ㄧ)、7/14(三) 19:30～21:30 於仁愛會所三樓
舉辦，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六、夏季錄影訓練：白天班：7/19(一)～7/24(六)8:30
～12:00 於仁愛會所舉辦。晚上班：7/17(六)～
7/25(日)平日(週二除外)20:00～21:30、六、日 15:00
～18:00 於各大組會所舉辦，費用：每人奉獻款
600 元。報名截止日期：7/5(詳閱通啟)
七、暑期竹苗區青少年得勝生活訓練：7/23(五)19:30
～7/25(日)17:00、7/30(五)19:30～8/1(日)17:00，費
用 600 元，請各召會或大組於 7/5 前彙整報至執
事室。(詳閱通啟)

新竹市縣眾召會
大區
主日聚會
禱告聚會
排生活（人次）
晨興(人次）
兒童排數
兒童人數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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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竹市召會暑假兒童歡樂學習園： 8/2(一)～
8/7(六)8:30～12:00分別在仁愛、新光、科園會所
舉辦。幼稚園小班至小六皆可報名，幼稚園的兒
童需有家長陪同才接受報名 。小孩每人費用600
元整。報名截止日期：6/29。(詳閱通啟)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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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全台路加聖徒集調：8/14(六)～8/15(日)於劍潭青
年活動中心舉辦，歡迎各醫療院所、醫學院校服
務或就讀之聖徒、眷屬及配搭服事及負責弟兄們
參加。六人房每人 1,200 元、四人房每人 1,500
元、二人房每人 1,800 元，不住宿者每人 700 元。
報名截止日：7/18。(詳閱通啟)
十一、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會：8/20～8/21 於中
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 700 元(不住宿者 400
元)報名截止日期:6/26(詳閱通啟)
十二、曾黃五妹姊妹安息聚會(103 區曾淑纓姊妹的母
親)：謹訂 6/27(主日)13:30 於仁愛會所一樓舉行，
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6/20(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6/27(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
會 生

6/22(二)
6/21(一)
韓國安山召會聖 韓國安山召會聖
徒來訪1
徒來訪2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6/29(二)
6/28(一)

6/23(三)

排聚集
6/30(三)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6/24(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排聚集
7/01(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排聚集

6/25(五)

排聚集
7/02(五)

排聚集

6/26(六)
大組核心交通
青職外出叩訪
19:30 竹苗區姊妹
聚會於仁愛會所
7/03(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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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最好的

【祂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父母所能給孩子最
有價值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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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水火不容的冤家。這樣的情形僵持了好幾
年，直到基督的愛，將我這個浪子尋回。

前幾天，我在孩子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家長。

現在我自己當媽了，看著身旁的友人一股腦兒

她告訴我，她剛參觀了對街的私立學校，正考慮

把愛傾倒在孩子身上，盼望今天種下的，將來能

把孩子送去就讀。她興奮的說，『他們的課程真

收成。我們都在圓夢，在我們身上來不及完成

棒，…而且教室裏所有的設備都是新的，每個孩

的，在兒女身上仍有可為。只是，這個夢會不會

子有一台專用的電腦，所有作業都在電腦上完

實現，沒人說得準。

成。』

在孩子的一生中有太多變數，是我們想掌握也

出於好奇，我問了一下學費。她說，一個孩子

掌握不了的。有人說，『盡人事，聽天命。』也

一個月一千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兩個孩子，可以

有人說，『就看孩子自己的造化了』。然而，可

申請貸款。

喜的是，我們可以把孩子交給一雙穩固的手。

『一千五百美元？』我聽了下巴差點沒掉下
來。

當他們遭遇危險，我們不在身邊時，這雙手會
保護他們。當他們遭遇試誘，我們一無所知時，

眼前這位太太看起來不像有錢人，卻要貸款讓

這雙手會制止他們。當他們情感受挫，蜷縮在自

她的兩個小孩唸私立小學。她的愛讓我肅然起

己裏面時，這雙手會給他們最柔細的安慰。當他

敬。

們灰心失望時，這雙手會鼓勵他們。當他們受壓

這讓我想起我的母親，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

時，這雙手會承擔他們的重擔。

為她的兒女全然傾倒。平日連一件一百元的衣

這雙手就是耶穌的手，祂敞開雙臂，迎向一切

服，都要殺成三件兩百才買，把辛苦積攢下的

到祂這裏來的人。祂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父

錢，送我去學各項才藝。然而，我在青少年時期，

母所能給孩子最有價值的禮物，也是真正能伴隨

帶著她所栽培的十八般武藝跑了，急著探索家門

孩子一生的祝福。

外的世界，急著丟棄上一代的價值觀。我和母親

舊約讀經心得

孩子，媽媽給你最好的！（摘自水深之處網站）

基督人性帶進的復興

以賽亞書十一章豫言藉基督所帶進的復興，這

樹。然而，因著以色列的墮落，那樹被砍伐，只

復興不是藉神蹟，不是基督在衪的神性裏作的，

留下樹不和樹根。馬利亞和約瑟都是大衛的後

卻是在衪的人性裏帶進來的，因此開章第一節就

裔，屬於王族（見太一 16 註 2），卻成了貧窮、

以兩個與基督人性相關的辭–耶西的不（音同

低階的人，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一個受藐視地

聶，意樹孤樁兒），和他的根即耶西的根（賽十

區裏受藐視的城（路一 26～27）。基督是從耶西

一 10）作起頭，表徵在復興的時候，要來的基督

的不（在地面上）所發的嫩條，表徵復興是藉著

乃是從耶西的不所發的嫩條，以及從他根所生的

生命並屬於生命。基督也是從耶西的根（在地面

枝子。以色列，特別是大衛家，就像一棵高大的

下）所生的枝子，表徵復興之生命的深度，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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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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枝出來，且多結果實。基督是嫩條也是枝

嫩條就成了旌旗，向地上的眾民描寫、解釋、標

子，滿有復興的能力，加深的能力，生長的能力

明、甚至指示，基督之於神子民的所是。這同一

和結果子的能力。因著祂的分枝，全世界充滿了

位基督作為枝子，長大成為旗號，呼召並聚集地

祂的果實。

上的列國。在復興的時候，地上的列國（外邦人）

接著第二節強調耶和華的分枝全然是那靈的

都必轉向基督，尋求祂，並樂意作祂的百姓（二

事。基督從那靈而生（太一 18，20，路一 35），

2，亞八 20～22）
。十節末了，神聖的榮耀，就是

意即祂是由那靈作祂神聖的素質所構成。再者，

神自己的彰顯，乃是基督的安息之所。這指明神

祂乃是為那靈所浸，所膏（太三 16，路四 18）。

聖的榮耀與基督是一。
（約十七 5，24）這也含示

那靈一直與祂同在，與祂是一（路四 1，14，十

基督的神性，指明祂與神乃是一（約十 30）。

21，約一 32，太十二 28）。祂憑那靈行動，過一

十一到十六節是說到，主繼帶領以色列人出埃

種在那靈裏、同著那靈、藉著那靈、並經過那靈

及第一次得回自己的百姓後，再次伸手得回自己

的生活。在祂的人性生活裏，那靈帶著本節所題

百姓中所餘剩的的情形。它一面豫言被擄遺民的

的一切屬性得以顯出。因此，那靈乃是基督的實

歸回；另一面似乎也豫言主再來時以色列人的光

際（約十四 16～20，林後三 17）。而耶和華的靈

景，向四方擴展（賽十一 14，向西–非利士、向

安歇（即居住或停留）在基督身上有三面的表

東–以東、摩押和亞捫：15，向南埃及、向北–

顯：智慧和聰明的靈–顯在衪人性的才識上；謀

大河）
。其中有二項重點，一是十三節，
「以法蓮

略和能力的靈–顯在衪人性的治理上；知識和敬

的妒忌就必消除，敵對猶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蓮

畏耶和華的靈–顯在衪人性的事奉上。而這三面

必不妒忌猶大，猶大也不敵對以法蓮。」論到猶

正是接著三到五節講到基督第一次來到地上的

大和以色列（以法蓮代表）的合一。另一是十六

服事的三點特色，即敬畏神為樂–知識、敬畏的

節，「必有一條大道，讓主餘剩的百姓從亞述歸

靈：審判不憑眼見–謀略、能力的靈；判斷也不

回，如當日有大道讓以色列從埃及地上來一樣。」

憑耳聞–智慧、聰明的靈。

照前節所說，這條大道是從埃及經紅海即神使其

至於六至九節是描述主基督第二次再來後，千

枯乾的蘇伊世灣，和從亞述經神使其分為七條溪

年國時復興的景象。其結論是，「在我聖山的遍

流的幼發拉底大河歸回以色列地。到十九章，以

處，這些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對耶和華的認

賽亞進一步豫言，埃及將因神的擊打與醫治歸向

識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賽十一 9）

神，並和亞述、以色列，在要來的時代相聯，三

描寫當人對神的認識遍滿全地時的和平、甜美光

國一同在地上成為祝福。（賽十九 18～25）這或

景。又說，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眾民的旌旗；

許也豫表主再來時，在神特別安排下，以色列人

外邦人必尋求祂；祂安息之所必有榮耀。」是指

從全地，主要是埃及（豫表享樂的世界）與敘利

藉著以色列的復興，基督必成為向著眾民的旌

亞（即亞述，豫表被擄的世界）歸回的盛況。無

旗，以及向著列國的旗號（12）。旌旗主要的是

論如何，這兩點都必應驗在以色列人所豫表的召

為著標明、解釋和指示；旗號主要的是為著呼召

會身上，當主再來、復興的時候，全地眾召會從

並聚集人（五 26）。以賽亞在本章把基督作為嫩

世界裏分別出來，而在「一」（一個身體，一位

條和枝子，與基督作為旌旗和旗號配成一對。在

靈）裏，同奔神命定之路，迎接主回來。

神的子民中間，當基督這嫩條長大時，這長大的

竹苗區聖徒追求-詩歌賞析班蒙恩分享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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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作個唱詩人，讚美我主我神
感謝主釋放我的時間，讓我能參加春季的詩歌
賞析班，藉着服事弟兄們對詩歌的介紹、詮釋與
分享，使我們有更深地經歷與享受，尤其是對作
者、作品的內涵與寫作的時空背景，因有精確的
介紹與分享，讓我們再一次唱詩歌時，因著與作
者在同一靈裏相交而更能進入詩歌的意境。
本學期所介紹的詩歌作者有宣信、倪柝聲和李
常受弟兄及和受恩、李淵如姊妹。他們在與主禱

每當我唱這首詩歌時就會感動地流淚，這首詩歌
是弟兄與主同活與生命經歷很深刻的體驗。李弟
兄的詩歌：讚美主-祂的愛（大本詩歌 130 首）
「哦
主！你愛何等深廣！過於我所能測度！你愛深
廣遠超海洋！這愛竟然臨及我！你愛叫你捨了
自己，…你愛叫你與我合一，…」沉浸在詩歌中
真是滿了對主愛的享受。以往對詩歌的涵義不是
那麼的清楚，藉着詩歌賞析服事弟兄們的介紹與

告、交通與一生的經歷中，藉著詩歌向主呼籲，
不僅在環境中經歷主的管制與調整，並在艱困的
環境中依然向主絕對並為主站住立場。雖然環境
不斷改遷，但這一群愛主、事奉主的弟兄姊妹
們，對主的絕對忠誠實在是我們的榜樣。每當唱
起有極深屬靈經歷的詩歌時，總會不禁潸然淚
下。他們是在艱難困迫匱乏的光景中寫下詩歌來
讚美主！藉唱詩歌我們竟可在不同的時空中感
受並重溫他們的經歷，而成為我們今日豐富的享

分享，得以看見歷代詩人以詩讚美神，在詩歌製
作的背景中他們各樣的生活見證和經歷交通，以
及我們中間的弟兄姊妹們在主裏的勞苦並為主
所作明亮的見證，這一切都激勵我們往前。
因着詩歌賞析與分享見證，我們在主裏的度量
與負擔被擴大，實在願意再一次地奉獻自己，接
受調整對付而被主使用。我們的心真是要向著寶
座，持定元首，服在主獨一的元首權柄下，在走
這條十字架道路時，我們有弟兄姊妹在身體裏的

受。我真是寶愛這些詩歌，因為每首詩歌都是對
主的經歷、讚美與感謝！
倪弟兄的詩歌：讓我愛（補充本詩歌 428 首），

扶持及供應，可以不斷經歷主夠用的恩典，深願
每天都有詩歌在我們靈的深處響起而能天天歌
頌讚美神。
（竹東 楊清淞）

竹苗區聖徒追求-詩歌賞析班蒙恩分享

我若讚美-神要工作使我所信能得
神帶領祂的兒女所走的路，是要他們感覺越過
越細，越過越嫩，越過越像詩。一個人在神面前
的學習越多，他的感覺就越細越嫩，越像詩；一

是主奇妙的安排，帶我參加詩歌賞析班，因著
剛搬來新竹，認識的人有限，為了與同伴在一
起，就跟他們一同選了詩歌賞析班。

個人在神面前的學習越少，他的感覺就越粗魯，
越不像詩。…人在神面前，從最深處流出來的感
覺，就是他的詩的感覺。…所以我們要學習唱
詩，我們並不是要成為音樂家，我們乃是盼望認
識詩，這是要緊的事。（倪柝聲）
小時候就知道爸爸最愛唱”我們不會疲倦不
唱這首舊詩章，榮耀歸神，阿利路亞…”（詩
36）；媽媽愛唱”一切我所有，無非是接受；…
我是個罪人蒙主恩！…”（詩 251）
；但我，會唱

藉著弟兄們的帶領鳥瞰了大本詩歌目錄，更禱
研背講詩歌的綱目，真是開了我的眼睛，以前只
覺得我們的詩歌很好，但說不出好在那裏，但藉
著詩歌綱目的禱研背講看見，我們的詩歌真是滿
了神聖經綸的異象：起始於配得頌讚的神聖三一
神，敬拜源頭的父，讚美主（子）的成功救贖，
藉著聖靈的豐滿，才有我們得救的證實與快樂；
因著羨慕生命的長大，我們將自己奉獻給主，就
真實與基督聯合，並帶進經歷基督作實際及一切

的詩歌很多，卻沒有我愛唱的；當聚會時弟兄們
問到，有沒有想唱或享受的詩歌時，我也沒有…。

的生活，也經歷神做我們的永分；這樣的經歷是
十字架的誇耀，只有走過十字架的道路，才能經

歷復活的生命；但走這樣的道路一直需要主的鼓
勵，及主試煉中的安慰，才能使我們裏面生命的
各方面被構成、變化，或許也經歷到神醫；作為
基督徒，我們需要有禱告、讀經及召會生活；而
召會生活的各面是聚會、各樣屬靈的爭戰及事
奉，還要奉差遣去傳揚福音，使人認識我們所享
受經歷的這福音，並將人受浸歸入父子聖靈的名
裏，好得著國度時代的賞賜，我們儆醒等候這榮
耀的盼望，並終極的顯出於新天新地－新耶路撒

摸著，勝過我口若懸河、苦口婆心、引經據典的
講一堆話。
弟兄們還帶我們認識宣信、李淵如、和受恩、
倪弟兄及李弟兄的生平經歷及所寫的詩歌，特別
在介紹和受恩姊妹時，正當我們家剛開兒童排，
好像不是那麼有神的祝福，我甚至才開排就已萌
生關排的念頭，但因著和受恩姊妹的經歷，為中
國的福音傳揚，在白牙潭，開始的十年工作似乎
都沒有果效，但面對環境仍完全安息，埋在禱告

冷。
感謝主這樣的享受綱目，讓我對詩歌有了一種
寶愛和珍賞，以前看望或陪家聚時總不愛唱詩
歌，怕花太多時間，其實也是因為不知道要挑哪
一首詩歌，因著每週四都享受好幾首詩歌，也藉

的職事裏，向著主那完全、單純的信心，叫我再
被加強，神開路，神負責。因此我再經歷信心的
禱告，現在我愛唱”再唱信心的歌！無論夜如何
黑；你若讚美，神要工作，使你所信能得。使你
所信能得。”（詩 562）
。藉著詩歌使我再往前，

著對詩歌綱目新的認識，每次總有即時的詩歌，
詩歌中細嫩的感覺和豐富的真理，讓人很快的有

現在我們家中的兒童排每週也都有新的往前，感
謝讚美主。
（劉英美）

竹苗區聖徒追求-生命經歷班蒙恩分享

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這學期我參加生命經歷班，我們追求這本書

造，我們既是園子又是城。從園子裏我們產生

【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
。以前我讀不懂

建造的材料，所以我們需要不斷的轉向主，不

雅歌這卷書，藉著一同追求，我才清楚這卷書

斷的接受這生命作人位，直到黑影飛去天發

的內容及目的。

亮，使我們與主沒有間隔，直到被建造成一座

我很摸著這本書開始所說的，生命和恩賜、

城，使我們向前觀看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

能力、知識不同，生命是一個人位，所以這生

潔如日頭，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戰勝仇敵

命有他的個性及願望。雖然我知道基督是我的

並且如兩營軍兵跳舞慶祝祝主的得勝。

生命也知道祂有追測不盡的豐富，但我似乎都

在新埔召會，雖然我們會一起去看望餧養

不怎麼享受到，原因是我不以這生命做人位，

人，但沒有一起晨興，禱告也不夠，因著主的

所以藉這次的追求我操練調整上網的方式並且

憐憫，使我們能脫去天然的習慣及愛好，現在

在對待人、幫助人、傳福音、聚會、讀經等事

姊妹們開始建立一起晨興的生活，藉此我們更

上，也操練以這生命為人位。

實際的建造在一起，我們出去看望餧養才能有

我不能只顧到自己對主的享受及滿足，我的

果效。另外，一同禱告的生活，也還在建立的

心思、情感、意志、還需要一直受對付、被變

過程中，求主使我們能堅定持續，希望在新埔

化、經過過程，而成為生長果子及香料的園子，

召會有更多人被建造進來，我們是世上的光，

歸給主作主的享受，並供應人真實的需要。

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願新埔召會在新埔

生命是為著建造，在雅歌中我們也看到建

這地發光發亮。

(新埔 邱卓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