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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暑期各項兒童活動的屬靈負擔
兒女是主託付我們照管的產業，是主恢復的下
一代。而今天我們所處的多元化社會，是何等的
複雜、污穢又敗壞，往往影響孩子們幼小的心
靈。為使我們的孩子們，從小蒙保守並從世俗中
被分別出來，受成全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甚至
成為初熟的果子，作得勝者並迎接主回來的一班
人，因此在暑假中，我們特別規劃了親子健康生
活園，鼓勵父母帶著孩子一同來操練。
親子健康生活園－性格成全、加強神人生活操練
召會健全之兒童服事的架構，係由神人家庭生
活、兒童排、主日以及假期中拔高、專特成全與
定期展覽所構成。其中神人家庭生活尤居關鍵的
地位。它不僅是兒童主日教育的基礎，也是兒童
排的根基。神人家庭生活能否持續的操練，則有
賴於良好性格的托住。性格若殷勤，神人家庭生
活的操練就不致於半途而廢。
以「性格」為主軸的親子健康生活園即著眼於
此一需要，基於對兒童特性之認知，以寓教於樂
的方式設計三天兩夜豐富的課程，幫助家長及兒
童從人物榜樣認識並珍賞他們的性格，進而操練
建立良好性格。
「好奇心、榮譽感及愛玩耍」是兒童與生俱來
之特性，因此活潑的唱詩、生動的講故事及好吃
的點心，是服事兒童時不可或缺的。生活園的活
動設計中融合這些特性規劃了五大內容：歡樂集
調、兒童排、兒童排示範、大地遊戲和兒童美勞。
相信家長及兒童必能獲益良多，不虛此行，並後
續在家中及兒童排裏不斷重溫，親子一同操練，
建立良好的性格。
兒童歡樂學習園－「屬靈成全、才藝學習」引進
社區兒童福音
每到假期，社會上各式各樣的兒童活動與營隊
紛紛出籠。在召會中，為了淨化拔高人性（福
音），並且為主預備更多合祂使用的器皿，我們
準備開辦「兒童歡樂學習園」。一面幫助兒童有
屬靈生活的操練，彼此成為同伴；一面藉著才藝

的學習，盼望引進更多社區中的兒童及其父母，
藉著接觸召會、認識召會以進入召會生活。場地
規劃係利用各大組之會所，就是秉持就近與便利
的原則。希望這樣的安排，能為我們擴展社區福
音接觸面。
暑期兒童排積極招生
兒童是大的福音，兒童排的建立是社區福音很
重要的憑藉。兒童排能堅定持續作下去，在於「核
心」的建立與小區的扶持。特別是姊妹們需要拿
起負擔，彼此配搭，定期有交通：有關兒童操練
的情形、課程的規劃與預備、父母參與配搭的情
形與福音家長的反應等。區負責在區中要主動投
入力量推動兒童排，特別要扶持開兒童排的家，
也要協助接觸福音兒童們的父母。
我們作兒童排，絕對不是為社區父母照管孩
子，而是要邀他們一同參與，共同有分（自己的
孩子自己教）。暑假是兒童們比較空的時間，一
定要好好把握這黃金的機會，藉著召會預定開辦
的活動，展開社區接觸，為兒童排招生。
我們中間兒童教材完備，配套豐富。許多「性
格」的主題都與當前教育的主軸－『品格教育』，
是合流的。在兒童排中不只是知識的傳授與教
導，更是信心的傳輸，一面藉著主的話，將生命
的種子栽種在孩子裏面；另一面，藉著操練靈，
使其良心清潔敏銳，以脫離這彎曲悖謬世代的光
景，也為其將來的得救打下根基。平日兒童與父
母一同操練，建立良好的親子互動，兒童排中則
是彼此見證、展覽、學習與激勵，使一家的蒙恩
能成為眾家的蒙恩。
兒童排要成功，也要顧到家長的成長。所以要
適當的安排「會後會」讓家長自然的相調與交通
以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並堅固、溫暖他們的心。
暑期中我們特別鼓勵，兒童排結合小區多辦相
調的活動，讓福音兒童的家人能有機會與我們接
觸，得以進入召會生活。盼望區區都能起來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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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兒童排，讓它成為社區福音開展「嶄新的活

禱告聚會共同追求信息

（兒童服事組）

家家傳福音(七)

隨主引導，專一代禱
我們常常忽略一點，就是為邀請來的親友和鄰
舍禱告。我們要隨主引導，專為數名有希望得救
的祈求。我們都有過為人禱告的經歷；但許多時
候，我們的禱告太廣泛，我們向主說，“主阿，
求你福音化臺灣。”我們常常只是這樣禱告，卻
不知道，也不在意主有沒有聽我們的禱告。然而
我們若是實際的、具體的，為著一個個親戚、朋
友代禱，我們會注意主是否在這事上聽我們的禱
告。所以，在此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操練我們
的靈，運用我們的信心，叫我們能真實看見主的
信實。
比方，當你為一個人禱告半年、一年，親眼看
見他心意轉回，相信基督，那對你信心的加強是
何等大。所以，我們都要學習這個功課；這不是
重擔，乃是操練和享受。我們都要為親友、鄰舍
代禱。然而，若是因著親朋好友太多，就要有專
一的代禱。有些弟兄姊妹一發熱心，就寫下一百
個名字，定意天天為他們代禱；結果到末了，一
個也沒有代禱。所以，不要一口氣選太多人，最
好是三到五位即可，在主面前好好為他們有經常
的仰望；這經常的仰望，日久就會生效。
分送福音書刊及福音單張
我們要將全臺灣眾召會福音的靈，都挑旺起
來；藉著福音單張、福音書刊，把福音傳遍全臺
灣。福音不僅是用口傳，更可以藉著手傳。口傳
就是把口張開，為主作見證；手傳就是藉著我們
手的活動傳揚。若是我們有三千位弟兄姊妹，願
意去分發單張，每個人每天送一張福音單張，一
天就有三千張；若是每人送十張，就有三萬張分
發出去。這樣，很快的到處會遍滿了福音單張。
雖然今天福音是相當普遍，但我們仍看見許多人
從來都沒有聽見過主耶穌。他們的心是打開的，
也實在願意相信；因此我們需要盡所能的撒福音
種子。今天真理和謊言並行，若是真理不傳揚出
去，謊言就要盛行了。在今天的社會團體中，有
許多不是真理的東西，因著人不斷的傳講，就有
人信以為真。何況現在我們手中有最寶貝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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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努力把這些分送出去。
熟用聖經章節和詩歌
我們都知道，詩歌是我們傳福音最好的武器。
人的頭腦比人的心硬，若是要改人的頭腦不太容
易，但要感動人的心比較容易。詩歌就是打動人
心最好的工具。我們有很多福音詩歌，我們都應
該把它們一一背熟，也應該常常誦唱。例如：詩
歌七百二十三首說到需要耶穌；詩歌七百零一首
唱出凡事都是虛空；我們可以多多學唱。此外，
還可以把詩歌寫出來，懸掛在家裏，或是作成小
卡片，放在餐桌上，有人來到我們家中，就可以
和他們唱一唱。
不僅如此，現在我們還有一些東西，是三十年
前所沒有的，好比答錄機和各類音響，都可以在
家中好好利用，常常播放一些福音詩歌。有的人
開車上班，你們可以送他們錄音帶；或是有人和
你們同坐一部車上班，也可以播放給他們聽。在
公司裏，若是情況許可，在休息的時候，也可以
放給人聽；總是要善用各樣的機會。人可以反對
你們傳福音，但不會反對你們唱詩歌。藉著唱詩
歌，潛移默化，就把福音的種子種到人裏面。所
以，我們不僅要靈活的運用聖經章節，也要靈活
的運用詩歌。傳福音實在不是單靠一方面就可以
作得好的，乃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我們需要用口
傳，用手傳，也需要用文字；需要藉著聚會、小
排，藉著接觸人、打電話，藉著答錄機等各種方
法，將福音傳揚出去。這些都作到之後，日久總
是會生效的。
我們不能盼望眾人都是傳福音者，也不能盼望
眾人都有口才、有恩賜；然而，若是每位聖徒都
忠心在主面前，願意每年至少得著一個人，我們
的人數就會很可觀。所以，這是一條實際的路，
也是主所給我們最新的路。盼望這個負擔、這條
路能帶到小排裏，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作一個有
分福音行動的人，產生福音繁殖的人。這樣，主
在我們中間，就會有更快的繁殖，也會有更快的
開展。(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四冊第十二篇
家家傳福音)

基督身體的相調與交通

六月五日竹苗區眾召會集調特會於新竹縣政
府大禮堂舉行。感謝主！給了我們一個清明涼爽
的天氣，也向與會聖徒的深處說話，使我們裏面

有清明的天，在聖徒的中間有寶座並流出生命水
河供應、滋潤、澆灌。
這次集調，主藉著吳復華弟兄帶我們進入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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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說話裏，享受國殤節特會的信息，總題是：
過為著完成神永遠定旨的生活。全篇六大要點如
下:
壹、認識神中心的思想，與神中心的工作合
作，並活在神聖的羅曼史裏。我們若要過為著完
成神永遠定旨的生活，就需要認識神中心的思
想—乃是要得著基督藉著召會作神的彰顯。基督
必須有召會作祂的身體，祂的新婦，祂的擴增，
和祂的配偶，以團體的彰顯基督。我們作活的器
皿盛裝神，應當在基督裏接受神作我們的生命和
生命的供應；我們必須變化成為金、珍珠和寶
石；並且我們必須同被建造成為活的身體，作活
的配偶，與基督相配。而且我們若要過為著完成
神永遠定旨的生活，就需要活在神聖的羅曼史
裏。而雅歌是描繪新郎基督和愛祂的新婦之間新
婚的愛。惟有愛能保守我們與主有正確的關係。
貳、為著神的定旨藉著喫神而享受神，為著神
的喜悅而活，以及認識並實行神的旨意。
參、憑恩典而活並認識身體。恩典乃是基督進
到我們裏面，來作我們完滿的享受。新約信徒在
神經綸中之恩典下的生活，乃是一個經歷經過過
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作恩典之整體的生活。我
們要過為著完成神永遠定旨的生活，就需要認識
身體－神經綸的目標，乃是要為祂的兒子產生一
個身體；這身體實現神的心願，就是彰顯神，以
及毀壞撒但。
肆、過照著神聖啟示之最高峰的生活。神照著
祂喜悅的永遠經綸，乃是要將祂自己在祂的神聖
三一裏，藉著祂經過成肉體、人性生活、釘死、
復活、升天的過程，分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人
裏面，使他們眾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
上，與祂一樣，作祂的複製以彰顯祂。那靈作為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要與新婦，就是
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召會，成為婚配，成為一
個團體的實體—新耶路撒冷，作為神性與人性調
和的集大成，以彰顯三一神，直到永遠。我們要
照著神聖啟示的最高峰來完成神的經綸，就必須
在調和的靈裏並照著調和的靈行事、生活並為
人，藉此在基督身體的實際裏過神人的生活。
伍、為著完成神永遠的定旨，過奉獻、晨興與
牧養的生活。詩篇一百一十篇和二十三篇啟示我
們要完成神永遠的定旨，就必須藉著我們價值觀
的改變，過奉獻的生活。我們要完成神永遠的定
旨，就必須過晨興的生活。我們要完成神永遠的
定旨，就必須過接受牧養，並照著神牧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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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為著完成神永遠的定旨，實行福音的祭司
職任並建立活力排。我們要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就必須實行福音的祭司職任。我們要完成神永遠
的定旨，就必須建立活力排，藉著運用靈並有多
而徹底的禱告。在基督作元素和範圍裏，就著我
們的狀況、屬靈情形、以及目前在主裏面並在主
面前的光景，有親密且徹底的交通。在合乎主渴
望的同心合意裏，以多而徹底的禱告，保守那靈
的一，就是身體的一。為著主有團體拿細耳人的
奉獻，在今世作得勝者。
下午由各專項交通蒙恩見證，首先有蘇弟兄見
證頭屋鄉召會開展的蒙恩，見證身體的行動藉著
三個「去」：禱告去、財務去、人去，及配搭聖
徒們審酌情勢，積極藉著兒童排大量得兒童及新
人，使該召會的見證蒙恩又明亮。接下來有高弟
兄、林弟兄見證竹縣市開展北埔的行動，呼召更
多人擺進餵養照顧的行動中，也歡迎聖徒們移民
北埔。
福音書房朱弟兄、呂弟兄也呼召聖徒加入新的
中文基本訂戶，使竹苗縣市眾召會聖徒們更能全
時間享受主話豐富，會中還特地播放了李弟兄幾
段話語錄影，重溫李弟兄對書報推廣到聖徒們家
中的迫切負擔，這些書報中的話語實在是可以幫
助我們經歷天天被充滿、天天蒙拯救、天天享受
實際、天天大得勝。
林鴻弟兄也傳輸網路福音祭司的服事，呼召全
台 7000 位聖徒，目標是每人每週發送一百份福
音材料給 30 位以上的福音朋友，並且建議盡可
能十人成為活力排，每週選擇一日，一同禱告、
一同上網，一同出外叩門傳福音，建議每週有一
次收網的福音，邀請網上福音對象至福音聚會，
帶人受浸得救，使我們週週有祭物獻給神。
末了在竹北配搭的弟兄們交通到竹北展望及
購置新建地的負擔，盼望在身體扶持中，見證身
體的豐富及主大能的手，使竹北的見證再繼續更
上一層樓。
最後在不捨中，聚會雖然結束，但聖徒們卻繼
續戶外相調，在服事弟兄們精心規劃下，只見各
地聖徒們三三兩兩漫步行走，邊交通邊欣賞受造
之物的美麗及竹北縣治特區漂亮有緻的規劃，或
坐或站唱著詩歌，好不愜意。盼望這樣每半年一
次的竹苗區眾召會集調，讓身體的實際被調出
來，
「身體第一、地方第二」
，叫我們被擴大，成
為蒙福的器皿，在今世作得勝者。(竹北 曹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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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撒、吳川弘、陳品儀、江宜家、譚景云、郭明
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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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完成環境綠化及房門
安裝，本週將繼續樓梯磁磚及扶手安裝、屋凸抿
石子工程並等主管機關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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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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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 、 青 職 聖 徒 外 出 訪 人 ： 出 訪 日 期 ： 7/3( 六 ) 、
7/10(六)15:00。為因應叩門編組，請務必報名。(詳
閱通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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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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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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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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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第八梯次全台初信成全聚會：8/7(六)～8/8(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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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下
週

2010 年 06 月 14 日 至 2010 年 06 月 20 日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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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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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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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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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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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44
93

338
109
262
187

246
63
194
142

1098
343
888
613

107
46
114
69

142
20
61
53

100
42
118
63

96
40
140
60

62
10
62
22

47
15
25
24

21
11
12
11

58
21
70
42

25
9
16
20

11
8
12
9

420
156
455
25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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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6

16
109

7
40

42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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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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幹花蓮相調：8/13(五)～8/16(一)於花蓮
舉辦，費用每人 2,000 元，請各大組於 7/15 前彙
整報名並繳費至執事室。(詳閱通啟)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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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晨興追求材料：7/12 起追求國殤節特會內容「過
為著完成神永遠定旨的生活」。請各區至書房領
取追求材料。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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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劉俊昌弟兄與卓嘉玲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7/10(六)9:30 於永和市召會第一聚會所舉行。地
址：台北縣永和市自強街 32 巷 9 號(福和路 310
巷口)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6/27(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大專期末特會1
美國夏季訓練2
各大組讀經追求
7/04(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美國夏季訓練9
各大組讀經追求

－
會 生

6/29(二)
6/28(一)
大專期末特會2 大專期末特會3
美國夏季訓練3 美國夏季訓練4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7/06(二)
7/05(一)

6/30(三)
美國夏季訓練5
排聚集
7/07(三)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7/01(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美國夏季訓練6
排聚集
7/08(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台北高中特會1
排聚集

7/02(五)
美國夏季訓練7

7/03(六)
大組核心交通
青職外出訪人
美國夏季訓練8

排聚集
7/09(五)
7/10(六)
兒童親子生活園1 大組核心交通
台北高中特會2
兒童親子生活園2
台北高中特會3
排聚集
青職外出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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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牛節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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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節慶。在西班牙，最著

『末』的意思就是盡頭。不論你如何富有，總

名的就是奔牛節。『奔牛節』以鬥牛為主題，從

有盡頭。不論你如何健康，也總有盡頭。你的財

七月六日中午到十四日止，為時八天七夜，享受

富有末日，你的健康有末日，你的家庭有末日，

歡樂和刺激。

你和你親愛的妻子或丈夫間有末日，你和你父母

特別的是，到了七月十四日晚上，原是為了結束

間有末日，你和你兒女間有末日，你的一切遭遇

而有最大的慶典，此時，西班牙人都無心作樂，

都有末日—簡而言之，末日！

個個集中到市政府廣場，並齊唱一首歌作為結

在上十字架以前，主是磐石，但尚未在十字架上

束，"Pobre de m，Pobre de m "，中文的意思就是

被擊打或釘死。當祂被釘死又復活時，活水就從

『可憐的我，可憐的我』，因為節慶結束了，還

祂裏面流出來，進入我們裏面，為要解我們的乾

得回到現實生活的愁煩和苦惱。

渴。在你節期的末日－在你歡樂並享受後，仍覺

這樣窘迫的情境，早在二千年前已經發生…
聖經有一段說到：『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乾渴時－你必須來到一這位耶穌這裏，接受活水
解你乾渴。

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

也許你正過著舒適的日子，也許你正在節期的

喝。』節期象徵人生快樂的時光，人生的快樂是

第三、四天，然而末日必然來到，所有享樂都殆

有終結的，小至你所愛的衣服，大至你的婚姻生

盡，你要覺得乾渴。記住，能給你活水，解你乾

活，每樣東西都有末日。

渴的，只有主耶穌自己！( 摘自水深之處網站)

舊約讀經心得

耶和華的日子

舊約聖經中十二次提到「耶和華的日子」（賽

大。摘要地說，以賽亞所得關於巴比倫的默示：

十三 6，9，結十三 5，三十 3，珥一 15，二 1，

列國（主要指亞述、巴比倫）被神的仇敵利用，

11，三 14，摩五 18，20，番一 7，亞十四 1）
，其

攪擾神的選民，並攔阻神完成祂的經綸。因此，

中日子一字原文指（某個特定的）時候，或指（持

神被迫進來審判列國。而這審判，是藉著瑪代軍

續一段時間）年代。其第一次出現，就在以賽亞

隊將巴比倫毀滅（3～4，17～19，十四 22～23，

書第十三章六節、九節。由上下文看，「耶和華

二一 2，9 上，但五 30～31）
；這是因為巴比倫殘

的日子」是指神興起巴比倫軍隊作祂惱恨的工

暴的毀滅多國（十四 5～6，16～17），也是因巴

具，要毀滅全地。
（賽十三 5）這日會使（以色列）

比倫的偶像（二一 9）
。雖然第一個攪擾神經綸的

人手都必發軟，人心都必融化。他們必驚惶失

國不是巴比倫，乃是亞述（耶五十 17），但在神

措，疼痛與痛苦必將他們抓住；他們必絞痛，好

眼中，列國，包括亞述，都是巴比倫的一部分；

像生產的婦人一樣；各人與鄰舍驚愕對望，臉如

神看巴比倫為但二 32，37～38 大人像的頭。這一

火焰。（7，8）這樣的日子對人是殘忍的；對神

切審判帶來一件事，就是引進基督。更全面或靈

是盛怒和烈怒，目的是神要使這地（主要指以色

意地說，耶和華的日子不只是舊約的歷史，也不

列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
（9）然而若繼續

僅對神的選民以色列人有意義，對新約而言，對

讀下去，耶和華的日子所指的顯然還有後續並擴

所有新約信徒也是一個極重要，並關乎主再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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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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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結束的豫表。我們不應輕忽，下面僅作簡要

使新天新地得以來到，
（啟二一 1，）為著祂永遠

地補充和說明。（錄自珥一 15 註 1）

的國。從第六印到千年國開始的時間，約略多於

照整本新約的啟示看，耶和華的日子就是新約

三年半。這期間的主要部分將是大災難（太二四

中主的日子（徒二 20，林前五 5，帖前五 2，帖

21）。白色大寶座的審判要在千年國之後執行。

後二 2，彼後三 10）
，也是神的日子（彼後三 12）
。

因此，主的日子約持續一千零三年半。（見彼後

耶和華最終的日子要開始於第六印（啟六 12～

三 12 註 2）所以，「耶和華的日子」是一個很好

17），結束於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啟二十 11～

的範例，提醒我們讀經人，讀舊約聖經要有新約

15）
。這要包括各種災難、災害和災禍，對諸天、

的領會，將舊、新約前後連貫，一氣呵成，對我

日頭、月亮、星辰、地、人、撒但、鬼施行主懲

們明白神的心意、聖經的啟示和神聖的經綸必定

罰的審判和行政的對付，以清理地和整個宇宙，

大有俾益。

（董傳義）

全台手語事奉交通
二Ｏ一Ｏ年六月十二日週六，雖不是什麼特別

三、手語聖徒交通決定的事情，要先和負責弟兄

的日子，但對於手語的聖徒而言卻是可記念並受
鼓舞的一天。在無聲（除了翻譯）且每一個人都
張大眼睛的禱告中，幾乎所有手語聖徒，第一句
話就是感謝主開始有聽障及聽人一起的交通。與
會的有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和

有交通。
四、對於手語翻譯弟兄姊妹不足，各地考慮如何
培養人。
五、加強培養手語聖徒的下一代，除了成全他們
能翻譯外，也能在各面成全之。

屏東等地的負責弟兄、手語服事者及手語聖徒代
表。陳洵弟兄提到：實在虧欠手語弟兄姊妹，一
直沒能和大家有交通，雖然手語聖徒人數並不是
很多，但全台加起來也有二、三百位，他們是最
無聲的一群，今後請手語聖徒有任何需要能和負
責弟兄有交通，要學會交通！
以下是各地三班與會弟兄姊妹的交通，大略如
下：
一、關於交通管道：手語負責弟兄能參加負責弟

六、關於真理的解開，能有弟兄們陪同解開真
理。
（大部份手語聖徒晨興聖言讀不太明白）
七、由於大多數手語聖徒經濟狀況不甚理想，召
會在這一面能顧到他們的需要。（桃園召會
每次會補助參加特會的手語聖徒一半費
用）。
八、能和手語區多有相調，台南市召會每月由聽
人弟兄姊妹愛筵聽障聖徒，讓他們可以邀請
福音朋友來。（目前台南地區有四十多位手

兄的聚集及交通，有任何需要可交通出來。
二、聽障一年兩次的特會，請各召會的負責弟兄
都能在。

語弟兄姊妹，負責弟兄每月陪之，陳洵弟兄
只要在，就會在散會前一些時間與手語弟兄
姊妹交通解開真理。）
（手語翻譯姊妹）

新竹市召會手語區交通
二十多年前，在台北三會所看到一批手語聖徒

業傳福音，拿但業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

比手劃腳，臉部的表情極為豐富，滿了喜樂；幾

麼？腓力說：你來看。拿但業一來看，就認識了

十位聖徒一同聚會，身體動個不停，卻一點聲音

主是神的兒子。他們在廚房服事飯食，也是充滿

也沒有，猶如所羅門為神建造聖殿時一點聲音也

喜樂，如司提反一樣。有一次特會，有各國的聖

沒有一樣。他們經常帶人來受浸，像腓力向拿但

徒來，我看到一班人，用手語唱詩歌；台上弟兄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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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信息，台下有人翻成手語，再有一個人翻成

節:”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

日本手語。看到這景象，淚水不禁流下，好美的

在身體上了。…身上肢體我們以為比較不體面

一幅景象，過於一般聚會的情景。那時我有了一

的，就給牠們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

個不太明顯的羨慕與心願。

肢體，就得著更豐盈的俊美，…但神將這身體調

十年後，意外得知新竹市政府有手語課程，也
有機會在聾啞協會工作，於是開始和手語區聖徒

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那有缺久的肢
體。＂

聚會。剛開始用一點手語為其翻譯，大部分用筆

全台手語事奉交通，各地手語聖徒交通區裏的

譯，慢慢地可以減少筆譯，最後能用手語翻譯，

情形大致相同。就新竹召會手語區而言，比較需

也漸漸能服事他們其他的需要。有一次聚會，唱

要做的，除了能有多一點的聖徒關心他們，配搭

＂聽我唱奇妙愛＂，會後吳復華弟兄的姊妹來告

服事，如看望他們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聽人），

訴我：＂你的手語有靈。＂我想手語也可以有靈

為他們解開真理外，就是增加手語翻譯人員。目

嗎？頓時發覺手語弟兄姊妹也是可以不用口而

前我們預訂九月份（大專開學以後）於主日會

操練靈的。

後，十二點半或十三點，一小時的時間學習手

前後和他們一同聚了四、五年，慢慢和他們熟

語，學習內容：日常手語單字、會話、手語詩歌、

識，有許多情形會和我交通，而我也習慣能服事

屬靈手語及如何翻譯等（若學得不錯還可以考丙

的就服事，包括陪他們應徵工作、看診、家人之

級證照）。手語弟兄姊妹會後可留下來與大家一

間的協調、顧他們的孩子、解釋真理、屬靈問題…

同學習並對談，馬上能學以致用。平日需要手語

等等。久而久之我似乎也和他們一樣無聲，許多

翻譯，除了主日外（目前有人服事）
，集中聚會、

的問題只到我身上就可以了，也自然不會有什麼

特會、讀經聚會、主日早上全召會集中晨興，都

交通。直到這幾個月，才驚覺自己不能完全服事

需要有二位以上的手譯員配搭（需要輪流）。

他們，有許多的需要是我一個人無法顧得完全

神把我們安置在一起，盼望藉著我們的服事能

的。在幾次的危難中，在他們最需要扶持時，卻

叫不俊美的得著豐盈。確定時間，於近日再行通

因著我沒有交通而叫他受虧損。因著六月十二日

知，願神照著祂所給我們的負擔祝福並加力我們

全台手語事奉交通，我想我得突破自己，用不是

的服事！

（手語翻譯姊妹）

太通順的話和聖徒有交通。林前十二章 18，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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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夫妻

二十五歲那年，我跟著一群朋友出外旅遊，
同行中有一位女子令我非常動心，交往一年
多，我們便攜手步入禮堂，心想從此以後可以
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沒有想到婚後纔第二天，我就莫名其妙的對
新婚妻子發怒，她一氣之下，把結婚證書撕破，
半夜身無分文的走回娘家。從此，我們的婚姻
生活就在打打鬧鬧中，苟延殘喘；三天一小吵、

口，從巷口吵到大馬路上，這樣的戲碼一直循
環上演…。
因著交際應酬，抽煙、喝酒、吃檳榔、打麻
將，
成了我脫不開的嗜好。由於工作的需要，我的
生活日夜顛倒，作息與一般人完全相反，這形
成了我們夫妻之間爭吵的導火線。
除此以外，我們在個性，以及教育孩子的觀

五天一大吵，從臥室吵到客廳，從客廳吵到巷

念與作法上，也完全不同；夫妻的關係早已到

了瀕臨破裂的邊緣，實在非常痛苦。那時我曾

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有一個念頭，等孩子長大後，我一定要脫離婚
姻的枷鎖，重過自由快活的日子。
有一個晚上，內弟來我家，邀請我去聽福音，
我以工作忙碌為由，拒絕他的邀請。可是他仍
一直勸說，就是不肯走，我非常不耐煩的說，
『你請罷！我們道不同！』
不一會兒，太太好聲好氣的跟我說，『弟弟
邀請你去聽福音，你不想去就算了！也不要對
他這麼兇嘛！想想你外面的朋友，只要一打電

我非常喜愛這段經節，就一面讀，一面禱告。
十幾天後，突然我裏面有很深的光照，大得開
啟，我看見了神是如此的愛了我們；然而，我
是照著肉體，還是照著靈呢？我是這樣一個每
天抽煙、打麻將的人，神都能愛了我！祂豈不
正是天天的吸引我，讓我照著靈而行！吸引我
的是祂，我倚靠的是祂，不是那些抽煙、喝酒、
打牌的嗜好！所以，是祂用靈的力量，用祂的
愛，拯救了我，叫我再也不受這些習慣的轄制，

話找你去喝酒、打麻將，不管何時你都馬上跑
去，如今我弟弟請你去聽福音，也是誠心誠意
的，為甚麼不給他一點面子呢？』
我聽她講完之後，覺得很奇怪，因為依照往
例，此時應是又開始了一場激烈的打鬧，但為
甚麼今天太太從房間出來，態度如此溫柔？於
是我決定去參加聚會，好給內弟和太太一個交
代；我就帶著女兒，一同去聽福音。
進入會場之後，我坐在最後一排，為的是準

得著了真正的自由！
其實，在這段過程中，召會裏弟兄姊妹對於
我的不良習慣，從來沒有定罪與指責，因為他
們知道主耶穌會改變我。果然，藉著每天讀主
的話，並用聖經的話來禱告，我的生命就得著
洗滌，整個人像被更新了一般，並且天天在這
被更新的過程中。因著活在主的面光中，讓我
的生命從裏到外，有了徹底而奇妙的變化，我
不再是原來的我， 而是一個有基督活在我裏

備隨時開溜。但是，一坐下去真不得了，聽到
大家唱詩歌，我大受感動，也就跟著唱。後來
聽到一對夫妻見證，說到主耶穌如何挽回他們
破碎的婚姻，我深被吸引。
到了聚會的後段，有一位弟兄說，願意信耶
穌的請站起來。我毅然決然，願意接受主耶穌，
和女兒在那個晚上一同受浸，歸入主的名下。
受浸後的第二天，我十七年來第一次體驗到
晨光的美好。

面，與基督同活的人了！
想想我們的婚姻生活，過去那無盡的爭吵，
就是由於我無法擺脫自己的習慣，妻子也不願
放下個人的看法，於是彼此不斷的折磨與消
耗，無論用爭的、用吼的、用打的，總是希望
對方讓自己滿意，但結果呢？對方永遠達不到
自己的要求！自己又不斷的往痛苦的深淵墜
落！但是，主的愛拯救了我們！當我們回到主
面前，我們纔明白甚麼是愛，甚麼是婚姻！

一位弟兄打電話來，陪我呼求主名、禱告與
讀聖經。然而，雖然在每早晨，藉著呼求主名
與禱讀主話，我的靈裏大得復興，但是我仍然
難以擺脫那些壞習慣；我覺得我享受主的愛就
好了，何必要苦待自己呢？於是我一手拿著
煙，一手捧著聖經，一邊抽煙，一邊讀聖經，
對我而言，真是人生一大享受，作基督徒太自
由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是主耶穌親自帶領我一步

在婚姻這條路上，不論是達官顯貴或是販夫
走卒都一樣，在最親近的人面前，是最愛惟我
獨尊的了，於是婚姻成了戰場、甚至墳場！但
是，主耶穌救我們脫離黑暗與死亡，祂復活生
命的大能在我們裏面，勝過了我們的老舊，以
及在天然人裏的脾氣、軟弱和情緒。如今，我
得救已快十年了。感謝主，祂在最關鍵的時刻，
拯救了我們全家，回到喜樂的景況中，過著甜
美的召會生活，得到完全的滿足與安息。

步的往前。就在四個月後的一天早上，我讀到
聖經的一段話：『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

(摘自水深之處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