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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與加強相調生活期
相調是動力的根源

相調的生活。在這生活中，我們憑藉的生命不同

“相調是動力的根源”。召會生活過久了，生

了，生活的方式、重心、目標與享受也改變了。

活的忙碌，工作的壓力，召會生活漸漸形式化，

其中特別是我們生活中日常相處的對象有了極

雖然仍有晨興與聚會，但是缺少動力，更沒衝擊

大的改變，我們來往的對象漸漸的從親戚、朋

力。追究原因，就是少了相調。撒但在今日最大

友、同事轉成了弟兄姊妹。

的詭計是藉著生活工作忙碌，使我們少了相調，

相調的真實意義

使我們失去動力，過一個宗教的基督徒生活，結

相調不僅僅是一起出外郊遊或彼此社交聯絡

果就是召會失去開展力。在召會生活的經驗中我

感情。李弟兄說在聖經中對於相調有一個很強的

們都知道，凡是召會生活過得喜樂的排都是常有

豫表:「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

相調的排，有開展力的區也是有相調生活的區。

體，因我們都分受一個餅。」(林前十:17) 這餅從

在召會歷史中，凡是召會的復興必是聖徒們天天

利未記的素祭中可知是由細麵調油作成的(利

在一起過一種喜樂、有動力、有爆發力的生活。

二:4)。細麵來自麥粒，而麥粒來自那一粒麥子，

身體生活就是相調的生活

就是基督。所以我們召會相調的生活就是大家來

我們得救後，就不再是單個的人，乃是在基督

在一起，被碾磨相調成為基督滿被聖靈充滿成為

這身體中各個為肢體(羅十二:5)。照著身體的

一個餅的生活。李弟兄又說: 「基督身體的實際

律，肢體無法離開身體單獨存在;身體若沒有肢體

是一種生活，就是所有這些神人藉著人性調神

也不得成為身體。所以肢體一定要彼此相依相顧

性，神性調人性，而與神聯結、聯合、並構成在

共同生活。新生聖徒得救後不與肢體聯結，過不

一起的生活。」所以相調就是調到你裏面有我、

久就夭折，基督徒長久不與聖徒交通，一定軟弱

我裏面有你，而這你我與聖靈調在一起都是基

生命漸漸枯乾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羅馬書在將信

督。這個擴大的基督能完成神的心意，執行神的

徒屬靈生命進程中法理的救贖與生機的拯救講

計畫，彰顯神的榮耀。

完了，就來到十二章，要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身體的實際由相調調出來

祭來過召會生活。在行傳中，我們也看到當門徒

由實行上來說，身體的實際是由相調調出來

們一得救後就來在一起過召會生活的實例。「都

的。宗教生活就是把我們的召會生活中抽掉了相

在一處，凡物公用，…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

調: 我們只是到了聚會時間就聚會，聚會時見面

持續的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擘餅，存著歡躍單

打聲招呼，聚會完各自回家做自己的事，追求自

純的心用飯」
（徒二：44－46）
。所以我們必需要

己的生活; 好一點的甚至在宗教情操裏能奉獻或

有這樣的觀念，我們蒙召是來過召會生活，即是

事奉，但是沒有聯結，沒有建造。我們要能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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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2010.08.15

建造到成你裏面有我、我裏面有你，是由相調達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必需竭盡所能的來過相

到的。真實的配搭是同心合意、甜美合契、同一

調的生活。我們必需 (一)付代價、否認己、花時

目標、彰顯神榮耀的服事，這個不僅要我們有對

間來相調；(二)恢復、建立、加強排生活，使之

配搭的認識，還需藉著相調達到彼此的默契感覺

佔我們召會生活的百分之八十；(三) 認真實行

來達成。可以說沒有相調就沒有基督身體的實

“八人申言小組”的訓練與操練。因這個訓練就

際，就沒有新耶路撒冷。

是幫助我們建立一個相調的生活。

(李崇仁)

竭盡所能的來過相調生活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神救恩的終結」一、二篇

按照以弗所書，神揀
選、救贖我們的目的，是

以弗所二章裏有兩個靈，十八節說，『我們兩
下在一位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這個靈是指

要我們在一個靈裏，成為
一個身體，這身體乃是那
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
滿。(一 23)基督是在萬有中
充滿萬有的一位，祂是這
一位偉大者，需要召會作
祂的豐滿，就是祂的彰
顯。我們這些蒙神揀選救贖的人，乃是要團體的
成為基督的豐滿。
以弗所書開頭是神的救恩，終結乃是基督的身

聖靈。二十二節說，我們同被建造，『成為神在
靈裏的居所，』這個靈是指我們有聖靈內住之人
的靈。今天，我們不在意宗教、道理、教訓、規
條、作法、儀文，只在意這兩個靈。因為基督死
而復活，已經成為那靈，住在我們的靈裏，叫我
們在這靈裏，成為一個身體。所以我們要回到靈
裏，活在靈中，與祂同行、同活，結果就會長大，
並且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這就是一
個活出基督的新人。
在服事中，當有一些情形發生時，我的心情就

體，就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在實行
上就是今天我們所注重的召會生活。召會生活乃
是基督的豐滿，這是今天神所要的恢復。
在召會這新人裏，沒有規條，只有靈。召會是
基督的身體，基督的彰顯，基督的擴大。今天基
督乃是那靈，住在我們靈裏，並且要從我們靈裏
自由的釋放出來，這就是召會。召會在宇宙中的
出現，乃是仇敵所恨惡，卻也為牠所懼怕。

會跟著七上八下，十分受攪擾，但在這過程中，
我呼求主，否認己而轉向祂，我就在靈中被主充
滿，繼續和弟兄姊妹配搭往前。當讀到這本書
時，很蒙主光照。這很提醒我，不要去注意其他
枝枝節節的事情而模糊了焦點，而要更多操練我
的靈，與弟兄姊妹們建造在一起，團體的彰顯基
督的身體。
(賴林芳祺)

每月一書

「神救恩的終結」追求進度

日期

8/09~8/15

8/16~8/22

8/23~8/29

8/30~9/05

進度

一、二篇

三、四篇

五、六篇

七、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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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明弟兄見證遺信

一個馨香的見證

我們親愛的朱正明弟兄，已於主後二○一○年八月九日二十一時五分病逝於竹東榮民醫院，安息
主懷。朱弟兄一生愛主，早年服事召會書報，忠心盡責，平日晨興、禱告、追求，盡力參加聚會，
順從召會帶領，傳福音看望聖徒，多人受其幫助，是主耶穌忠心見證人。本信是一九九三年年，其
自覺來日無多，親筆寫與兩位弟兄交代後事。今且刊出，為聖徒同閱，一為主作馨香見證，二為我
們這些仍在世之人同得激勵共奔屬天道路。

余生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一生的年日多災多難，身

有增加我的負擔，使我良心不
安。說實話我不缺乏錢財用，

體多受折磨。尤其在一九四五年
時，一病不起，在人看來只有等
死。這使我領會生命氣息實在不

再說住醫院也不用花什麼錢，
因為一切都是免費，吃的方面
也用不了多少錢。

在人的手裏，我們或生或死都在
乎神。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台
北市仁愛路第一會所受浸，從那
時就開始我屬靈的生活，也是我
人生新的開始。每會必到，風雨
無阻，週二禱告，週四造就，週
六交通或傳福音，主日下午有時

每次弟兄交給我奉獻包，內
心就說這是主的恩典和憐憫，
也是一種負擔。每次接受一次
奉獻包就多增加負擔，內心更
不安。正不知如何處理的時
候，當時蘇聯國協福音工作的
開展正有需用，主在我裏面啟
示，要我把二十多位弟兄姊妹

也傳，在台北大街小巷尤其在台北市新公園，總
統府對面三軍球場，李常受弟兄親自站講台，每
次都有許多人受浸，滿了主的祝福和同在。祂把
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祂的教會，感謝主、讚美主。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搬到新竹，同弟兄們一
同配搭服事主，因着身體的軟弱，心情難免受影
響，所以成了一個又懶又虧欠的人。心有餘而力
不足，平日聚會時或看望都是勉強自己，不然，
聚會也不能去。因着主的憐憫，使我還有一點點
愛主的心願，看見聚會人是那麼少，我若不去，

們的奉獻代他們為着國協福音工作開展獻上。主
的恩典彀我用的，弟兄姊妹們的愛心和勞苦或奉
獻在主的面前都會蒙記念和祝福。願主賜恩給弟
兄姊妹們，感謝主，也感謝弟兄姊妹們。
我在台是一個舉目無親的人，弟兄姊妹們就是
我的親人。被主接去之後，請弟兄姊妹們在主的
愛裏恩待你們從前愛過的人，把他安葬在毗斯迦
墓園。家裏的東西請孫爾昌弟兄(註：已經過世)
處理，財物請召會負責弟兄處理，因為將來大陸
福音的開展需用錢，請將剩餘的錢為大陸福音開

那麼人更少了，往往因着這句話推動著我走到聚
會的地方去。沒有去聚會之前，在家裏身體實在
不行，有時動也不想動，慢慢地走去，聚會完，
又使我這個人重新得力。感謝主，祂是我加力者。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因直腸癌開刀，弟兄姊妹
們在主的愛裏為我奉獻財物，我實在感謝弟兄姊
妹們的愛心和關懷及禱告，弟兄姊妹們這樣作只

展之用。
並頌
主恩同在
主內弟兄
朱正明 留
主後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
(為忠於原函，未勘正潤飾其文字)

禱告事項
一、二○一○年上半年各大組召會生活人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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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園行動：請為暑假期間大專、青少年、兒
童等各項行動禱告。
四、學生中心改建工程：請為申請竣工順利供水電、
瓦斯代禱。
五、學生中心及弟兄、姊妹之家入住：請為各校新學
期能有更多有心願入住弟兄及姊妹之家學生代
禱。
六、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4 區周欽錫(肺癌轉移受控
制代禱)、107 區莊續曾(已出院惟仍以鼻胃管餵
食，須抽痰)、403 區胡家瑞(為肝臟移植術後恢
復代禱)、106 區邱德雄(為鼻咽癌不繼續擴散代
禱)、305 區馬呂月妹(乳癌轉移受控制代禱)。

二、八人申言小組：請為全召會實行八人申言小組禱
告，盼望各區皆有八人申言小組建立，以加強主
日供應的豐富度。

報告事項
一、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暨八人申言小組訓練：
8/17(二)、8/31(二)19:30～21:30 於仁愛會所舉辦，
請聖徒準時與會。(請佩戴名牌並攜帶晨興聖言)
二、韓國首爾聖徒來訪：8/18(三)～8/19(四)十六位韓
國首爾召會聖徒來訪。
三、竹苗區姊妹聚會：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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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攜帶新舊約恢復本聖經)
四、全台青職特會(竹苗中彰投雲嘉)：9/4(六)9:00～
15:00 於台中市召會復興大樓舉行，每人費用 100
元，請於 8/22 前向執事室報名。(詳閱通啟)
五、竹苗區聖徒追求秋季班：9/9(四)～12/16(四)每週
四上午 9:00～11:30 於仁愛會所三樓舉辦。內容
分兩線追求，一為讀經追求（預定追求歷代志
上、下）；一為書報追求（為著實際真實召會生
活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神救恩的終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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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者的資格追求與學習三本書報）
，費用:全程免
費。歡迎聖徒踴躍報名參加。 (詳閱通啟)
六、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第一梯次 10/18(一)～
10/20(三)、第二梯次 10/21(四)～10/23(六)、第三
梯次 10/25～10/27、第四梯次 10/28～10/30 於中
部相調中心舉辦(竹苗區姊妹參加第一及第二梯
次)。費用：第一梯每人 1,000 元，第二梯每人 1,200
元，請於 9/6 前報名並繳費。(詳閱通啟)
七、書房報告：1、晨興聖言發書：以賽亞書結晶讀
經於 8/23 開始追求，請各區派人至書房領書。
2、聖經電子研讀版豫約：定價 2,000 元，豫約價
1,200 元；MP3/CD+手提音響豫約，定價 4,215 元，
豫約價 3,000 元，截止日期：9/10。
八、朱正明弟兄安息聚會：謹訂 8/22(主日)13:30 於仁
愛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8 月 02 日 至 2010 年 08 月 08 日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學

青
少
年

竹
東

竹
北

湖
口

寶
山

關
西

芎
林

新
豐

新
埔

總
計

269
93
171
184
12
31

226
50
138
113
7
17

276
81
158
141
16
62

220
66
153
135
7
50

991
290
630
573
42
160

56
27
36
53
－
－

160
28
23
31
－
－

104
32
138
61
－
－

74
23
111
55
－
－

46
9
59
22
－
－

49
20
27
30
－
－

17
6
20
11
－
－

49
10
60
42
－
－

20
14
23
23
－
－

11
9
11
13
－
－

370
123
449
257
－
－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本
週

下
週

8/16(一)
8/15(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青少年中幹花蓮
青少年中幹花蓮 相調4
相調3
全台路加集調2
19:30少數負責弟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8/23(一)
8/22(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9:30竹苗區同工
全時間交通於北
埔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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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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可能是人的靈三種功能中，就屬靈說，或
就神的經綸說，最重要且最關鍵的，因為缺了這
項功用，神在人身上的旨意便無法成就；衪神聖
的經綸也無從達成。
「交通」這辭只用在新約中，
全本新約聖經僅用在十九處經文，其意義頗廣
泛，不一定與人的靈有直接關聯，不過只要和神
的經綸或建造有關的，必然與人的靈，特別是聖

九期
也有把個人的利益，為著某一共同的目的，放在
一邊，並聯於別人的含意。因此，與使徒有交通，
在使徒的交通裏，並在使徒的交通裏與三一神有
交通，乃是放下我們個人的利益，聯於使徒和三
一神，為著完成神的定旨。按照約翰之後所寫的
經文看，這定旨是雙重的：(一)信徒因著住在三
一神裏面，得以在神聖的生命裏長大（約壹二 12

徒重生的靈密切相關。交通原文字義為相交、團
契、參與、分享、共享、慷慨和餽贈。最末了兩

～27）；並基於神聖的出生，過神聖之義與神聖
之愛的生活（二 28～五 3），以勝過世界、死、

個字義最簡單、單純，至少有四處聖經明顯是指
這一面物質或財物的交通。
（羅十二 13，十五 26，
林後九 13，腓四 15）而屬靈交通第一次出現是
在使徒行傳二章四十二節，「他們都堅定持續在
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裏，持續擘餅和禱告。」下面
我們將專注於屬靈一面的交通，並如何有合適的
操練。
要瞭解屬靈交通的豐富內在意義，必須先看另

罪、魔鬼和偶像（五 4～21）；(二)眾地方召會為
著耶穌的見證，得以建造起來成為燈臺（啟一～
三），並終結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完滿的彰
顯，直到永遠（啟二一～二二）。我們有分於使
徒對三一神的享受，就是聯於使徒和三一神，以
完成神、使徒和所有信徒所共有三一神的神聖定
旨。（錄自恢復本，約壹一 3 註 3）
照林前一章九節，我們信徒都為衪（主）所召，

一節聖經，「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
們，使你們也可以與我們有交通；而且我們的交
通，又是與父並與祂兒子耶穌基督所有的。」
（約
壹一 3）這裏交通的意思為一同參與，共同分享，
是指永遠生命的流出，並且實際上，就是所有已
經接受並得著神聖生命之信徒裏面永遠生命的
流。這是新耶路撒冷裏生命水的流所描繪的（啟
二二 1）
。因此，所有的真信徒都在這交通裏（徒
二 42）。這交通是憑我們重生之靈裏的那靈而得
繼續的，因此稱為聖靈的交通（林後十三 14）和
（我們）靈的交通（腓二 1）
。我們信徒乃是在這

進入了衪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意思是我
們藉此交通一同分受基督，有分並享受衪作神所
賜給我們的分。因此基督自己實際上就是我們蒙
召進入的交通（林前一 30）
，衪是神經綸的中心，
也是信徒的一切，並由聖靈（即那靈）來實施（林
後十三 14）。所以操練在我們重生的靈裏、運用
那靈交通是極有必要的。交通分兩面：縱的一
面，是與父並與衪兒子耶穌基督所有的；這交通
將神自己和衪一切的豐富，流通到我們裏面，給
我們享受、有分。為加強縱的交通，我們不僅要
操練用靈呼求主名、禱讀主話、禱告祈求，更要

永遠生命的交通裏，有分於父與子所是、並為我
們所作的一切；這乃是我們藉著那靈的交通，享
受父的愛和子的恩（林後十三 14）。這樣的交通
首先是使徒在藉著那靈享受父與子所得的分，因
此行傳二章四十二節稱為「使徒的交通」，以及
本節我們（使徒）的交通，就是與父並與祂兒子
耶穌基督的交通。這是個神聖的奧祕。交通在此

學習在實行以上操練時，摸深處的感覺，聽靈裏
微弱的聲音，尋求裏面的平安與喜樂，甚至追求
靈裏清楚主的心意與道路。如此在靈裏並用靈摸
索、尋求、操練，久而久之，我們就能與主成一
靈（林前六 17）；橫的一面，是與使徒和他們所
代表的召會（聖徒）有交通；這就是與一切有神
生命的人有交通。為加強橫的交通，我們一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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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積極進入、跟隨職事（以使徒為代表）的教
訓和負擔，更要學習隨時（無論在聚會、小排乃

身體的行動；另一是血液系統，傳送養分、氧氣，
供應全身的營養並帶走、清除所有的廢物。而這

至生活中）敞開自己，與身邊聖徒分享、見證基
督和衪的所有豐富供應，並儘力與更多聖徒建立
晨興、禱告小組、守望禱告、陪讀經、活力排和
事奉小組等。如此積極操練，實際在靈裏也在基
督裏與聖徒交通而配搭、建造並事奉，久而久
之，必定使我們調成一個身體（林前十 17，十二
12，13）。這一縱一橫的交通如同「十」字架，
暗示我們要維持交通的暢順、加深交通的實際，
就必須學習凡事釘死我們這個人（魂）、我們的
己。十字架的經歷加深垂直和平面的交通，更使

兩個系統正 巧表徵屬 靈身體縱和 橫的兩面 交
通，前者也是以主的旨意、喜悅，藉祂人位來調
和身體，執行頭的命令；後者是藉肢體間敞開交
通，彼此供應、分享基督，使身體在生命裏長大，
配搭建造彰顯神。由身體的異象，我們很容易領
會兩個簡單卻重要的結論，一是交通的目的是為
正確生機地建造基督的身體（林前十四 26，林後
十二 19），完成神新約的經綸。其次是交通既是
生命的，在身體裏的，它必然是愈廣泛、愈多面
愈好；愈頻繁、愈實際、愈健康。因此每位聖徒

我們認識並深入身體的生命，且活在身體的交通
裏。
（羅六 6，加二 20，太十六 24，林前十二 27）
。
神造萬物皆有隱徵，特別是人的身體，表徵基
督奧秘的身體。基督是頭（元首）
，召會是身體，
構成這奧秘的身體。人的身體裏有兩個重要的系
統：一是神經系統，傳導頭的指令，控制、協調

都有責任、有義務、更有必要（為維持健康正常
的屬靈生命）
，積極主動地參與、加強並推動「交
通」，彼此供應基督、分享基督，並配搭事奉活
出基督，使基督身體快快建造、長大，達到基督
豐滿之身材的度量（弗四 13）
。
（董傳義）

舊約讀經心得

神的牧人古列

波斯王古列是神特為遺民安排的拯救者，曾於

激動他的靈（代下三六 22，拉一 1）並重用、大

他就位當年（即元年）就下詔書說，「波斯王古

用他，甚至在一些地方，他還豫表基督，這在以

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地上萬國賜給

賽亞書四十三到四十五章最明顯。因為在這三章

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祂建造殿宇。

中，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是由波斯王古列所豫

你們中間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去，願耶和華他

表，他是耶和華的牧人，成就耶和華的願望：一、

的神與他同在！」（代下三六 23）不過，早在此

古列事奉神，乃是藉著打敗神的仇敵巴比倫（四

事件發生前一百多年，申言者以賽亞已豫言他的

八 14），巴比倫曾擄掠神的百姓並毀壞聖殿（王

事，並兩度（賽四四 28，四五 1）提及他的名字

下二四～二五）；二、藉著宣告讓以色列從被擄

（註；四五 13 中譯作「古列」字，原文作「他」，

中得釋放；三、藉著下詔允許猶太人在耶路撒冷

故不計入）。這麼不可思議、精準無比的豫言實

重建聖殿。（四五 13，拉一 2～3。）這三件事乃

令許多學者和不信者懷疑以賽亞書或許不是以

是豫表，表徵基督擊敗撒但（來二 14），釋放祂

賽亞本人所寫，而是有人在歸回後冒以賽亞之名

的信徒脫離撒但的擄掠（路四 18 下，弗四 8），

寫的。這當然是無稽之談，聖經是神的呼出、是

並建造召會作神的殿（太十六 18，弗二 21）。外

神所默示的（提後三 16），神是無所不知的，更

邦君王古列豫表基督拯救、幫助以色列的遺民，

何況，古列是祂特意為以色列人安排的，豈有不

達成神的願望，似乎也正豫表，新約的召會在外

知、不默示之理。以上辯論，不過使我們今世信

邦地用神賜的權柄（太十八 17，18，二八 18，19）

徒更信聖經，也更寶愛聖經。

與祂選民，在基督裏，也在祂身體裏，兩下成為

古列來自波斯語，雖為外邦波斯國君王，神卻

一（弗二 13～22），完成神新約的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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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因此，以賽亞書特別強調古列，說他是「神的

4）
。綜上所述，一位外邦國王在神手中大大幫助

牧人」
（賽四四 28）
，這裏「牧人」這字，與著名

了祂的選民，完成了神的經綸，達成了神的心

大衛詩篇二十三篇中，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的「牧

願。在以色列人被擄的歷史中，古列與以斯帖，

者」原文同字，意照管羊群，放牧、管理、與之

一外邦一猶太；一男性一女性；一國王一王后，

聯合。牧人和羊群有非常密切、親密的關係，甚

差異極大，然而在神手中的功用，卻收異曲同工

至彼此聯合，正如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章中說

之效。同樣，我們今日在外邦世界中就業，擁有

的。所以，以賽亞說古列是神的牧人，是很富深

地位、職務、財富等均可能為主所大用，對主開

意的。另外，以賽亞還提到他是「神所膏的」
（四

展的工作，或召會的建造大有助益。我們願否甘

五 1）
，表示古列是神所任命、差派的，猶如猶大

心擺上，順服主帶領，照神心意而行，像古列一

國的君王或申言者，恐怕猶有過之。末了，聖經

樣？盼望你我不錯失機會才好。阿們！

還記下古列見證、榮耀神的名（5～7，拉一 2～

得勝生活訓練蒙恩見證

（董傳義弟兄）

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這次在新竹得勝生活訓練的兩週我都十分進
入。第一週，是我第一次參加福音遊行，也是
我第一次深刻的體認到什麼叫不以主的福音為
恥，就像弟兄說的，在外邦人的眼中我們就像
瘋子一樣。一開始我也覺得如此，我們這樣出
去會有多大的功效？和我同行的弟兄似乎也有
同樣的疑問，於是就帶著這樣的心情開始福音
遊行。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內向，並且對這次的
福音遊行沒有什麼信心，過了 10 幾分鐘連 1 張
福音單張都沒發出去，眼看其他人手中的福音
單張一張張的減少，而我的卻依然還是一開始
的五張，此時心情盪到谷底，想起之前在補習
班打工時一天可以發 30 幾張都不成問題，現在
連一張都發不出去。在一旁的服事者羅晟弟兄
注意到我低落的情緒，就在旁邊鼓勵我說：弟
兄，不要灰心，沒有人第一次就做得好，我和
他便一起向主禱告。非常奇妙的，我鬱悶的心
情突然間全消失了，並且在後來發單張的過程
中，就變得十分迅速甚至有人主動來要，讚美
主！當天晚上，我也為著之前認為福音遊行沒
用的想法誠心的向主悔改，求主剛強我的靈，
讓我不再軟弱下去，能為主剛強站住。
(苗栗 廖牧寰)
我很摸著青少年得勝生活第二週觀看全時間
訓練介紹的影片，雖然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我

很受感動。看到影片中的弟兄姊妹，參加全時
間訓練，並且到世界各地傳揚福音，為主作見
證，即使在語言上有一點阻隔，但是我相信他
們是與主同在的。就在那個時候，我感覺我的
靈裏被主充滿，被點活了，一種渴慕主的感覺
湧上心頭，在我裏面有聲音說：
『我也要參加訓
練』
。
(苗栗 賴浚程)
我很摸著得勝生活訓練的午禱，上個禮拜是
有弟兄的陪同禱告，但這次是自己呼求，也因
此更摸著主，還反而覺得 20 分鐘比 15 分鐘過
的更快(上禮拜禱告 15 分鐘)。當我呼求：哦！
主耶穌，我要看見你! 此時我就看見了一道閃
光，彷彿看見主在我眼中發光發亮，讓我突然
起了雞皮疙瘩，非常的感動，也消除了一切消
極的事物。因此晚上的聚會更操練靈，與主有
交通。所以我要奉獻自己，每天分別時間與主
有交通。
(苗栗陳宏明)
在這次的得勝生活訓練，我最摸著第四篇『與
主情深的交通』
，在操練十五分鐘的禱告時，我
試著大聲的呼求主，對主說『主阿！我真愛祢，
祢全然可愛。』心裏就有一種甘甜的愛和享受，
禱告完後便覺得主的愛情比酒更美，所以我要
奉獻我的時間，每天花十分鐘禱告和呼求主，
與主有情深的交通。
(苗栗 劉非比)

此次訓練第一週的福音遊行，天氣不怎麼
熱，真是感謝主！雖然只有五張福音單張，卻
滿難發的。看到許多人，雖然拿了單張，卻有
些不情願，實在有些不快。甚至有些人，看到
我們走的方向，竟然直接繞道！雖然沒什麼人
心甘情願的接受單張，但是我很喜樂，因為有
一天，他們也有可能得救，進入召會生活中。
而這一天聚會下來，我的感想是：我以後要多
讀聖經，唱詩歌、禱告，也希望受浸之日早點
來到。
哦！主耶穌！請讓我得著祢！讓我全人向祢
敞開，讓我遠離黑暗，不再當迷途的小羊。今
天我在聚會摸著的是-拉波尼-我要能看見！希
望我能夠有屬靈的視力，可以看得見。
(苗栗 李芳莉)
世間有誰像祢如此美麗，世間有誰像祢如此
甜蜜，不再照己意，不願再受欺，不願再沉迷
於己的天地，只有你是配得著我愛，主耶穌我
深深愛祢，主！我承認我不夠愛你，但唯有這
一位主配得著我們的愛，我的全人需要讓你來
占有，我們需要奉獻我們最上好的時間來愛主。
(苗栗 谷逸華)
在這次的得勝生活訓練中，我經歷到要把自
己奉獻給主，把口奉獻給主，為主來傳講福音，
把心奉獻給主，為主作事。主耶穌，我來轉向
祢，叫我們活著不是為了自己，乃是為著主活，
祢是我唯一所需。
(苗栗 謝庭萱 )
在這此的得勝生活訓練，我摸著要和弟兄姊
妹有交通，我們不再是蝴蝶單獨行動，乃是要
像蜜蜂羣居並且一同行動，基督在祂的成為肉
體裏，將無限的神帶進有限的人裏，徹底奉獻
自己，而不是一時熱心的作，也不是偶然的，
乃是要常常作，帶進日常生活中，盼望我能徹
底交給神，把自己奉獻給神，為著福音擺上一
切。
(三義 彭捷羚)
奉獻是主的恩典，也是我們的喜樂。在這幾
天的訓練中，我很摸著不要看我們的軟弱，要

有路加福音瞎子的信心，因為信心使他得看
見。主耶穌，我要有這樣的信心，凡事仰望主，
倚靠主，天天親近主，讓主有路，學習徹底放
下自己，奉獻給主。
(三義 彭悅羚)
我最享受與主情深的禱告，那種感覺是甜
美、新鮮的，哦！主耶穌，祢是無比的豐富，
謝謝祢讓我們有分這個訓練，讓我進步了許
多，在禱告上和讀經上，我都有大的進步，在
唱詩歌的時候，我非常喜樂，哦！主耶穌我深
愛祢，我深知惟有祢是我所愛，我惟一的最愛
是祢。
(通霄 陳亮云)
哦！主耶穌，謝謝祢揀選了我，我願意把一
切都奉獻給主，願快跑跟隨祢。在這訓練中，
我學到如何過團體生活。藉著這個訓練讓我更
認識祢，我願意像馬利亞一樣那麼愛祢，我要
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感謝主，阿
們。
(通霄 陳品如)
感謝主，這是我第一次跟這麼多的人一起聚
會，在這個訓練中，我很喜樂。還沒參加這次
的訓練之前，我很少開口禱告，但經過跟主 20
分鐘親密的禱告，我又再一次更認識這位主耶
穌，跟主耶穌的距離又拉近了。現在每當有禱
告的時候，我都會跟著一起操練。在這次的訓練
中，我也很享受唱詩歌的時間，我發現很多人唱詩
歌，跟幾個人唱詩歌的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很
享受這次的得勝生活訓練。

(通霄 陳陽明)

哦！主耶穌，我是真愛祢，我願意單純的信
靠你，贖回我所有的光陰，享受祢的愛和祢的
恩，哦！主啊，我能在今天出現在這裏，全然
奉獻，是因為你始終的恩眷、奇妙的成全，哦！
主啊，讓我一生作你瘋狂的愛人。
(銅鑼 張雅婷)
這次能夠來得勝生活訓練，其實是我的爸爸逼我
來的，因為各位弟兄姊妹的緣故，使我慢慢得釋放，
然而，在個人禱告的時候，我沒有感覺，使我覺得
很遺憾。但是在遊行的時候，我覺得主就在我身邊，
讓我覺得很喜樂，所以我覺得這次真是來對了。
(銅鑼

盧得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