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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愛神者－過得勝的生活
主的恢復在新竹至今已邁入第六十年，這見證
乃是許多聖徒因著主愛的激勵，在使徒的教訓與
交通中，一棒接一棒忠信、勞苦服事的結果。我
們乃是使徒行傳的繼續，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扮
演著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我們需要站在前面聖
徒的肩膀上，繼續往前奔跑賽程。
回顧早年的召會生活。人數雖少，物質條件雖
差；但是，聖徒們愛主、愛召會的心卻比我們現
在單一、絕對，充滿倚靠主、彼此相愛的光景。
而今，召會中聖徒人數大為繁增，物質條件也較
早年優渥；然而，
「物質重、靈命輕」
，生活上的
寬裕使我們的心變得不易單一，召會生活也難以
絕對，太多事物成了我們的倚靠與霸佔，「只因
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了。」
（太廿四 12）
因此，今天主要在祂的召會中呼召得勝者，勝
過愛自己、愛宴樂、愛丈夫、愛兒女；人無論是
那一類的愛者，他的全心，甚至全人，都是擺在
所愛的上面，被其霸佔並得著。這是極為緊要
的！召會究竟會不會有得勝的榮耀日子，還是敗
落的艱難日子，完全在於我們是那一類的愛者。
歷史告訴我們，召會敗落的根源，乃是失去對主
起初的愛。
（啟二 4。）我們要維持召會得勝的標
準，就必須是愛神者，也是愛與神經綸有關的良
善者。約翰勸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
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
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
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出於父，乃是出於世
界。」
（約壹二 15-16）不愛這樣的世界，乃是勝
過那惡者的立場。稍微愛這樣的世界，就給那惡
者立場擊敗並霸佔我們。

去 年 新 竹 召 會 第 四 季平 均 主 日 聚 會 人 數 為
1080 人，今年第四季我們盼望能繁增至 1200 人，
這增加的 120 人，若按四個大組及各專項接受負
擔齊心努力，絕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只需緊緊
跟隨使徒的教訓與交通，實行福音的祭司職任並
建立活力排，照著神所命定的路－福、家、排、
區。尋找、探訪並接觸罪人，使他們成為基督身
體生機的肢體；在家聚會裏，作乳養的母親，保
養顧惜在基督裏初生的嬰孩；在排聚集裏藉著互
相的教導成全聖徒；在召會的聚會裏藉著眾聖徒
的申言，生機的建造基督的身體。繁增乃是必然
的結果。
然而，要能過這樣的生活，我們迫切需要更新
我們的奉獻，求主給我們亮光，認識這世代的本
質而不再受欺，並恢復我們的視力，能珍賞祂的
價值。叫我們的價值觀有徹底的改變，從所有的
霸佔中蒙拯救，叫我們不斷的揀選基督並祂一切
的所是，作我們絕佳的分。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
我們的生活，每天從早晨開始就與神合作，與活
力同伴有規律吃喝享受主的生活。每天早晨有新
的復興，有新的變化，不僅我們得飽足，也讓愛
我們的主得著滿足。
我們所作的不能過於我們所是的。弟兄姊妹
們，讓我們彼此勸勉「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
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我們合理的事奉。」（羅
十二 1）並且藉著晨晨復興使我們活出日日得勝
的生活－勝過罪、己、世界…。使我們能「去」
訪人，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
聖靈的名裏，並將主所吩咐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們就能天天享受主的同在，直到這世代
的終結。
（太廿八 19-20）
（丁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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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恩的終結」五、六篇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保羅在以弗所三章下半的禱告，乃是盼望信徒
對神的經綸有屬靈、深刻的經歷。這經歷並不是
平常、浮淺、外面的經歷，乃是在我們得重生，
有主耶穌在其中作生命的靈裏，實際的經歷基督
一切的所是。然而，我們卻常受人類文化背景、
宗教環境、傳統基督教及一些儀文和作法的影
響，而在經歷基督的事上受攔阻。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看見，神的經綸乃是神要
把祂自己，就是基督作到我們裏面，而不只是要

當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就叫我們得以在愛裏
生根立基(17 下)。這愛不僅是主耶穌為我們死在
十字架上的愛，更是如今在我們靈裏替我們活著
的愛，這愛是更甜美、更親密的愛，是我們每時
每刻都能飽嘗的。每當我們與人有爭執，或有為
難，有愁煩時，只要與祂交通，就叫我們經歷祂
的安慰和引領，也叫我們更愛祂。而這樣對祂的
經歷，就叫我們在愛裏生根，使我們天天增長，
也使我們在愛裏立基，使我們天天被建造。

我們修養好而已；也不僅僅是要我們遵守誡命以
討神喜悅。神的經綸亦不重在救贖，乃是重在把
基督作到人裏面。這一位要作到我們裏面的主，
如今就是那靈(林後三 17)，就能進到我們靈裏，
並安家在我們心裏，作我們的能力和一切。
神的經綸就是要把主這位靈作到我們裏面。然
而，我們要問，也許基督進到我們裏面了，但祂
在我們裏面是否安家，是否有地位？所以，我們
若要經歷神的經綸，就需要在一切大小事上，操
練在靈中保持與主的交通，隨從靈而行，好讓靈

當我們越經歷基督，越讓基督安家，就叫我們
越過越看見我們不能單獨，越看見我們需要眾肢
體，需要身體，因為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需要
我們和眾聖徒一同才能領畧(18)。而當我們越經
歷祂，就越覺得祂的豐富是無限無量的，也得以
認識祂超越知識的愛。
求主賜我們渴慕，與眾聖徒一同竭力追求經歷
基督的豐富，當我們眾人在生活和事奉中都經歷
基督的豐富，並將基督從我們裏面發表出來，
我們就要被充滿成為神的豐滿，神也就在召會

有地位，讓基督能出來，一部分一部分的佔有我
們，好在我們心裏安家。

中，得著榮耀，得著彰顯(弗三 19，21)。這便是
神恩典經綸的結果。
(江文山)

「神救恩的終結」追求進度

每月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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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新生命之旅報導

初嚐召會生活的美好

八月二十至二十二日的新生命之旅是新竹大
專新學期福音的第一波行動。二十日的傍晚，新
生們提著行李陸續前來報到，嶄新的學生中心充
滿了生氣。接著在講座中由二位弟兄解答他們的
疑問，大都離不開大學必修的三學分─課業，愛
情和社團。弟兄勉勵他們要認真讀書，能獨立思
考並追求真理，認識宇宙的意義。兩晚均接待在
聖徒的家中，許多新生分享時都會提到 home
stay，與他們想像的不一樣，國外都要付費，且

因要待在不認識的家中覺得緊張，但在聖徒的熱
情招待下，他們覺得「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到綠世界，午餐時段是教授和學長
姊豐富精闢的經驗分享，使新鮮人更實際的知道
如何過大學生活而不迷失。下午至北埔冷泉消
暑，之後參訪科學園區的探索館。經過一天的外
出行程，新生們似乎不覺疲累，晚餐後再飽嚐「詩
歌饗宴」，藉著讀作者介紹和寫作背景，更多進
入詩歌的感覺和珍賞詩歌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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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回到學生中心，認識「召會生活」--規
律的生活及弟兄姊妹在愛中彼此的照顧。這裏有
相反的見證，與日夜顛倒、沉浸於電玩虛擬世界
甚至互不往來的學校宿舍生活截然不同。接著介
紹全世界最暢銷的一本書--聖經，也鼓勵回家之
後開始「聖經歡樂讀」。最後來到整個行程的高
潮—新生上台展覽分享。有的分享他經歷人生中
的許多「第一次」：第一次 home stay，唱詩歌，
禱告…。有的前一天才知道這是教會辦的活動，
擔心會被勉強受浸，結果是受到弟兄姊妹熱情款
待和照顧，「感謝主」脫口而出。新生普遍肯定

「召會生活」，眾人深受激勵。
這次新竹大專也經歷許多的「第一次」。有的
校園經歷拿新生名單時校方的刁難，有的只拿到
地址沒有電話電郵，交大聖徒剛遷入學生中心，
活動前一天半夜還在組裝衣櫃…，這些環境都使
我們更迫切禱告。感謝主，量給我們 42 位新生，
其中有 30 位福音朋友。預備時間雖然短促，因
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邀約和配搭，卻滿了喜
樂。願主繼續記念這批新生，開學後能收割並成
為常存果子，也成為校園福音行動的種子，吸引
更多新生接受福音。
(大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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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期初福音行動一覽表
學校
清大

叩訪行動

新生茶會/歡迎會

9/5 19:00~21:30 宿舍叩訪

中秋節
9 月 22 日

聖經講座

六校福音
聚會

9/14~9/16 17:30~19:00

9/8 8:00~12:00 新生問卷

交大 9/6~9/8 20:00~22:00 宿舍叩訪

9/7,9/9 18:00~19:15

竹大

9/5,9/7

中華

9/16,

9/13,9/15
18:00~19:30
9/16,9/20

9/14,9/15

元培 9/4,9/5 16:00~18:00 宿舍叩訪

17:30~18:30

玄奘

邀到元培

同四大組外出相調
烤肉相調

10/17,

福音收割 16:00
+烤肉相調

※※※※※※※※※※※※※※※※※※※※※※※※※※※※※※※※※※※※※※※※※※※※※※※※※※※※※※※※※

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7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總

計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專 案
學生中心蓋造
累 計 收 支

本月收入

2,273,977

2,238,377

35,600

25,900,755

本月支出

1,703,826

1,471,820

232,006

18,868,061

本月結存

570,151

766,557

-196,406

7,032,694

禱告事項
一、二○一○年下半年各大組召會生活人數預算：請
聖徒們為此預算多有禱告尋求，並請各大組彙整
各區晨興、主日、禱告、排生活等預算人數，於
9/10 前 e-mail 至執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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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學新生福音節期：請為 9/5～9/18 大學新生福

音節期能大量得著平安之子代禱。(詳見報導 3六校期初福音行動一覽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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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4 區周欽錫(肺癌轉移受控
制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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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暨八人申言小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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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聚會：原訂 8/29 日改期至
9/5(主日)15:00 於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召開。
三、全台青職特會：9/4(六) 9:00～17:00 改於中部相調
中心舉辦。為鼓勵更多的青職有分於此次的特
會，報名截止日延至 9/2 前。請各區青職踴躍報
名參加。(報名費 100 元，遊覽車費 200 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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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
兩條線追求，一、讀經追求（預定追求歷代志上、
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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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者
的資格追求與學習等三本書報），全程免費。歡
迎聖徒踴躍報名參加。 (詳閱通啟)

新竹市縣眾召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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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每人 1,000 元，第二梯次每
人 1,200 元，請於 9/6 前報名並繳費。(詳閱通啟)
六、全台初信成全聚會第九梯次(第一及第二學程)：
11/13(六)10:00～11/14(主日)12:00 於中部相調中
心，費用每人 700 元，請於 10/24 前報名。(或額
滿為止)。
七、書房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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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是匡弟兄追念聚會：謹訂 8/29(主日)15:00 於花
蓮高中體育館舉行(花蓮市民權路 42 號)。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8 月 16 日 至 2010 年 08 月 22 日

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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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

293

199

341

237

1070

89

140

107

103

60

51

19

59

32

16

447

禱告聚會

115

69

99

75

358

45

22

8

35

11

13

6

14

10

8

105

排生活（人次） 190

143

196

161

699

65

14

36

135

52

50

16

70

29

11

399

晨興(人次）

200

110

173

129

612

53

46

27

68

18

22

9

42

25

11

222

兒童排數
兒童人數

12
26

7
25

16
69

7
32

4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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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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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本
週

下

8/31(二)
9/01(三)
8/30(一)
8/29 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全台大專期初特 全台大專期初特
全台大專期初特 會2
會3
會1
全召會禱告事奉聚
19:30少數負責弟 會暨八人申言小組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訓練3
排聚集
9/07(二)
9/08(三)
9/06(一)
9/05 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5:00 竹苗區負責
弟兄交通聚會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9/02(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排聚集
9/09(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9/03(五)

排聚集
9/10(五)

排聚集

9/04(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青職特會於
中部相調中心

9/11(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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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對主價值觀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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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三節聖經，說到神、信的人及不信的

九期
其次，在信的人祂是寶貴的。不是對聽說過耶

人，這三班人對基督的價值觀。彼前二 4：｢你們

穌的人，不是對在道理上知道耶穌的人，不是對

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

研究聖經的人，而是對所有信的人，基督是寶貴

石跟前，｣彼前二 6~7：｢因為經上記著說，
『看哪，

的。事實上，耶穌本身是信的源頭（羅馬書三 22。）

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

希伯來書十二 2 也說：｢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

祂的人，必不至於羞愧。』所以祂在你們信的人

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倒香膏在主身上

是寶貴的，在那不信的人卻是『匠人所棄的石

的馬利亞，不是因為被門徒說服，不是為報恩，

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裏明顯的說

實在只是因為愛主自己，所以沒有計算花費的將

到基督是石頭－活石和房角石，這是為著神的建

極貴的香膏傾倒在祂身上。在別人看是枉費，但

造；但也同時說到人對祂不同的價值觀。

在主看卻是一件美事。這裏馬利亞在愛同著信

首先在神，祂是神所揀選所寶貴的。在聖經中
有許多地方說到神寶愛基督，如當主出生時，路
加福音二章 14 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

裏，表達了她對主耶穌的價值觀。她對主的價值
觀與世人何等的不同！
最後，在不信的人，祂卻是『匠人所棄的石頭。』

地上平安臨及祂所喜悅的人。｣這裏所題到的｢人

當然，根據引用的經文，這裏的匠人，或不信的

｣，非指一般從亞當族類所生之人，而是那由聖

人是指猶太人，甚至是猶太人的首領。但今天難

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腹中所生的神人耶穌。當

道除了猶太人之外，其餘所有的人都寶愛基督

祂出生時，天上有一大隊的天使軍兵宣告神喜悅

嗎？在許多人眼中，祂被藐視、被厭棄，甚至被

基督。當主受約翰的浸時，又有聲音從天上出

咒詛，只因他們不信。

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次是

雖然我們都曾經悔改並相信、接受了主，但今

神自己發出聲音來宣告，祂寶愛基督。同樣的聲

日如何呢？願我們的信與日俱增。當日如何因信

音出現在主同著門徒在變化山上；這發生在當主

而珍賞基督，接受了祂，今日不因任何人事物減

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並發光，又有摩西和以利亞

少對祂的估價。只要簡單的信，基督對每一個信

顯現，彼得提議不僅為主也為另外二位搭帳棚之

的人立即成為寶貴的。這不只是一個價值觀的改

後。天上的聲音還說，｢你們要聽祂。｣顯而易見

變而已，因著這個改變，使我們信的人得以經歷

的是，在神眼中只有基督有地位，其他人都沒有

並享受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至終還成為神的

地位。

豐滿，就是神榮耀的彰顯。

舊約讀經心得

(盧正五)

耶和華四重永遠的救恩

以賽亞書論到耶和華「永遠的救恩」（賽四五

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與永遠同字）；無

17），在五十四章至五十六章，提及四方面，各

可增添，無可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祂面前

有一個「永遠」的特點作保證。而永遠正是耶和

敬畏祂。」（傳三 14）除神以外沒有永遠。因此

華–「昔是、今是、以後永是」或「昔在、今在、

這四重永遠都是耶和華神自己的所是和所作。

以後永在」的基本特質，正如傳道者所言，「我

五十四章說到繁增（賽五四 1）和擴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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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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3）
，指的不是工作，而是生命。所以第五

十三 34～39，羅四 25）基於這樣在基督的復活裏

節說，「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

得稱義，信徒藉著享受基督這大衛的子孫（太一

華是祂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祂必

1）
，作為神確定的憐憫，就是那未見朽壞的聖者

稱為全地的神。」女人有丈夫，可以生出兒女而

（徒十三 35），就能被聖別。

生產、繁衍；人靠全地的神，就能擴張、開展。

五十五章後半接著講到，尋找耶和華（賽五五

然而這一切的根基乃是愛且是永遠不變的，所以

6）並轉向祂（7）和祂的話（10，11）
。不過，這

神說，我「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

裏神提醒我們不要照人的意念和道路，因為「我

你的救贖主說的。」
（8）強調這位永遠愛我們的

的意念並非你們的意念，你們的道路並非我的道

丈夫–耶和華也為達成祂的經綸，成了我們的救

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

贖主（拯救、聖別我們）
。生命是人靈裏的故事，

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尋找到的不是

但人的魂仍虛空、飢渴，尚待滿足，這是下一章

大能、榮耀的神，卻是神口裏所出的話（應指神

的主題。

即時、說出口的話，即新約的「雷瑪」），「就如

五十五章前半，論到食物（五五 1，2）–神的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發

話（主要指神常時、寫下來的話，即新約的「婁

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喫的有糧；」
（10）

格斯」）為使我們的魂享肥甘得喜樂。神甚至要

這話的功用與本章前半不同，它不只在供應，使

人到祂那裏，側耳而聽，他們的魂就必得活（即

人飽足，更重在生發生命，使生命繁衍、擴張。

得生命）
。不只如此，神還保證，
「我必與你們立

最後神要給這樣的人一個「永遠的記號」（記號

永遠的約，就是向大衛所顯確定的憐憫。」這裏

原文亦作旗子、石碑、兆頭、神蹟、標誌），就

永遠的約就是神向大衛所顯確定的憐憫，而憐憫

是「松樹要長起代替荊棘；番石榴要長起代替蒺

一字的字根意外國人、客旅。因此憐憫含有對外

藜；這要為耶和華留名」。荊棘和蒺藜都是人受

邦人或走迷的人顧惜、關愛的意思。以色列人都

神咒詛的記號（創三 17，18），而松樹表徵基督

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五三 6）保羅在使徒

在祂死裏的人性，番石榴表徵基督在祂復活裏的

行傳十三章三十四節曾引用此節，但將確定的憐

人性，兩者都在耶穌身上，為耶和華留可記念的

憫繙作「大衛那聖的，那可靠的。」然後在該章

名（因耶穌原文為耶和華救主、救贖或救恩）。

三十五節，他指明這聖的、可靠的事物，就是復

無論松樹或 番石榴都 表徵在神聖 生命裏的 人

活的基督自己。（見徒十三 34 註 1）保羅的解釋

生，代替人在咒詛下，由荊棘和蒺藜所表徵短

由本章四節得著印證。基督成為肉體，把神當作

暫、無價值的人生，作為神永遠的記號。

恩典帶給我們（約一 14，16～17），然後祂被釘

末了，在五十六章論及「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

死，復活，好在復活裏成為那給我們確定的憐

人」和「太監」（即在王身邊服事，卻遭閹割而

憫。因著我們的光景是可憐的，搆不上神的恩

無後的男人，表徵失敗、背叛神，失去生命功用

典，基督這位神恩典的具體化身，就成為確定的

的以色列人），前者自認被神隔離、分別；後者

憐憫，而藉著這憐憫，我們現今就可以在正確的

自認為是枯樹。
（賽五六 3）然而神有救恩，只要

地位上與神相配，接受祂作恩典。（參弗二 4 與

他們謹守安息日，表徵停下自己，完全信靠主，

註 2）神在基督這確定的憐憫裏，在祂的恩典裏

享受祂為我們作成的一切，不作惡事，揀選神所

臨到我們，作我們的享受。基督是確定的憐憫，

喜悅之事，持守主的約。（2，4）神說「我必使

也是保證這憐憫的永遠之約。作為神確定的憐

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

憫，復活的基督成了神稱義祂信徒的基礎。（徒

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是不能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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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5）「永遠的名」表示他們永不滅亡，

若將上述神賜人的四項「永遠」擺在一起，我

永蒙記念，這必須在永遠的神裏才行，啟示錄末

們就看見神在人身上的「永遠的救恩」，就是耶

了對祂奴僕也是如此應許（啟二二 4）
。因此，後

和華神將自己「永遠的所是」經四個步驟，分賜

文便提到他們在神禱告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

到祂的選民和信徒裏面，使他們和自己如夫妻所

祭、平安祭都蒙悅納。「因神的殿必稱為萬民禱

豫表的，建造結合成一體。
（創二 24）阿利路亞！

告的殿。」
（7）照所羅門獻殿的禱告，稱殿為「稱

我們這些新約信徒也有同樣經歷：在神（基督）

為你（神）名下的」（代下六 33）本句直譯，你

是丈夫、召會是妻子的奧秘異象（弗五 32）下，

的名在其上被稱呼：後來，神向所羅門顯現時

因神「永遠之愛」的憐恤，我們在靈裏重生，並

說，
「這稱為我名下的（原文同前句）民」
（七 14）
，

藉吃祂話，魂享肥甘、喜樂而活、得生命，祂與

可見殿實際是豫表神的選民，一同表徵新約的召

我們立「永遠的約」，再因主話，我們在生命裏

會，都用神名稱呼（那就是神）
。
（詳見”禱告的

擴長（徒六 7）
，在人性裏顯出生命繁茂的復活，

殿與神的名”）按新約啟示，召會禱告的結果，

得著神賜「永遠的記號」
，最終，召會與主合一，

使神人調合為一，建造成神屬靈的殿（彼前二 4，

建造成萬民禱告的殿，與主同住，而得神「永遠

5）。因此，其真實含意是啟示召會終將與神是

的名」
（啟三 12）
。至此，我們己尋得「永遠」
（傳

一，成為擴大和彰顯的神。神也藉此招聚眾人歸

三 12）
，並進入「永遠」
（約三 16，四 14）
。真是

祂（賽五六 8）
，這就是人得永遠之名的道路和實

奇妙，又滿恩典。阿們！

（董傳義）

際。

兒童歡樂學習園報導及蒙恩見證

兒童是大的福音

在已過的八月二日至七日，召會舉辦了為期
一週的暑期兒童歡樂學習園。為使更多的兒童
一同有分，本次學習園由四個大組分別在仁
愛、新光及科園三個會所同時舉辦。感謝主！
藉著這樣的安排，共有 180 位兒童(含幼幼及學
齡)報名參加，期間的出席率平均都在九成三以
上，說出兒童及家長們對於學習園的重視與肯
定。在一週的活動過程裏，共有十位的慕道家
長曾一同有分並有不同程度的參予及配搭，藉
著一週來的接觸及相處，甚至在一週活動的末
了，有一位家長受浸得救。讚美主！這實在是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也再次印證兒童是大的
福音！
這次學習園的主要蒙恩，乃是在身體的配搭
中，藉著師資的共享，在服事上（尤其是課程
的豫備及帶領）輕省了許多，而讓配搭的弟兄
姊妹們有更多的心力顧到人、關心人，使學習
園不僅是為兒童提供一個暑期的去處，更是真
正成為福音的站口，發揮福音的功效。求主繼
續祝福這樣的實行，也請弟兄姊妹為來過的慕

蒙恩見證
道家長們繼續代禱，藉著後續的看望及牧養，
將一個一個的家帶進召會生活中。
(兒童組)
當時抱著「獻上身體，當作活祭」的簡單想
法，就回應了姊妹的配搭邀約，活動結束後，
有三件難忘的事：
一、得主潔淨：在會前交通中，發現我仍然
有不饒恕人、定罪人的靈，很是慚愧，回家後
向主悔改認罪，覺得被主更深潔淨。
二、要看重人過於看重事：第一天非常緊張，
深怕程序不能順利進行，回家後心中有個大缺
口，聽見主說：
「要看重人過於看重事。」第二
天開始抽空與家長孩子說說話，回家後果然踏
實滿足。
三、配搭姊妹的尊主為大。五天內超過四十
位弟兄姊妹的齊心服事、小孩子們的順服及家
長珮筠受浸成為姊妹，在在都增加我對主的敬

畏之心，感謝主！

(周魏良娟)

此次兒童園在五月底決定要辦時，我就開始
懼怕自己力不能勝，經過許多禱告和姊妹的交
通，配搭的弟兄姊妹如雲彩圍繞，從籌備到結
束，經歷詩篇一二七篇一節所說的：
『若不是耶
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
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在忙碌的過程中，沒想到和姊妹們的禱告、
讀經，居然是托住我的力量，使我從馬大的各
方忙亂與思慮煩擾中出來，享受馬利亞那美好
的份。
〝關心人重於關心事〞也是配搭姊妹一直提
醒與幫助的，兒童排裏的福音朋友，能在兒童
園結束後就得救更是經歷身體的配搭。也使我
們認識：
『不是我，乃是主。』是主起頭，過程
是祂，榮耀也歸給祂。阿們！
(裴王彬彬)
我的孩子建增今年在參加兒童園前還沒有上
過學。我原本想：這樣早睡早起的日子他會嫌
累，適合小學生的課程內容會讓他感到無聊，
不會寫字卻要寫札記的他會有挫折感（我又壞
心的只照顧妹妹，不幫他寫）
。但沒想到這幾天
都是他早起叫我們起床，回家後也對早上有趣
的課程津津樂道(除了作家事之外)，要求我陪他
唱〝清晨一起床就把主吃飽…〞的歌，輔導阿
姨們還稱讚他札記畫得很好，讓他回家時尾巴
都得意的翹起來了。讓我不禁反省，也許其實
是作媽媽的嫌累、想偷懶，卻為孩子找藉口。
而我的學習與反應能力也真是不如小孩，因為
最後他記得的歌詞總是比我還多。感謝主！原
來兒童園不只是給孩子們開心學習的好處所，
也是媽媽面對自己的好地方。
(張雅婷)
兩個月前某天學生放學後，我在學校的校門
口遇見了姊妹。認識後，她就邀我的孩子們參
加兒童排，也因此認識許多弟兄姊妹。因我的
孩子比較怕生，而姊妹的孩子很大方，所以我
想藉此機會讓孩子們在兒童排裏能夠學習操練
自信與專心。
將近兩個月的兒童排後，姊妹又帶我們到會
所參加『二○一○年兒童暑期歡樂學習園』
，使
我感受良多。教會中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又歡
喜又快樂，尤其是良娟姊妹總是笑容滿面的對
我噓寒問暖話家常。奇妙地，我到教會的第一

天見到姊妹時，就有一種似曾相識卻說不出的
感覺。
學習園結束後，次日剛好是主日。姊妹們邀
我帶著孩子們到教會。我對讀聖經沒有什麼經
驗，但姊妹卻很熱心的在一旁為我解釋，就像
一家人一樣，不分彼此，不分你我。在主日飯
後，姊妹就問我要不要受浸？因我還不懂什麼
是受浸，她就和我分享受浸的意義，我便很歡
喜的接受並回答說〝好啊〞！我在受浸時，弟
兄姊妹們都在為我禱告。我很感謝主！也很感
謝弟兄姊妹們，帶我來到神的國裏，使我能夠
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恩典。
(邱珮筠)
雖然只有短短六天，但我相信所有全程陪伴
的姊妹們都有同感，要辦這樣的活動真是需要
體力與耐力。所以，在此先感謝董師母、彬彬
姊妹及良娟姊妹為這次兒童成長園的籌備及付
出。
我家姊姊升小二時曾參加過第一次的暑期活
動，記憶中對需要精細手工的美勞課程有些害
怕，所以不太願意參加；但已經報名，再加上
有升小二的弟弟作伴就只好去了。而我原本以
為會有高年級的小姊姊可以幫忙，去了之後發
現高年級的小朋友很少，所以就留下當隊輔媽
媽（其實也只是安撫我家的兩個孩子而已）。
回想起來，每天的課程雖然不同，但過程中
都有一些值得學習的點。印象最深的是捲紙課
程，擔任教師的祝爺爺解說非常詳細，每個步
驟都留時間讓小朋友操作。但大部份的小朋友
完成一個步驟後，就急著動手做下一步，想快
快完成可愛的小紙豬。結果等祝爺爺解說完下
一步，小朋友發現問題要再來調整就非常困
難，當然小紙豬看起來就有點走樣了！最後，
小朋友們藉此也了解自己何等不容易聽從教
導。
另外，在我們這個小隊中，很開心遇到珮筠
姊妹。我是到活動結束前才知道她還是福音朋
友。但感謝主，活動結束後一週，她也受浸得
救了。在活動期間，有時覺得自己快要失去耐
心，卻看到珮筠姊妹仍專注地教孩子們完成每
一項工作，真是很受激勵。參加兒童成長園，
不只孩子們成長，大人更是要儆醒，一同蒙恩！
(王翁玉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