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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福音號角響起
新路的實行就是在福、家、排、區的架構下，
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而召會繁殖擴增的
步驟就是得人、留人、成全人。不論是架構或是

們的耳朵，使他們能藉著在各大學校園這一連串
的福音行動認識神、聽見神的呼召、相信並接受
祂。

實行的起頭都是「福音」，就是帶人得救。得著
老年人是得著他們的餘生，得著中年人是得著他
們的半生，然而，得著青年人乃是得著他們的一
生；得著青年人是最上算的，而青年人能在他們
初踏入大學校園就被主得著，更是上算的上算。
隨著新學年的開始，又到了每年大學校園的「烏
魚季」，成千上萬的青年學子將在未來的幾週內
湧進大學校園，展開他們人生歷程中所謂「新鮮
人」的生活。這些青年學子中，有許多是主為祂
自己所預備，要為著祂召會建造的寶貴材料。

從聖經或召會歷史中，神總是呼召年輕人為他
作新事的例子。這是因為每一件神的工作都是新
事。神總是在往前，所以祂要有新的起頭，帶著
新的性質，以新的方式，並為著新的時代。人在
神的計劃裏是非常中心的，但人必須在他還年輕
時就被神得著。我們應當以神的看見為我們的看
見，雖然在新竹市召會目前專項的服事架構下並
非人人都直接參與大學校園專項服事，但深入來
看兒童和青少年專項服事都有大學聖徒的參與
配搭，而青職更是大學福音工作的延伸。值此大

竭力配合主的行動、人人投身校園福音
主的行動需要人的配合方得成就，我們需要在
以下幾方面配合主的行動。第一，禱告主，在未
來開學這兩週校園的福音叩訪行動中，將祂所預
備的平安之子向我們顯明；這還包括幾週之前參
加新竹市 6 所大學新生生命之旅活動的 42 位新
生(尤其是其中反應好的 30 位福音朋友)求主使他
們能持續向福音敞開。第二，激勵弟兄姊妹們能
興起福音的靈，起來配合大學校園福音的行動。
這一連串的校園福音行動包括：
（1）九月四日至
八日各校園的宿舍叩訪行動；
（2）校園新生茶會

學校園的「烏魚季」，我們若能分別時間出來配
搭九月大學校園的福音行動，不僅能讓召會藉著
身體的配搭為主得著新一代的年輕人，也能為各
專項的服事儲備更多的服事者。
中幹成全、開啟新紀元
除了開學期間一系列的校園福音行動之外，從
九月開始，新竹市召會大學校園福音工作將有另
一個新的起頭。因著學生中心的蓋造完成，竹苗
區的大學學生中幹們將於開學後每週五晚上集
中於學生中心有系列性的成全，好讓主在大學校
園所得著的年輕人不僅有量的提升更能在質和

／歡迎會；（3）九月十三日起各校的聖經講座。
第三，開這些大學「新鮮人」的眼目，並開通他

負擔上拔高；也盼望聖徒們能為中幹成全所需的
服事配套和大學學生中幹們代禱。
（譚昌琳）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神救恩的終結」七、八篇

撒但最怕的，就是基督身體的出現。撒但不
怕人得救，不怕人愛主，甚至不怕人屬靈，他最

怕的就是我們眾人的那個一。這個一就是身體，
就是建造，就是召會。當我們真在一裏，就叫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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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蒙羞。所以，以弗所書四章給我們看見，我們

自己建造起來。

要保守那靈的一，那靈在我們的靈中就是一。我
們在自己裏面是分散的，但在那靈裏就是一，也
是彼此相通的。
要保守這個一，我們需要使裏面的人長大。要
保守合一，就要叫裏面的人得著餵養，能夠長
大。主耶穌是最好的營養，吃祂是生命長大唯一
的路。所以，以弗所書四章告訴我們，要成全聖
徒，就是要餵養他們，叫他們長大。一長大，那
屬於我們原來的、外面的人，種種叫我們分裂的
東西，就統統被吞滅了。保守合一唯一的路，乃
是長大成人，不再作小孩子。結果身體上的眾肢

此外，我們還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脫去舊
人就是脫去舊社會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有舊社會
生活：老年人喜歡找老同伴坐下談天，青年人喜
歡打球、游泳、看電影，太太們喜歡逛街買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從前生活樣式上的舊人。然而我們
得救後，神就要我們脫去從前的舊生活。我們一
旦脫去舊人，就要穿上新人；新人就是召會生
活。召會生活乃是最適當的人群生活、社會生
活。人不能離群，非成群不可。若成群得當，於
社會、家庭、個人都是有益的。召會生活是高等、
光明的社會生活。所以我們要積極傳福音，救人

體就自然能盡功用，也能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
一起；不僅有配搭，也有建造，身體就在愛裏把

脫離不正常的社會生活，帶人進入召會，同過正
常的人群生活。
(邱智誠弟兄)

每月ㄧ書介紹 『為著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至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在美國加州舊金山
所釋放的信息集成。全書共有有六章。內容是以
加拉太書為主。第ㄧ章說到神將祂兒子啟示在我
們裏面，使我們蒙拯救脫離現今這邪惡的世代。
本書說到，撒但利用宗教使人遠離神的旨意－基
督與召會。加拉太書主要對付的乃是宗教的帕
子。每ㄧ種宗教都有許多傳統。在我們許多人天
然的認識中，會認為宗教和傳統是好的，是我們
的文化和遺產。實際上宗教和傳統是最強、最厚
的帕子。宗教就是為基督作事，卻沒有基督的同
在和實際。
掃羅得救前既不屬世也不罪惡，而是完全篤信
宗教，持守傳統。然而在往大馬色的路上，從天
上來的光，卻把他完全擊敗。在一章保羅提到四
個消極和四個積極的項目。在消極一面，有宗
教、傳統、人和人的教訓。在積極一面，有基督、
召會、神和啟示。因此，我們都需要得著神兒子
的啟示，好除去帕子。
第二章論到脫離宗教規條，憑基督作我們的人
位而活。今天許多人注意基督教這宗教，而非基
督與召會。但神的心意所喜所愛，乃是基督活在
我們裏面，並使我們被建造成為祂的召會。我們
在主的恢復裏不持守規條，我們不是憑外面的律
法，乃憑內住的基督作我們的人位。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也活在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人位。在召
會生活中我們該活在靈裏，並照著調和的靈生活
行動。
第三章論到基督乃是包羅萬有的靈，乃是福音
的福，藉著福音的傳揚而臨到萬國。三章的福就
是所應許的那靈。基督這位奇妙、包羅萬有的那
靈，如今就像空氣一樣，給我們呼吸。（約二十
22。）當我們藉著操練我們的靈呼求主名，我們
就蒙拯救從肉體轉向我們靈裏的基督，這是進入
那靈最簡單的路。（林前十二下。羅十 12~13。）
第四章論到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承受所應許
的那靈。首先我們需要看見包羅萬有的基督乃是
三ㄧ神的總和，終極完成成為那靈。當我們向這
包羅萬有的靈敞開，我們就能飲於祂。我們藉著
在基督裏與祂是一，而成為召會。
第五章的重點是五章十六和二十五節，憑著靈
活著，憑著靈而行。真正且真實的召會生活就是
基督這賜生命的靈活在我們靈裏，我們必須憑這
奇妙的靈而行。第六章說到我們活在新造裏，作
為加拉太書的終極結果。六章ㄧ開始提到用溫柔
的靈挽回墮落的弟兄，我們需要在靈裏作這事。
我們的行動、行事和生活，乃是我們的撒種。我
必須謹慎自己的撒種。我們若為著自己的肉體撒
種，必從肉體收敗壞；但我們若為著那靈撒種，
必從那靈收永遠的生命。末了總結在新造。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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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基督裏的新人，團體而言就是基督的身
體，召會。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不在意外面的道理

和規條，我們寶貝這活的人位，而享受召會生
活，並成為神的新造。
（洪明凱）

每月一書 『為著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追求進度
日期

9/6~9/12

9/13~9/19

9/20~9/26

9/27~10/3

進度

第一篇

第二、三篇

第四篇

第五、六篇

大學期初特會報導

神永遠的定旨成為我們榮耀的定命

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中部相調中心舉
行了三天二夜的全台大學聖徒期初特會，這次的
特會總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三位弟兄姊妹參加，報
名人數超過 中部相調 中心所能容 納的住宿 人
數，新竹六所大學的弟兄姊妹們共有一百零八位
參加，三天二夜的特會中，弟兄姊妹們高唱飛鷹
之歌，也被屬靈的熱氣流衝撃，展翅上騰，看見
我們的生命不是小雞的生命，在地上啄食；我們
裏面是鷹的生命，是為著神永遠的定旨。這些大
學飛鷹們預備好傾巢而出飛到校園傳福音，並定
下 九月到十 二月份六 校受浸目標 為二百二 十
位，九月份一人帶一人，十月到十二月份再帶一
人。
特會的總題是「神永遠的定旨成為我們榮耀的
定命」神永遠的定旨在已過的永遠已經定了，且
這定旨是一定要完成的，我們的定命是神的兒
女，我們的命是聯於神榮耀的定旨，總題中有一

個很重要的辭『成為』，要如何能成為我們榮耀
的定命呢?關鍵是『奉獻』
，主一代又一代興起青
年人，答應主的呼召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我的前
途當是基督與召會，主的恢復要得著你我的配
合，你我的奉獻，要你我的前途和歲月，使神永
遠的定旨『成為』我們榮耀的定命。
這一條路我們不是第一代的青年人，我們還要
吶喊:起來！承接時代的託付將主帶回來。弟兄姊
妹們在會前有同伴的禱告，個人屈膝的禱告，不
斷更新奉獻自己，主在會場中，發出了強烈的呼
召，弟兄姊妹們也在每堂信息後向著主的呼召有
回應，排隊上台奉獻自己。奉獻為神人生活操
練，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參加全時間訓練及海外
開展。感謝主，主要得著一個團體的器皿。求主
悅納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奉獻，與神一同起飛，在
祂行動的大輪裏與祂同行。
(大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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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校期初福音行動一覽表
學校

叩訪行動
9/5 19:00~21:30 宿舍叩訪

清大 9/8 8:00~12:00 大一新生問卷
9/9 8:00~12:00 研一新生問卷

新生茶會/歡迎會
9/8

17:30~18:30

9/13,9/14,9/16 17:30~18:30

聖經講座
9/15
17:30~18:30
9/13,9/15

中秋節
9 月 22 日
烤肉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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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9/20

烤肉相調

中華 9/6 8:30~15:00 新生問卷

9/16 18:30~20:00

9/29 18:30~20:30

烤肉相調

元培 9/5 16:00~18:00 宿舍叩訪
玄奘

18:00~19:30

9/14,9/15
17:30~18:30
邀到元培

六校福音
聚會

同四大組外出相調

福音收割 16:00
+烤肉相調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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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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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代禱事項：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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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六

校期初福音行動一覽表)
2、請為大學校園福音及核心成全禱告。
四、青職代禱事項：請為青職特會後蒙恩開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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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區黃
熊詩芸(為身體復原和腹中胎兒穩定代禱)

報告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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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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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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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聖徒現場報名參加。 (詳閱通啟)
三、兒童讀背經展覽：(進度：雅歌、以賽亞書)
9/25(六)10:00～12:00 於仁愛會所二樓舉辦。請家
長把握時間陪伴孩子一同讀背經並豫備本次讀
經的申言稿。需讀背經進度表、注音版經文者可
至「兒童組美地」網站下載。
四、新竹市召會手語學習營：10/3(主日)13:15～14:45
於仁愛會所三樓舉辦，規劃八堂初階課程(日常
手語、屬靈用語、手語詩歌、手語翻譯)，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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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語有興趣者報名參加，請於 9/30 前向執事室
報名。(詳閱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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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區姊妹儘速報名並繳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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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8 月 23 日 至 2010 年 0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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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人數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9/05 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15:00 竹苗區負責
弟兄交通聚會
各大組讀經追求
9/12 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9/06(一)

9/07(二)

9/08(三)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9/14(二)
9/15(三)
9/13(一)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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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9/10(五)

排聚集
9/17(五)

排聚集

9/11(六)
大組核心交通

9/18(六)
大組核心交通
區負責成全交通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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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且當彼此相顧

希伯來書十章二十四、二十五節：｢且當彼此
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放棄我們自己
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倒要彼此勸
勉；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這兩節
聖經，明顯的不是說到個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
說到彼此相顧的生活，就是團體的基督徒生活，
也就是今天的召會生活。因為在這裏，作者要希
伯來信徒｢彼此｣，若僅是論到個人生活，則用不
上｢彼此｣，除非在團體中，才有｢彼此｣的需要。
在聖經裏，神的話不僅教導我們如何過個人的基
督徒生活，更教導我們要過團體的生活；希伯來
書這兩節聖經具體的說到，在實行上我們當彼此
相顧。
這裏的｢顧｣，其希臘文有觀，察，視，注視，
注意和想的意思。英文恢復本用 consider 這個
字，有考慮的意思。根據原文的意義，彼此相顧
並非只有想念彼此，為彼此考慮而已，也有彼此
觀察，彼此注視的意思。因此，若有讀者僅僅領
會我們只需要想念彼此，在空間上卻不來在一起
彼此觀察和彼此注視，將無法成功的實行出神心
所要的召會生活，也就是身體生活。我們的經歷
印證聖經的話，當我們聚在一起，見到彼此，問
候彼此，才會進一步關心彼此，考慮彼此的真實
需要；如此，也才能進一步的滿足彼此的需要，
擔當彼此的重擔。其實，我們不應當只有被動的
等待聚會的時間來到，才聚在一起，更應當主動
的彼此看望。若真如此，在我們中間自然會有彼
此相愛的實際，人將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並且

舊約讀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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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期
被吸引到主這裏，到召會中。
為要確保希伯來信徒有二十四節｢彼此｣的召
會生活，作者在二十五節接著說：｢不可放棄我
們自己的聚集，｣這裏｢自己的聚集｣指的就是我
們能彼此相顧的聚集；在今天的召會生活中，就
是指屬於我們個人的排聚集。只要我們不留意、
不看重，甚至到放棄我們自己聚集的地步，就不
可能落實彼此相顧。可能我們因一時工作的忙
碌，或家庭的事故，或個人的私事，無法參與聖
徒的聚集；但要留意不讓這一次持續累積，而至
終成了這裏所說的｢有些人｣。他們曾經都是每會
必到，只有偶爾一次、兩次不來，但至終卻因諸
多原因，成了習慣放棄自己聚集的人。所以，一
面我們個人當留意，不容讓任何人、事、物侵吞
我們聚集的權利，一面也要顧到同我們聚集的弟
兄姊妹，使我們能顧到彼此。
當我們真實的彼此相顧時，自然的就能激發愛
心，勉勵行善。保羅說，在末後的世代，人的愛
心會冷淡，甚至會成為愛自己者，愛宴樂者，愛
錢財者，卻不愛良善，不愛神。要個人維持我們
向著神與向著人的愛常是不易的，但在彼此互相
的聚集中總是容易許多；一塊焚燒的炭，火容易
熄滅，但一堆焚燒的炭在一起不僅火不易熄滅，
更是能越燒越旺。為此，我們需要彼此勸勉，並
且既看見主來的日子近了，就更當如此。願主復
興我們的召會生活，而達到希伯來書十章二十四
至二十五節所啟示的實際光景。
(盧正五)

禁食與安息

以賽亞書五十七章講論耶和華賜福與投靠祂
的人之後，在五十八章指出雅各家假冒偽善，其
中特別強調「禁食」
，末了又提到「安息日」
，不
但藉此點明以色列人的罪，也同時啟示人應如何
正確的投靠神，過正常、合神心意的生活，以經
離棄他們神的典章。他們向我求問公義的判

歷並享受神為投靠祂的人所豫備的一切。
五十八章一節，神要以賽亞大聲喊叫，揚聲像
吹角，向神的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和罪。那他們
有怎樣的過犯和罪呢？神說，「他們天天尋求
我，樂意認識我的道路，好像行義的國民，未曾
語，喜愛親近神。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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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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見？我們刻苦己心（直譯魂）
，你為何不理
會？」（賽五八 2，3 上）這話表明以色列人只

轉而藉禁食點出雅各家的罪和難處，進而規
正、教導，最終賜福，使他們不只自己蒙福，

重外表、作法，不重內在、實際。因此神接著
說，
「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仍尋求自己喜愛
的事，欺壓為你們作苦工的人。你們禁食，卻
吵鬧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日這樣
禁食，並不能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
（3 下，
4）顯然禁食是神看重的事，不過以色列人扭曲
了它的含意。禁食的真正意義，乃是不再喫主
耶穌以外的一切事物，在祂以外不嘗別的。然
而以色列人卻吵鬧爭競，以兇惡拳頭打人，這
必然是為著神以外的事物。接下來六至九節，

連其他人，甚至外邦人也藉此蒙福。其實這就
是召會生活蒙福的路，是由一群有負擔、有愛
心，關心人、體恤人的聖徒藉禁食禱告起的頭，
一路帶下主對召會各面的帶領與祝福。
五十八章並未停在這裏，最後兩節神又提
到，「你若在安息日掉轉你的腳步」（13），「掉
轉」一字原文意返回、回到原處，即所謂「恢
復」
、回到起初。照創世記二章二節啟示，安息
日的意思是要我們停下自己一切所行的，而被
基督頂替，或說接受、取用神藉基督為我們所

神就啟示祂所揀選或指定的禁食，是使被欺壓
的自由，把餅分給飢餓的，將飄流的窮人接到
家中，給赤身的衣服遮體並顧恤自己的骨肉。
「這樣，你的光就必突然發出如晨光，你所得
的醫治要速速發生。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耀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呼求，耶
和華必應允；你呼救，祂必說，我在這裏。」
我們若實行神指定的禁食，才能得著我們所想
和所該得著的光照、醫治、公義、神的榮耀，
並且呼求，神就應允；呼救，神就同在。之後，
神還順勢繼續教導、開啟雅各家，引導他（生

作、所成就的一切。所以神接著說，
「在我的聖
日不作自己喜愛的事，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
稱那歸耶和華為聖之日為可尊重的，並且尊重
這日，不行自己的路，不尋求自己的喜樂，也
不說閒話；」顯然，這裏神的意思是，真安息
就是不作自己的事、不行自己的路、不求自己
的喜悅，也不說自已的話（閒話）
。換句話說，
就是否認自己、喪失自己的魂生命。（太十六
24，25）若真如此，末節神更進一步應許我們，
「你就以耶和華為樂；我要使你乘駕地的高
處，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餧養你；這是耶和華

活有目標、方向）
，使他魂滿足（喜樂、享受而
不憂愁）
，骨頭（表徵生命）強壯，像「澆灌的
園子」（生命生長、繁衍的園地），又像「水流
不絕的水泉」（生命交通不斷，滋潤、供應不
絕）；又被稱為「修補破口的」（修補所有漏失
生命的破口），和「重修路徑給人居住的」（重
修毀損道路，使人可出入居住）
。這段由責備，

親口說的。」我們不求自己的喜悅，就以耶和
華為樂；不靠自己也不為自己作，神就使我們
乘駕地的高處；禁食不喫神以外的東西，神就
以雅各的產業餵養我們。阿利路亞！這也是神
命定今日召會生活蒙恩的路；我們若禁食只享
受基督；安息完全依靠、跟隨主。神就把最輕
省、上好、甜美的召會生活賜給我們。阿們！
（董傳義）

兒童歡樂學習園蒙恩見證(二)

兒童是大的福音

在八月二日至七日共六日的時間，我陪同關

深怕自己的體力搆不上。但看見孩子們在活動

西召會的小朋友們一起到仁愛會所參加兒童歡

中一天比一天敞開，甚至在隔天的主日也願意

樂學習園。想到平常在關西人數較少，有機會

詩歌展覽、背經、申言，就覺得這些付出是很

讓孩子們參與大召會的活動，也有助於擴展他

值得的。

們對主的認識，於是就兩輛車八個孩子一同前

其中有位丘秀玲姊妹，她的兩個孩子比較

往。已經到了懷孕的末期，在信心上不太夠，

小，一個兩歲一個四歲，原本她覺得要帶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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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但孩子每天都很期待去，甚至還問什麼時
候還會再有類似的活動。雖然很多時間是安排
勞作、科學、語言各樣的課程活動，但回來後
孩子們深深記得的是詩歌（連同動作）以及背

聊…」說出孩子們習慣了屬世的享樂，眼目不
再單純；也說出我們在得孩子的工作上一成不
變、沒有往前。
感謝主，在凱旋的行列中帥領我們，面對外

經的經節，基督的話著實在他們裏面發芽、扎
根。感謝新竹市召會的弟兄姊妹們配搭服事這
樣的活動，讓我們臨近鄉鎮也有份於相調交通。
（關西 曾盧怡珊）
身為母親以後，我常常為著孩子能活在神的
家中而感謝讚美主。感謝召會看重孩子的屬靈
幸福，孩子們從年幼時就有屬於他們自己的聚
集，一群一同成長的屬靈同伴。平日有兒童排，
主日有兒童成全，每一季有讀背經展覽，寒暑
假還有性格操練的親子健康生活園。讓身為三
個孩子父母的我們覺得輕省快樂，因為知道只
要跟隨羊群的腳蹤，就滿了平安穩妥、喜樂洋
溢！
感謝主！實在是主的憐憫，讓我們這個家進
到兒童服事的核心交通中！從起初的茫然無
知、不知所措，經歷與人與神的交通、一次次
到主面前的禱告尋求，至終與弟兄姊妹們的配
搭、在愛裏彼此扶持、擔就。完滿結束這六天
的兒童歡樂學習園！
以前自己只是一個享受別人服事的小羊！感
謝主！如今主擴大我們的度量，讓我們也能服
事別人。也因著兒童服事，神成了我的拯救；
主其實很大！祂並沒有要我為祂做甚麼，祂只
要我天天吃祂、享受祂！所以我要信靠祂，並
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
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必從救恩之泉
歡然取水！(賽十二 2～3)。所以，這些日子雖
然忙碌，但實在享受與主甜美的交通，認識許
多愛主的姊妹們，也接受身體肢體上的許多幫
助與代禱。我心只有感謝與讚美！ (王陳景琳）
雖然我的孩子已經要升小一，我們家中也一
直有兒童排，但每想到作兒童、帶兒童，心中
仍感壓力，因為孩子的反應是直接、不假裝的，
情緒也是難控制的，最怕聽到孩子說：「好無

面各樣的暑期才藝班、先修班、夏令營…各樣
五光十色的活動，主仍然為祂預備了一班清心
愛主的小朋友及重視孩子性格養成的家長參加
了兒童暑假歡樂學習園。
有別於外面一般的活動，我們看重孩子的屬
靈教育，每早晨的屬靈早操，藉詩歌、呼求主
名挑旺孩子們的靈。一早進會場就可感受到他
們享受主的歡樂氣氛，使我也不得不跟著唱唱
跳跳。也藉著以賽亞書十二章的禱讀、背誦，
看著孩子此起彼落的背讀：
「…看哪，神是我的
拯救，我要信靠祂，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
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不知不
覺也被主的話再加強。
在每天的課程中也看見服事者的用心，看見
孩子每天都很開心且聚精會神進入課程，有時
點心時間到了還不肯休息。這次沒有安排隊輔

服事，卻有許多家長和弟兄姊妹們熱心義務的
配搭，讚美主的調度，及祂身體主動的配搭，
讓初次來的及福音朋友留下甜美的印象。
及至回到家中我們仍沉浸在這股歡樂的屬靈
氣氛中，孩子不斷向還沒信主的爸爸分享一天
的所得及展覽作品，也為著展覽拉著爸爸陪她
一起背經，一起學唱詩歌。感謝主，雖然暑假
學習園結束了，但這幅喜樂的召會生活景象卻
也進到孩子及家長裏面。
我們要向耶和華歌頌，因祂所行的甚是超
絕！但願這事傳遍全地！錫安的居民哪，當揚
聲歡呼，因為以色列的聖者在你們中間乃為至
大。（賽十二 5～6）
(劉英美)
雖然一開始在參加兒童歡樂學習園時，因為
一些小事而不來親近主，但是我知道在主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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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是要來享受主、親近主，不能為了一些不
開心的事而不來，於是我便向主禱告及悔改。
在禱告中，我好像感受到主向我說話，想到主
把我們從患難中救了出來，不讓我們被撒但引
誘，而我們卻把主忘記。後來我也經歷到主，
因為在第二天作科學實驗時，因著不是做得很
好而生氣，但再仔細想想，覺得在做每件事時，
其實都是有主在在扶持。當我明白以後，覺得
主就在每個人的身旁，只要有需要的時候向主
求，主一定可以為你實現願望。在最後我也要
向大家說：
『主耶和華是大能的，就算是有再大
的事，主也可以幫助你，以及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要害怕，只要有心向主求，常常呼求主名，
就能夠讓自己更親近主，阿們！』 (曾宜婷)

甜美的人生新體驗

很開心有機會參加這次
的活動，起初對活動沒有
多大的興致，但看見學長
姊的熱情和教授們的款
待，感覺讓人很溫馨，尤
其是經過這次的活動，讓
我更認識了教會生活，更
能面對未來四年的大學生
活和將來。(清大 魏偉哲)

重上也獲益良多吧！
(清大 邱冠霖)
大家雖然本來都不認
識，但是相處起來很愉
快，就像一個大家庭一
樣，日子過的很愉快，希
望以後能更深入了解主、

這次的旅程令我有了許多的想法，不管是在
智識上或是在心靈上。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
『你們當尋求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我
想，我來到大學就是為了要尋求知識以及追求
真理。感謝主讓我有這個機會認識許多朋友，
也感謝主讓我有機會更多認識祂。
(清大 陳揚升)

聖經和這個大家庭。
(交大 劉經瀚)
從這三天體驗了不一樣的感受。學長姊們親
切熱情地帶領我們參加許多活動，無私的接
納、包容我們，詩歌饗宴宛如在心靈中注入一
股活水，清澈澄淨。在各式的團體活動都玩的
十分盡興，也開了不少眼界。Home Stay 中，主
人也熱情地款待，並愉快地聊天，宛如是另外
一個家的感覺。可說是盡興而歸。(交大潘亮宇)

參加此次新生命之旅認識了學長、朋友、未

入住碧珠阿姨家後，感受到信主家庭的和樂

來的校園，更透過詩歌、聖經認識神。晚上在
home stay 跟教授談到了未來的方向，獲益良
多，讓我不再對未知的未來害怕迷惘。還有，
這幾天真的吃得太好了，我都狂吃，應該在體

氣氛，無私且由衷的愛與分享。曾經有所懷疑，
人的愛真的可恆久不變嗎？至後我才逐漸明
白，人的愛是有限的，維持幸福與喜樂的，是
主無止盡的愛。
(竹大 盧琪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