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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申言小組訓練後之實行上的加強
為 著 八 月 間 三 次 的 八人 申 言 小 組 訓 練 感 謝
主！由於參加人數眾多，不僅提升了各區主日聚
會中申言的質和量，也使各大組集中禱告聚會的
人數增加，並且禱告的負擔與士氣高昂，為九月
校園福音及各項行動立下良好的根基。根據統
計，全召會共有五Ｏ九位聖徒參加了八人申言小
組訓練，約佔主日聚會人數的一半，平均每個區
約有十位聖徒經過這個訓練。若每位受訓者都能
認真操練，每個區都照訓練的帶領幫助聖徒實
行，則申言人數就必突破現有的比例（35%）
，進
而達到 50%以上。這也表示我們在生活中進入了
主今天的說話，在聚會中勝過尼哥拉黨的教訓，
並實行人人申言，把基督的身體建造起來。
在晨興上加強
主日申言的根基在於平日的晨興生活，所以各
區仍要持續幫助聖徒在晨興的事上往前。目前，
全召會約有六成五的聖徒週間至少三次與同伴
晨興，這個比例超過受訓人數，指明我們至少可
以幫助未受訓的晨興者，一同進入申言的預備和
實行裏。由於多數聖徒週間工作忙碌，可能無法
完全照著訓練的要求，每日花半小時禱研背講當
日晨興的內容，所以不妨嘗試用週六的晨興時
間，與同伴多花一點時間，即或不能全篇進入，
至少可進入被分配的申言內容，好落實訓練的帶
領。另外，對於召會中尚未建立與同伴一週至少
三次晨興的聖徒，則是各區持續牧養和幫助的對
象，盼望他們也都能過申言的生活。若區裏有人
缺乏晨興或牧養的對象，則指明該區亟需傳福音
來得新人，好將他們也帶進召會的建造裏。
在週間的相調及牧養上加強
事實上，八人申言小組並非指一個區只有八個

人可以申言，而其餘聖徒不可以或不必申言，乃
是藉著操練，給弟兄姊妹一條具體在各區主日聚
會中實行申言的路，激勵更多人一同盡功用。比
方說，訓練的實行是在八人申言完之後，其餘聖
徒可繼續回應和堆加。另外，八人申言小組也並
非僅是為著主日的申言聚會，更是為著週間的配
搭、行動、相調與牧養；也就是說，所有在八人
申言小組裏的聖徒，當彼此作同伴，成為活力
排，在週間除了有晨興外，還可以一同去傳福
音，餵養新人並與聖徒相調。其實，若僅有主日
申言，聖徒週間卻沒有任何行動，長久下來也會
失去申言的渴慕；因為沒有流出，只有流進，至
終將成為死水。並且，若沒有走出去接觸人、與
人相調、傳福音或牧養人，就難有新人或聖徒被
恢復到我們的聚集裏，如此週週都只是與老面孔
相見，也會失去申言的負擔。為此，各區除了幫
助聖徒建立晨興生活和主日申言的習慣之外，更
需要帶動聖徒出外訪人，彼此相調與牧養。如此
到年底，相信各區就能達到在主面前訂下的目
標。
在主日聚會中有合式的安排
為避免主日申言聚會中聖徒們等待指定的八
人申言，甚至不申言。起頭的聖徒當有充分的預
備，在申言聚會一開始就能給一個清楚而簡要的
鳥瞰；接著六位聖徒也當分別按著順序並操練在
三分鐘內完成申言，避免等待，但也不需彼此爭
競。若有別人插進來申言，甚至不是按著順序，
也不必有所調整，凡事都當為建造。總結的弟兄
可在七人申言完後交通，也可先讓其餘聖徒分
享、見證，等到聚會結束前再申言。服事的弟兄
們一面可以鼓勵所有聖徒申言，但另一面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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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人，總是維繫著基督身體的平安。訓練是階
段性的，但要真被構成為申言者，帶進召會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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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需要我們都在這事上堅定持續的殷勤實行，
並投身其中。
（盧正五）

「為著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
－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第二、三篇

藉著追求這本書報，使我了解宗教、傳統、律
法、規條使人偏離神的經綸，使人不能經歷基
督，來為著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神的
心意是要基督這位奇妙者分授到祂的眾信徒裏
面，使祂能得著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割禮是用來
豫表對付肉體，安息日豫表基督是人的安息，飲
食條例豫表我們在與人接觸上在基督裏的聖別
生活。我們不該照著屬人的頭腦跟宗教的天性，
接受神話語中這些外在的項目，將其形成一種宗
教，而忽略了祂的定旨。舊約的律法固然好，但
神的經綸不在於好或壞。律法好像騾車，騾車並
不壞，但今天是巨型噴射機的時代，我們有神新
約經綸的巨型噴射機，就不該再堅守律法的騾
車。我們已經蒙了預定要接受基督，並成為祂身
體上的肢體。基督是神經綸的中心，也是我們得
定命、人位、生命和一切。儘管我們不在摩西所
賜的律法之下，但我可能在自訂的律法之下。我
們可能為自己的個人生活、婚姻生活和主的工
作，制訂十條以上的誡命，卻一條也守不住。我
們需要撇下這一切，好叫我們只在意基督。
加拉太二章十九節「我藉著律法已經向律法死
了，叫我可以向神活著」
，我們與律法沒有關係，
與神大有關係。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
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基督不僅是我們的生命，祂更實際的
活在我們裏面。姊妹們不該按律法定規何時該去
那裏購物，我們應該先查驗是基督或我自己想去
購物？那麼何時購物才對呢？乃是耶穌去購物
的時候。另外該穿什麼衣服？如何順從丈夫？如
何和人配搭服事？我們都需要經歷活的基督。基
督今天已經成了包羅萬有的靈，這包羅萬有的靈

是神所給我們福音的福。三章四節四次提到那
靈，二節「接受了那靈….是本於聽信仰」，三節
「靠那靈開始」
，五節「豐富供應你們那靈」
，十
四節「藉著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那靈與
肉體形成對比，宗教與律法都與肉體有關，三節
說「你們既 靠那靈開 始，如今還 靠肉體成 全
嗎？」，丟棄律法脫離肉體的路乃是轉向那靈。
所以我不要憑自己想要把愛筵飯食做好，也不要
想努力絞盡腦汁想要寫出一篇好的見證或申言
稿，我需要呼求主轉向那靈讓那讓那靈來帶領
我。
神的救恩並非把我們從地獄救到天堂，從作錯
救到作對，而是從一個人位救到另一個人位，就
是從我們的己救到基督。所以我們不該出於自己
來愛、來恨，我們該以聖別、神聖的方式來愛或
恨。我們總活在兩個範圍裏，肉體的範圍與那靈
的範圍，我們可能前一刻在那靈的範圍裏，下一
刻卻立刻轉 到肉體的 範圍 裏。我 們需要呼 求
「哦，主耶穌！」這是脫離肉體，進入那靈最簡
單的路。僅僅禱告求主救我們脫離肉體，還是不
夠的，迅速轉向那靈的方法乃是呼求「哦，主耶
穌！哦，主耶穌！」。呼求主名真的有用。
我們不該發自肉體下定決心要作某事或不作
某事。這不該是我們所在的範圍，我們所需要在
的範圍乃是那靈的範圍。我們不該只是仰望天上
的基督，也不該在我們心思的分析和思慮裏來尋
找祂，我們該轉向我們的靈，呼求「哦，主耶
穌！」。我們經歷基督做那靈的結果和成果乃是
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主正在恢復我們經歷真
實、內住、鮮活的基督，使我們有合適、實際、
隨時並經常性的召會生活。
（邱卓美月）

每月一書追求進度
日期

9/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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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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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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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遠的定旨成為我們榮耀的定命

九月四日是個榮耀的日
子，全台有超過八千多位中、
青職聖徒，一同有分於全台青
職特會，在北中南各地同時舉
行。這次特會的總題是：神永
遠的定旨成為我們榮耀的定
命。共有四篇信息。每ㄧ篇信
息之後皆有操練的負擔。

齊心努力，除了迫切禱告外，
並列出名單打電話邀約，外出
探訪人。聖靈在人心裏作工，
許多青職聖徒便一一報名，結
果人數就節節上升，超過我們
所定的目標。當天新竹有七輛
遊覽車，加上許多聖徒自行開
車前往，ㄧ同去過節，有分聖

第ㄧ篇「作神永遠定旨的召
會及神與人的宇宙羅曼史」－為著完成神永遠的
定旨，我們需要奉獻過晨興的生活。第二篇「神
殿與神城的恢復」－我們必須過團體的神人生
活。第三篇『爲著豫備新婦的時代職事』－我們
必須過追求主話的生活。第四篇「主恢復的康莊
大道－達到錫安的高峰」－我們必須過福音開展
的生活。
新竹市召會報名中區青職特會共有 361 位，另
有 3 位報名北區，實際到會人數約有 350 位。讚

靈的說話和行動。
在這榮耀的聚集裏，弟兄姊妹踴躍上台奉獻，
在四項操練上奉獻自己。新竹市召會共收到 197
張奉獻心願書，求主記念每ㄧ位在祂面前的奉
獻。我們需要起來為這些奉獻的青職聖徒代禱，
盼望靠著主的恩典，成就他們所奉獻的。
青職要從工作和生活的霸占中被釋放，他們就
需要有屬靈的同伴，落實天天晨興的生活，週週
追求主的話；好叫他們行走有力，奔跑卻不困
倦；在職場上有活力，向同事傳福音，過福音開

美主！祂所成就的超過我們所求所想。在ㄧ週前
原報名青職特會人數僅 120 位，經過八月下旬全
台同工長老聚會交通後，新竹市召會目標改為
360 位。在這樣短的時間裏，要達成這樣高的目
標，令人覺得這「怎們可能！」
感謝主！在祂沒有ㄧ件是不可能的，在身體裏
我們就得著加力、得著信心。負責弟兄與眾聖徒

展的生活。召會中的中壯年，並有負擔的家，要
常關心他們，約他們到家裏愛筵並相調，使他們
得著顧惜和牧養。整體上，我們也盼望規劃對青
職聖徒有專ㄧ的成全，使青職聖徒在真理上有追
求，生命上有經歷，而長出功用來，成為承擔召
會託負的青年人。
(青職服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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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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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861

1,826,528

76,333

26,017,755

本月支出

1,678,336

1,602,003

76,333

21,373,515

本月結存

224,525

224,525

0

4,644,240

禱告事項
日供應的豐富度。
三、大學代禱事項：1、請為校園福音後續的聖經陪
讀並且使他們能受浸帶進召會生活禱告。
2、請為大學校園福音及核心成全禱告。
四、青少年代禱事項：請為每週六 18：30～21:40 於
新光會所實施之讀書園及成全蒙恩禱告。
五、青職代禱事項：請為青職特會後蒙恩開展禱告。
六、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4 區周欽錫(肺癌轉移受控
制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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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年下半年各大組召會生活人數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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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163
227
180
773

332
254
344
254
1184

136
88
138
108
470

239
230
263
228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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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韓國眾召會青職聖徒來訪：9/20(一)韓國青職聖
徒 38 人來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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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9/28(二)19:30 全召會
集中於仁愛會所禱告事奉聚會。
四、兒童排成全訓練：10/2(六)16:00～19:30 於仁愛會
所舉辦。費用：大人 100 元(餐費及雜支)、兒童
60 元(餐費)，歡迎兒童服事者、有心願開排聖徒
及家長參加，請於 9/30 前向賴林芳祺姊妹報名
0921-090805。(詳閱通啟)
五、新竹市召會手語學習營：10/3(主日) 13:15～14:45
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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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對手語有興趣者於 9/30 前向執事室報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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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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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每人 1,000 元，第二梯次每
人 1,200 元，請各區於 9/24 前報名並繳費。(詳閱
通啟)
七、全時間訓練歷屆畢業聖徒相調聚會：第一梯次
11/5( 五 )19:00 ～ 11/6( 六 ) 中 午 、 第 二 梯 次
11/6(六)19:00～11/7(主日)中午於中部相調中心舉
辦，個人參加費用 250 元，家庭報名參加四人房
1000 元，六人房 1200 元，報名截止日：10/17。(詳
閱通啟)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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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9 月 06 日 至 2010 年 0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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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108
207
186
12
45

237
55
162
103
7
34

306
105
215
189
16
93

250
75
175
147
7
56

1085
343
767
625
42
228

95
48
61
67
－
－

369
95
185
196
－
－

122
24
119
49
－
－

98
48
135
61
－
－

53
9
55
25
－
－

46
17
16
32
－
－

13
8
21
6
－
－

60
10
75
44
－
－

31
12
22
23
－
－

14
10
15
13
－
－

437
138
458
253
－
－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9/21(二)
9/20(一)
韓國青職聖徒來
10:30 青少年期初 訪
福音
19:30少數負責弟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9/28(二)
9/27(一)
9/26(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少數負責弟
兄召聚專項交通 19:30全召會禱告
聚會
事奉聚會
9/19 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9/22(三)

排聚集
9/29(三)

排聚集

9/23(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9/30(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9/24(五)

排聚集
10/01(五)

排聚集

9/25(六)
大組核心交通
10:00 兒童讀背經
展覽
10/02(六)
大組核心交通
16:00 兒童排成全
訓練

主後 2010.09.19 第二八五期

腓利門書中的生命與建造
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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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腓利門書雖然只有短短一章，常為人所忽略，
但若稍微仔細與歌羅西書比對研讀，再加上恢復
本聖經註解及生命讀經的幫助，則可以看見其中
所啟示在經歷上的生命與建造。
信徒在生命上的第一個經歷－重生，就是人在

在重生的基礎上，神最終所要達到的目標乃是
建造。這個神聖的建造就是召會，至少有七方面
如以弗所書所揭示的，但其中最高的一面乃是新
人。歌羅西書三章十一節說到在這新人裏：｢沒
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

天然的生命之外，得著神永遠的生命，作為新人
的新源頭和新元素（約翰福音三章六節註六。）
我們如何能看見腓利門書所揭示在經歷上的重
生呢？腓利門書是保羅第一次被囚於羅馬將獲
釋時所寫的，為要將他在獄中所帶得救的弟兄歐
尼西母，推薦給在歌羅西的長老腓利門，盼望能
為腓利門及當地的召會所接納，而歐尼西母原是
腓利門的奴僕。他會進到羅馬的獄中不是由於積
極的因素，乃是因逃離他的主人腓利門。在當時
的羅馬帝國這一個半野蠻的社會中，像歐尼西母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從歌羅西書四章七至
九節得知，此書和腓利門書這兩封書信，至少是
藉著推基古和歐尼西母帶去給歌羅西的召會和
腓利門的。當腓利門得見保羅交通到歌羅西書三
章論到新人的這一段時，若仍視歐尼西母為｢他
的奴僕｣，他就無法看見並經歷宇宙的新人。同
樣的，若歐尼西母仍害怕腓利門為｢他的主人｣，
則他也無路享受在新人裏同等的地位。這真是甜
美！主人看奴僕時只見基督，而在奴僕眼中看主

這樣的｢逃奴｣，是可以被主人處死的。如今，保
羅憑著一封信，就盼望腓利門接納從獄中回去的
歐尼西母。他為何能有如此的信心？因為歐尼西
母是保羅在獄中，用福音所傳輸的神聖生命｢生｣
的，所以在腓利門裏面的永遠生命，也成了在歐
尼西母裏面同樣的生命；這使歐尼西母｢不再是
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弟兄｣（腓利門
書十六節）也是｢忠信親愛的弟兄｣（歌羅西書四
章九節）只有重生的人如腓利門，能赦免背叛而
又歸回的人如歐尼西母；也只有重生的人如歐尼

人時也只見基督。這就是照著神接納。這樣接納
的結果不只是和平相處而已，更是成為新人，也
就是神所要達到的建造。
正當今日的社會貧富、身份及地位差距日益懸
殊，並且充滿了不義與仇恨之際，若召會生活中
的每一位信 徒都能經 歷重生而有 的赦免和 相
愛，並達到神聖建造的目標而成為團體的新人，
這必使世人受吸引，使仇敵蒙羞，使神得榮耀，
並使召會得祝福。
（盧正五）

西母，能不懼怕的歸回他的主人如腓利門。

舊約讀經心得

誰能寄居神的帳幕？誰能住在神的聖山？

詩篇十五、十六兩篇都是大衛的作品，前後並
列，顯示遵守律法和有分於基督之間的對比。然
而，這兩篇詩似乎都在陳述大衛對他在十五篇一
節，起頭所發問題，即本篇心得標題的答案。只
是兩者間有很大的差異，不過，若把它們當作前
後過程和經歷，就頗合理，而不足為奇了。
十五篇一節明白指明，大衛正在為何種人能與

神同住在祂家裏而尋求解答。初步的答案記載在
下面二至五節。按照大衛的觀念是，合乎律法的
完全人能與神同住，滿足祂的心願和喜悅。因
此，五節說，行律法上所寫善事的人，必永不動
搖。幾乎相同的末句，十六篇八節也提及，可見
大衛在十六篇仍思考相同的問題。然而十六篇的
解答卻與十五篇大異其趣，是啟示惟有神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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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滿足神的心願，並成就神的喜悅。（太三 17，

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

十七 5）祂是神來成為人，過一種滿了神聖屬性
彰顯於人性美德的人性生活、受死、復活、並升
到神的右邊，惟有祂照著律法是完全的，能寄居
神的帳幕，與神同住在祂的聖山上。在神的經綸
裏，惟有神人基督這神的長子，連同基督許多的
弟兄，就是神的眾子（羅八 29），能滿足神的心
願，並成就祂的喜悅。因此，這兩篇詩之間的轉
折，正合羅馬八章四節所言，
「使律法義的要求，
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
（神人的特性）身上。」

好。要召會生活持久、美好，必定要懂得享受神
作產業，且經歷祂的持守；還要懂得經營、享受
祂量給我們的地界。神量給我的地界，若是校
園，我就作學生工作，若在社區，我就服事社區
及兒童，若在鄉鎮，我就開展召會。總之，祂賜
給你我的地界，必定坐落在佳美之處，是肥沃美
地，等待我們去開發、去經營，必有豐富生命的
收成。
十六篇結尾九到十一節，一面論到基督的死與
復活，另一面也啟示我們如何藉經歷、應用它，

十六篇說到奇妙的神人基督（8～11，參徒二
25 上），有四個階段：祂的人性生活（也含示祂
的成為肉體，1～8）、祂的死（9～10）、祂的復
活（10～11 上）和祂的升天（11 下）。在人性生

而活在神家中。其關鍵或許就在其前節（8）前
半，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這是我們過召
會生活，經歷得勝的秘訣。不讓人、事、物、世
界等在我面前，只將「是」的神擺在面前，讓衪

活這一段，大衛向神有一個禱告。第一句話就顯
示人無法沒有神只遵守律法。人迫切需要神「保
守」（原字即創二 15 的「看守」），也要「投奔」
（原文意尋求保護）於神。簡單說，沒有神的保
守和人投奔神求保護，人是無法作到十五章末節
說的「行這些事」，也就無法不動搖地寄居神的

的是成為我們的是（使我們被祂的是構成），我
們就會經歷「因祂在我右邊（高舉的地位），我
便不至搖動。」因為和基督一樣，我的心快樂，
我的靈（或舌）歡騰，我的體安居，甚至我的魂
也不被撇在陰間（經歷死而復活）。這樣我們活
著就是基督（腓一 21）
，是神的聖者不見朽壞（經

帳幕和住神的聖山。接下來第二節更強調「你是
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以神為主，只
有神是我們的好處，是每一位與神同住的人必須
認識和經歷的。不只如此，第三節更推廣至同住
的「聖民」
，神家中不只有神，還有地上的聖民，
我們必須認識他們是尊高的人，也是我們所最喜
悅的。用新約的語言，要住在神家裏，要過召會
生活，體認同住聖徒的尊高，與在愛裏喜悅弟兄
姊妹，絕對是必須又必要的。另外，還要有兩面

歷復活、升天）。這就是神指示我們「生命的道
路」：在祂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祂右手中有永
遠的福樂。這雖是豫言，基督在神面前有分於滿
足的喜樂，指明祂升到天上到神面前，為要享受
祂所達到、所得著的。（徒一 9～11，二 36，五
31，腓二 9～11）基督也享受神右手中永遠的福
樂，指明在祂的升天裏，祂在神的右邊超越一
切，好完成神關於召會—基督身體—的永遠經
綸。（弗一 20～23）當然這也將是我們住在召會

的享受和經歷：一是耶和華神是我的產業，是我
杯中的分；我所得的分神為我持守。祂用繩量給

中，活在基督裏，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的最終結
果。阿們！
（董傳義）

畢業生見證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得救經歷
我叫葉明政，出生於台北景美，一個傳統信仰
的清寒家庭。第一次認識主耶穌，是在我大約
六、七歲的時候，當時因著耶誕夜的到來，母親
在那天晚上，因著無聊就帶我到住家附近的教會

看看，去參加他們的活動。那時候看到教會的基
督徒們臉上帶著喜樂的表情，這樣的景象就給當
時很小的我對基督教有著不錯的印象，也想像著
何時也能像他們一樣。得救前，我總是在學校每
學年開始的學生身分調查時，於宗教信仰那一欄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都會填上基督教；我並不受家裏傳統的信仰所拘
束，我覺得自己不屬於此，甚至對此沒有什麼親
切感可言。這種奇異的行為就成為對主的信心，
儘管只有芥菜種那麼小，且斷斷續續，主揀選了
我成為祂的兒女－2002 年 12 月 29 日在台北十三
會所年末的感恩聚會中，我信而受浸成了真正的
基督徒，不再是學生身分調查時那自認為是的基
督徒了。我的母親也在我受浸同一天成為基督
徒。
在竹大的召會生活
高三升大學的指考結束後，我的成績不甚理
想，起初選填志願的時候，因著自己不想離開台
北，加上要減輕就學貸款的負擔，所以要讀的學
校只限於台北縣市的國立大學。然而藉著與服事
者的交通，才打破自己之前的堅持，將志願填到
新竹教育大學；而主也祝福了這樣的交通，最後
考上了新竹教育大學。進入竹大之後，也與竹大
的服事者和姊妹們交通關於住宿的事宜，而我選
擇住進弟兄之家的原因，是因為學校宿舍的設備
過舊(在大一開學時去宿舍傳福音時，設備已經更
新)，才放棄新生的保障入宿。
在那一年(2006)，竹大是沒有弟兄之家的，但
自從我和羅信生弟兄考上竹大之後，在開學前幾
天就成立弟兄之家，只是自己並沒有這樣的意
願，覺得有些倉促。儘管如此，我們兩位剛考上
的弟兄還是 從清大弟 兄之家搬到 竹大弟兄 之
家，在新的學期受成全。雖然自己在竹大過著召
會生活，也經歷以前高中時台北服事者們所見證
的弟兄之家的生活。其實我是過得相當勉強，處
於弟兄姊妹比例可說是相當懸殊的環境下，服事
起來頗為吃力，自己的壓力也相當大，若自己的
屬靈光景不穩定時，更是如此。在大一下，因著
經營不力，竹大弟兄之家暫時解散，我又搬到清
大弟兄之家，也與清大的弟兄們多有配搭服事，
直到大二下學期，竹大弟兄之家再成立後才搬回
來住。

青職特會蒙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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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考過兩次轉學考，其因素一方面為著是尋
求更好的學術生態，另一方面也是逃避自認為惡
劣的服事環境，然而主並不是要挪去環境，而是
要我在環境中能夠轉，倚靠祂作恩典加力，所以
在大一、大二的轉學都失敗了。在大二下回到竹
大弟兄之家後，才開始順服地與弟兄們配搭竹大
的福音；其間，我偶爾也會與弟兄們在相處上出
問題，但在弟兄之家，主保守我們，也在過程中
磨合變化，一步一步使我們逐漸在生命性情上像
祂。
大四正逢忙碌的時候，我接下了晨星社社長的
職務，同時也在撰寫畢業專題和準備研究所的考
試。起初管理社務的時候，很容易因著責任的關
係，雖然在表面上與弟兄姊妹相處得當，而私底
下自己卻不喜樂。但主耶穌記念這服事，這成為
我服事社團的主要動力。主陪著我過了學校的考
驗，在今年四月底的竹大社團評鑑中得到甲等的
好評，且年年進步，這不只是在生命真理上，也
包含對學校及評審老師們的見證，在在彰顯主耶
穌這包羅萬有的豐富。另一方面主也記念我的勞
苦，儘管社務繁忙，從畢業專題的研究撰寫到口
試的過程中皆頗為順遂；研究所的考試，也順利
考上交通大學和中央大學。
死蔭的幽谷 基督的慰藉
箴言二十三 1～4：『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
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
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
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竹大，自己或許是在經過這般幽谷，但所經歷
到的，乃是尋得主這谷中的活水，成為我的倚
靠、享受，也漸漸地帶領我走過這四年的環境。
不論順境或逆境、逢時不逢時，唯有基督作恩
典，向著我發出亮光，才是真正該行的路。
(葉明政)

恢復起初的愛，甘心獻上自己

這次的特會讓我們看見「神永遠的定旨」要成
為我們榮耀的定命，而祂永遠的定旨就是召會。
但是召會墮落了，因此我們需要起來承接託付和

職事，恢復到照著神原初心意的光景。
特會中弟兄們多次地強調現在有許多的光景
「起初並不是這樣的」，這實在提醒我需要更新

我的奉獻和看見。許多時候我們的召會生活已經
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對主的主觀經歷也很稀薄
而且不再新鮮，但這樣不冷不熱的老舊光景卻是
主所恨惡的，因此我們需要再恢復對主新婚的愛
情。當我們因為對主的愛而甘心獻上自己成為活
祭時，主就要在我們裏面有路，我們裏面也就自
然而然地有負擔和承接託付的心志。求主繼續得
著我們、堅固我們，使我們不停在這裏，而是繼
續不斷地揀選基督並過完成神永遠定旨的生活。
(吳玫珊)
信主十年，這是第一次參加青職特會，以往因
孩子的關係都無法成行。這一次因姊妹們的激
勵，鼓起勇氣請假參加特會。
特會中看見姊妹們不斷的奉獻自己、家庭及孩
子，聽見弟兄交通他如何將孩子從小奉獻給主，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主如何帶領孩子，使孩子一直活在恩典中，激勵
我再次將自己的三個孩子奉獻給主。其實孩子們
也知道他們一直活在恩典中，無論家中經濟狀況
如何，主也未曾讓他們餓過一餐。而且在現今的
世代，無論父母多麼努力成全孩子，若沒有主，
也無法使他們脫離世界。主說：「人若賺得全世
界，卻賠上了魂生命，又有何益處？」看到現代
的青年人多是為了工作，賠了健康及家庭，促使
我更竭力的將這三個孩子奉獻給主，因為不論他
們在世界中賺了多少，失去生命的價值，都是上
算的。
我相信三個孩子會一直在主手中，未來的路如
何，我不需擔憂，因為他們是主的兒子，主知道
如何塑造他們成為有用的器皿。
(林淑雯)

祂是窯匠，我是祂手中的工作

因著在台中已十年多，有一點
我有點不服，又有許多的憂慮：
心弟兄不能勝任這裏的服事；耽
調、建造；耽心這裏沒有前面同
想來。但在禱告中，主給我二句
意。其餘的，祂必負責。於是放
祂真是一位全有、全是、全豐
的神，祂能為我創造我所需要
的。首先是老二公托的幼稚園，早在五月底就
招生完畢。我們六月中才知要來這裏，當然學
校已額滿。但我們認定主，向祂禱告。三個小
時後園長來電，恰巧有一位小朋友搬家，這個
空缺就給我們的孩子，真是感謝主有這樣的預
備。如今兄弟兩因著讀相同的學校，有共同的
話題，感覺相近，就能彼此激勵而愛上學、愛
讀書。這是在台中沒有的，主撫平了我第一個
憂慮。不但如此，在屬靈上，他們週中有三個
兒童排，主日有兒童聚會，得著多面的培育和
成全，使得他們向主更有胃口，很願意在生活
中操練性格，讀、背經。看到他們又長進又喜
樂，我實在感謝主的帶領。
七月初來到新竹經延會所，弟兄們已等在會
所幫我們卸貨，內心實在感動。已不知搬過幾
次家了，從未有一次是新到的地方會有人來幫
忙。或許是還不熟，未建造過，只好自己忙自
己的。但這裏的弟兄們卻能這樣的扶持、顧到，

久了，所以弟兄們要我們來新竹。
耽心孩子不能適應這裏的學校；耽
心這裏的聖徒都是巨人，不容易相
工的供應，我們會短命，所以極不
話：只要信而順從，所往都是受
下所有的疑懼，隨主來到新竹。
讓人好窩心。接下來，實在享受弟
兄們積極、主動、竭力的靈。不會
因弟兄是全時間的，就被動著配搭服事。反而，
都是他們來電要求有交通，這又是開我的眼
界。已過在中縣三年，全時間者有如校長兼工
友，真是忙碌得團團轉。但這裏弟兄們各個像
全時間的，都忠信的盡職，盡力的負責且同心
合意得人，帶進繁殖增擴。這樣健康生機的光
景，我何懼弟兄會擔當不起而倒下？反而，他
更被挑旺、焚燒且更被擴大。如今，他天天都
好喜樂的出去湧流。那我呢？雖然我覺得沒有
名人開特會供應我，成全我，但聖徒們的愛主，
積極擺上就是名人。實在被你們加強許多，所
以這兩個月來向主滿了感恩，謝謝祂把我們帶
來這裏，使我們有更多的突破，學習。在生命、
真理、事奉、為人處事上都能更往前。
主阿，是的，您是窯匠，我是您手中的工作。
每一個階段，都在您的主宰權柄之下。我只要
信而順從，好讓您甄陶的手，一直塑造我成為
您的傑作。
(陳林秀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