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後 2010.10.31 第二九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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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不懈怠 相調心開懷 活力無阻礙 增區新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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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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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實行新路的命脈－家聚會
每逢召會傳福音，主的同在及祂奇妙的作為總
是那麼實際，感謝主又再次給我們經歷到「撒種
的和收割的一同歡樂」(約四 36。)由最近的福音，
無論是對大專生或青職，都印證了主的話「莊稼
固多，工人卻少」(太九 37。)因此我們應當儆醒
地乘上聖靈的水流，受差遣出去與祂配合，接觸
我們周遭的親友、鄰舍、同事及同學，邀約他們
甚至勉強他們來聽福音，將大好信息報給他們。
召會在未來兩個月，各小區還會在福音的負擔裏
接觸人，我們當抓住每一機會為主作見證，並且
預備自己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過「來去來」的
生活。至於在這波福音浪潮中，受浸歸入基督，
得享神救恩的新人們，我們也當趁著寶貴的黃金
時段，在他們身上勞苦，將純淨的話奶牧養、餧
養他們，使他們能健康地在生命中長大，並樂意
留在召會生活裏，與眾聖徒一同享受生命之恩。
傳福音最有效的路，家家打開傳福音
在五旬節那天，初期召會開始建立，彼得傳福
音先有 3000 人得救，之後又有 5000 人得救。但
奇妙的是聖靈帶領這些聖徒，實行一種新的生
活。「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在殿裏，
並且挨家挨戶擘餅，……，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和他們加在一起。」(徒二 46-47。)挨「家」挨「戶」
的聚集是當時的實行，也就是說每位聖徒的家，
都是為聚集打開的，無論他們光景如何，天天都
為著福音把自己的家打開，剛強的或輭弱的家都
是福音的一個站口。一面他們將家打開，另一面
他們也實行送會到家。「他們每日在殿裏，並且
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
(徒五 42。)傳福音、教導真理、擘餅、禱告是他
們每天聚會主要實行的四件事。因著當時召會生
活的實行，結果使「神的話擴長起來，在耶路撒

冷門徒的數目大為繁增，也有大群的祭司順從了
這信仰。」(徒六 7。)
傳福音最有效的路乃是家家傳福音，若是眾人
都這樣，就會看見我們都可以傳福音，也都該傳
福音。事實上，我們傳福音也應是時時的。福音
最有效的路，就是家家、時時說基督。一天 24
小時每個肢體都在那裏操練靈、運用靈，所以要
幫助每位聖徒都打開家說基督，特別要鼓勵那些
軟弱的，甚至久不聚會的聖徒將家打開，操練傳
福音，將他們認識的福音朋友邀來向他們傳講，
這樣作會吸引人，叫人感覺親切。只要他們一開
口，冷淡的心立刻會火熱起來，不僅可以恢復他
們起來愛主、追求主，更可以將親友帶得救。照
著已往的經驗，我們發覺越要保持生命正常，就
越需要一個動的力量，需要一個往前的光景。我
們越想守住所有的，就越沒有，越想要保持，就
越會漏掉。然而，我們憑著信心走，為主傳講的
時候，很奇妙主就與我們同在，我們的靈就興起
來了。我們越接觸人，裏面的人就越動起來，也
越有膏油的塗抹。
得人、留人、成全人，藉家聚會照顧新人
「家」不僅有攻的一面，比如挨家挨戶叩門傳
福音，帶人信主得救。它也有守的一面，如作家
聚會叫果子常存。一個是生，一個是養。家聚會
重在帶領新人，在真理上往前，在生命上長大，
不只是餧養，更是教導。因著這一步，將影響召
會生活的體質，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把新人照
顧、成全起來，使他們過實際的召會生活，不僅
是要靠新人成全訓練，更要有師父帶徒弟，一對
一的教導，就像農夫撒種一樣，把我們自己撒到
新人裏面，讓他們看見我們所看見的，聽見我們
所聽見的，以基督為他們的頂替。這些細緻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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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製作的工作，在大聚會中是無法做到的，只
有在家聚會中有確定的負擔，及確定的照顧者才
能實現，因為有家才有托住的力量。
新路的福、家、排、區雖然行之有年，但我們
對家聚會的認識，仍然不足。我們也曾在家中實
行區、排聚會，實行兒童排，甚至神人家庭生活，

一大組相調報導

牧養、餧養自己的兒女，但我們這樣的實行並不
普遍，且在照顧新人的事上，有許多地方需要主
的恩典，盼望我們都能接受託負，忠信的實行家
聚會，實現得人、留人並成全人的目標。
(張振雄)

石門山相調為「一」

感謝主！一大組弟兄姊妹
們引頸期盼近二年的大組服
事者相調，在已過週末終於如
期於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舉
行！
原本大組弟兄們早就規劃
在 9/3～9/4 舉辦，但因與全台
青職特會撞期，又適逢颱風來
襲，乃延至 10/15～10/16 舉行。
讚美主!祂實在給我們最合
適的天氣，期間讓大家身心都
覺得非常舒爽。15 日當天晚上有一個甜美的相調
聚會，各區分享各區的蒙恩，弟兄姊妹都敞開交
通，甚至連未得救的家人都與我們調在一起。
次日清早，弟兄姊妹們三三兩兩相約去爬石門
山，個人照著自己的體力選擇適合的路線，沿途
實在滿了喜樂的光景。步行約 5～10 鐘可達一個
的平台，可眺望附近的風景，向西觀看可遠眺新
竹縣關西六福村動物園、欣桃火力發電廠等，向
北可見淡水觀音山、大屯山及桃園縣十三鄉鎮，
若面向東方，臺北的金面山、鴻禧山莊及 101 大
樓皆可一覽無遺。繼續往前 5～10 分鐘又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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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台，景觀也不錯，不過
接下來約 20～30 分鐘路程
的三角點，就有點難度了，
然而我們這組有位師母，後
來也抵達三角點與我們會
合，可見也並非太難。由於
後面還有行程，所以我們就
折返育樂中心用早餐。
飯後稍作休息，進行相調
的最高潮－親子快樂時光，
為了讓老少都能彼此認識，
活動服事者設計了破冰遊戲，其一為”基督戰士
拳”，藉由”動手動腳”使我們零距離。活動完
後大夥兒一同去吃活魚，享受屬地的豐富，之後
再到石門水庫欣賞風景。看看週遭的舊造，再看
弟兄姊妹裏面的新造，就愈發寶貝新造，因為只
有新造才是存到永遠！
這次相調共來了 56 位大人，17 位幼童，願主
藉著外面的相調，把我們大組服事者調成一個，
有同一看見，同一的目標，產生同一的負擔，一
同向著標竿直跑！
（張建財）

土耳其開展交通

1、上週三傍晚我們與從美國來的 Dan 弟兄及
Emmanuel 弟兄兩個家庭碰面，他們是那位住在
Bursa 的 Ella 姊妹之兄弟，這次他們是專程來看
望 Ella。他們在 Bursa 及土耳其南部留了約一週
時間，之後到伊斯坦堡。期間他們與 Ella 有一些
禱告及交通，覺得 Ella 對主是有一點心願，但仍
需要被加強。而 Emmanuel 弟兄的太太是在巴勒
斯坦出生，在美國長大的阿富汗人，她自小就在
美國的回教學校讀書，之後在大學時期認識了
Emmanuel。後來 Emmanuel 弟兄得著復興，開始
享受主並向她傳福音，她覺得接受不了，就與

Emmanuel 分手。可是，當分手後，她向神禱告說，
她不明白為何 Emmanuel 那麼喜樂，求神也給她
同樣的啟示。之後，主漸漸開啟她，有一次有朋
友請她到一個福音聚會，她受感動並願意到台前
接受主，剛好 Emmanuel 弟兄也在那次聚會中，
並且看見她決志信主。原來他們雖然分手，但
Emmanuel 仍繼續為她的得救代禱。當聚會完畢
後，Emmanuel 弟兄就在她的車前等他。這實在是
何等美妙的故事！
2、週三 Elaine 與我們一位福音朋友 Evrim 一起
吃午餐。Evrim 最近搬到亞洲區居住，並且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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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修經濟法律。因著工作關係，她經常需要到
國外（主要是歐洲一帶）出差。她想找機會到英
國看看，去年八月本來 Elaine 是打算和她一起到
英國並參加愛爾蘭的特會，可是因病未能成行。
我們繼續把這事交在主手中，仰望祂進一步的帶
領。
3、關於土語文字翻譯工作的進度，我們已完
成《包羅萬有的基督》及第一和第二本小冊子的
校對，《生命的認識》已完成第二校，我們希望
能在十二月初完成所有校對，以便進行排版工
作。請繼續為這工作的進度代禱。
4、昨天在黎巴嫩服事的 David 弟兄經過塞浦路
斯，與 Benjamin 及 Jacqueline 有短暫會面。由於
David 弟兄是在南塞浦路斯一個機場轉機，所以
Benjamin 弟兄請了一位的士機司 Seral 載他們到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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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上兩次我到塞浦路斯時，都是 Seral 來接
送我們到機場。David 弟兄及 Benjamin 弟兄在吃
午餐時，把握機會向 Seral 傳福音，最後 Seral 願
意跟弟兄們一起呼求主。之後，Seral 送 Benjamin
回家後，Benjamin 請他留下，並將土語的《人生
的奧祕》及《基督是神》給他看，Seral 便在那裏
安靜地閱讀這兩本小冊子，約有三十分鐘的時
間。我們相信若不是主的工作，Seral 是不容易敞
開接觸主，因為他的親人在七十年代塞浦路斯的
戰亂中被希臘人殺害。我們需要求主繼續在他身
上作工，使他能對主有主觀的經歷。我們也需要
為著 Benjamin 及 Jacqueline 禱告，特別是 Benjamin
在 GAU 的教學時間及他身體的健康。求主打發
更多聖徒到那裏配合祂的行動。
（土耳其開展弟兄們）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六篇生命活水流通的結果、第七篇神在羔羊裏流出作生命
第六篇：生命活水的流通是在於兩面的敞開，
一面向神敞開，一面向人敞開。有的弟兄姊妹和
神是有交通的，但向著人卻是關閉的，神的水流
無法從他們裏面流出去。有的是因為天性內向，
有的是因不熟悉環境，有的是要學所謂屬靈的功
課，不願意把裏頭的寶貝都顯露出來。然而，無
論什麼原因，不敞開總是不對。這三種不敞開的
情形我們都得勝過。首先，要接受破碎，對付天
然，要作開啟、外向的人。不是說在任何場合都
必須說話；而是說在聚會裏交通，為主作見證，
傳福音，講真理，禱告，讚美，祈求，在這些事
上必須反自己的天性，把自己敞開。
其次，要勝過叫你不能敞開的環境。我們的靈
應該剛強、高昂，不該被環境征服和支配，卻該
征服或支配環境。第三，要勝過因要學功課，不
願顯揚自己而造成的不敞開。顯揚的問題在於存
心動機，我們應該做開口的基督徒，到處都聽得
見我們的聲音，而並不顯揚；這才是真正屬靈的
不顯揚。
所以，要讓活水流通，我們必須兩面都開，又
開又通。基本的問題就在於禱告。我們必須多禱
告；要向著神禱告，也要同著人禱告。就算是對
外邦人傳福音，我們的靈若是強，對方即使是官
長或大學教授，都能帶著他禱告。

活水流通的結果，第一是得著生命的供應，享
受基督的豐富，靈感就多，啟示也多。第二，帶
來亮光，裏面明亮。第三，解人乾渴。第四，吞
滅死亡，海水得醫治，不毛之地能百物生長，就
是召會生活中沒有閒話、是非、批評論斷和意
見，帶許多人得救，叫人得造就，興起人來事奉
主。第五、沖洗污穢。第六，新鮮沒有陳舊。第
七、產生工作的果效。
第七篇：全本聖經是以新耶路撒冷為結論，而
新耶路撒冷又是以寶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做
結論。全本聖經就是以「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
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河裏長著生命樹」作中心、
作路線。神來作羔羊，在祂的救贖裏，藉著祂的
掌權和施恩流出來給人接受，在祂的兒子裏作人
的食物，在祂的靈裏是人的活水。結果這些享受
祂的人，就是讓祂通過的人，就變化成為金子、
珍珠和寶石，都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份。不接
受祂，不讓祂流過的，最終都要到火湖裏。所以，
我們現在的責任，就在於怎樣把祂接受進來，再
讓祂流出去。我們的禱告、唱詩、為神說話，就
是讓祂流出去。
(蘇秀瑛)
※附註：11/01～11/07 追求進度為八、九篇

禱告事項
四、大學代禱事項：1、為校園福音後續的陪讀聖經
並且使他們能受浸帶進召會生活禱告。2、為大
學校園福音及核心成全禱告。
五、青少年代禱事項：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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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
十月學校排及家中排福音代禱。
六、兒童代禱事項：請為兒童歡樂成長園的報名及預
備代禱，盼望各兒童排都能邀約至少一個家參
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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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胎-需臥床約八週)、301 區徐葉惠
聰 (肺腺癌標靶治療出現抗藥性)、107 莊續曾(肺
炎導致呼吸衰竭住加護病房插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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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午晚興

主日聚會

禱告聚會

排生活目

目標人數

目標人數

目標人數

標人數

一

203

332

136

239

二

163

254

88

230

三

227

344

138

263

四

180

254

108

228

合計

773

1184

470

960

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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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代禱事項：請為福音聚會後，青職福音朋友
後續的接觸及受浸聖徒的牧養代禱。
※※※※※※※※※※※※※※※※※※※※※※

報告事項

一、全時間訓練畢業聖徒相調聚會取消：11/5～7 日
因適逢全臺福音行動，以及四個梯次的全臺姊妹
集調，諸多畢業聖徒均不克前來。為顧及全臺各
地的福音行動與召會事奉，以及聖徒們在時間與
心力上的負荷，故此次全時間訓練畢業聖徒相調
聚會將暫停乙次。
二、
『有你真好』兒童歡樂成長園(兒童排展覽特會)：
11/6(六)15:00～17:30 於仁愛會所舉辦。這是一場
屬於父母和兒童的聚會，已於各大組兒童專項窗
口預備精美的邀請卡，盼望弟兄姊妹抓住機會，
邀約社區中的福音朋友與會，現場將為小朋友預
備精美小禮物。請向大組-窗口報名，報名截止
日期: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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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三大組福音聚會時間表：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302、312

11/27

10:00

新光會所

301、311

11/28

9:30

新光會所

四、竹苗區青職外出相調：12/3(五)～12/4(六)於苗栗
泰安錦水溫泉飯店舉辦，費用每人 1,000 元(以繳
費為準)，請於 11/19 日前向各召會（大組）服事
者或逕向執事室報名。
（詳閱通啟）或參閱召會網
站。
五、全時間壯年成全班歷屆畢業學員相調聚會：
12/17(五)10:00～12/18(六)中午，於中部相調中心
舉行，費用每人 500 元，歡迎歷屆學員及眷屬參
加，並請於 11/1 前報名。（詳閱通啟）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10 月 18 日 至 2010 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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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119
230
212
9
38

237
63
179
125
7
56

351
117
277
182
16
108

253
81
208
162
7
55

1179
380
970
681
39
257

134
56
128
88
－
－

154
25
70
70
－
－

123
26
190
56
2
19

97
38
133
81
5
33

43
10
64
22
2
8

48
11
23
29
1
9

23
6
15
13
1
2

55
12
60
40
2
6

28
13
39
24
1
5

15
8
22
12
1
7

432
124
546
277
15
89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10/31(日)

11/01(一)

11/02(二)

11/03(三)

11/05(五)

各大組集中專項禱
告事奉聚會
11/09(二)

11/04(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19:30 少數負責弟
交通聚會
11/08(一)

排聚集
11/10(三)

排聚集
11/11(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排聚集
11/12(五)

19:30 擴大負責弟
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1/07(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1/06(六)
大組核心交通
15:00 兒童歡樂成
長園-兒童排展覽
特會
11/13(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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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天天彼此相勸

希伯來書三章十三節說：｢總要趁著還有稱為
“今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
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剛硬了。｣這節聖經有幾個
相當嚴重的字眼，對於基督徒而言不能等閒視
之，如今日、天天彼此相勸、被罪迷惑、剛硬等。
若要明白作者為何在此對希伯來信徒說出這樣
的警告，我們必須從前後文來看其原意。
作 者 在 三 章 一 至 六 節揭 示 基 督 作 為 神 的 兒
子，受神差遣治理神的家，遠超過舊約的使徒摩
西。甚麼是神的家？六節告訴我們，就是新約的
信徒，就是那班將因盼望而有的膽量和誇耀堅守
到底的人。緊接著從七節直到四章十一節，提出
一個嚴肅的警告，就是不要趕不上那應許的安
息。這個安息不是神在六天創造之後的第七日
（參四 3～6，）也非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的
美地（參四 8~9。）從上下文看，這安息乃是指
著神的家說的。在新約裏，神的家首先是基督自
己作為神的帳幕，其次是在基督復活之後所產生
的召會，作為基督的擴大，神的居所。作者讓我
們看見基督是新約的使徒，遠超過舊約的使徒摩
西之後，就警告希伯來信徒，不要因著不信，心
裏剛硬，而無法進入神所應許的安息－召會生
活。
所以三章十三節題醒我們，總要趁著還有“今
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換句話說，作者了

舊約讀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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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到，要我們個人保持單純信的心，留在應許的
安息，也就是召會生活中，是相當不容易的。他
竟然用「天天」，叫希伯來信徒要彼此相勸，不
要存著不信剛硬的惡心，使他們離開了神所留給
他們的安息。十三節說到「當趁著」 “今日＂，
又要「天天彼此相勸」
，顯而易見的是，每個「天
天」都是“今日＂。每天早上我們一起床，就是
一個“今日＂，我們當作甚麼？當彼此相勸。經
歷告訴我們，若是單獨沒有同伴，很快的我們就
失去安息，忙碌迷失在世界裏。約翰壹書五章十
九節說：｢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世界裏
滿了試誘，滿了罪。當我們在一天開始的時候，
若不立刻與同伴彼此相勸一下，恐怕很快的就被
罪迷惑，結果自然心就剛硬了。作者竟用「天天」
如此強烈的措詞，可見被罪迷惑是非常快速的。
離開神所應許的安息，召會生活，是非常容易
的，可能“今日＂尚未渡過，心已剛硬，而成了
不信的惡心。
神的話是清明且透亮的，作為神的兒女原本當
受基督治理，讓神安息，也使我們有真安息。若
是不聽希伯來書作者的警告，不只今世會失去安
息，當基督再來時，也將失去安息作賞賜。為此，
我們當找到同伴，天天晨興，在早晨就藉著神的
話彼此相勸，使我們能蒙保守在信裏，在安息的
美地上。
（盧正五）

對付魂及滿足魂三面的需要

人受造有靈、魂、體三部分，正常的情形是人
的靈管治魂，再由魂控制體。不過，當我們的老
祖宗失敗、墮落後，人的靈死了，失去功能，而
身體也被罪內住、霸佔、敗壞、利用並奴役，成
了「罪的身體」（羅六 6），乃至成為「屬死的身
體」
（七 24）
。結果也使人的魂不受約束地極其活
躍，也極難駕馭。不信主的外邦人如此，常失控，
發脾氣、用暴力，也常憂鬱、失眠、乃至歇斯底
里等；信徒亦復如此，常常心思紊亂、意志薄弱、

情感猶疑，以致靈性軟弱、甚而信仰動搖亦屬常
見。世人雖有心理醫師、心理諮商師等協助，但
至今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魂的相關疾病仍是
人類無可救藥的大患；同樣，信徒魂的毛病與軟
弱，亦常困擾許多原本愛主、有心的聖徒，時而
嚴重到難以挽救的地步。那我們要問，聖經有啟
示魂的救治之道嗎？答案可以說，有；也可以
說，沒有。端看當事者的信心，與他操練靈的強
弱而定了。不過經歷豐富的大衛寫的詩篇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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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和六十三篇，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和幫助。
六十二篇第一節就非常關鍵，大衛強調，他的
魂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就豫表說，神在至聖所
的約櫃那裏；就實際說，神在你我重生、調和的
靈裏。因此，在神救恩臨到前，你我唯一能作的，
只有壓低魂的活躍度，引牠進到靈裏，專專等候
神說話、神施恩。類似的話第五節又講一次，不
過五節中同樣譯作「默默無聲，專等候」的字與
一節用的字不同，意思相近，都有安靜、沈默等
意思，但前者還有信賴的字義，而後者較強烈，
甚至有死寂、死亡的含意。因此暗示我們，管治
魂的最高境界，就是置死魂生命，或說喪失魂生
命（太十 39，約十二 25）。換句話說，每當我們
的魂活躍，瀕臨失控，如夫妻絆嘴、兒女惹氣、
朋友爭辯時，你我就要盡力使自己的魂默默無
聲，不讓牠說話，如此可壓低牠的威力。這可能
是對付魂的第一步，也是必須的一步，若作不
到，其他就免談了。然後，即刻操練專心（集中
心思，不胡思亂想，更不憑空幻想）等候神，就
是從衪而來的「救恩」和「盼望」，更是我們的
磐石和我們的拯救，是我們的高臺；我們必不
（很）動搖（詩六二 2，6）；這兩節平行的經節
似乎提醒我們，即使第一節的「救恩」一時等不
到，也不該絕望、放棄，至少還保有第五節的「盼
望」。要持守盼望，就必需要第八節提到的「信
靠」衪，在衪面前「傾心吐意」
。
「信靠主」和「傾
心禱告」可說對付魂的關鍵實行，因為唯有如此
才能經歷，「衪是我們的避難所。」（8 下）我們
的魂也才真領會「下流人不過是虛空，上流人不
過是虛假；放在天平裏就必升起；他們一共比空
氣還輕。」
（9）得財、得利都不要放在心上。
（10
下）接著十一節又說到另一關鍵，就是聽見神說
的話。魂太強、心思過動都會使我們聽不見、也
聽不進神的說話。缺少神的話是我們無法蒙拯
救、得救恩的一大難處、一大障礙。
要挪去聽不見神說話的障礙之路就在六十三
篇。「神阿，你是我的神，我切切的尋求你。在
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身切慕
你。」
（六三 2）告訴我們，魂要轉向神，尋求神、
渴想神和切慕神。在新約實行上，這就相當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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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說的，應憑信操練將「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
平安。」（羅八 6）因為「人有疾病，靈能支持」
（箴十八 14 上）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
的靈使骨枯乾。」（箴十七 22）剛強的靈和喜樂
的心能醫治我們的疾病，特別是魂的病。另外，
千萬不要放空自己的魂，如心思空白、意志渙散
等（容易讓邪靈有機可趁，進來佔有淨空的魂；
參太十二 43～45）。操練使魂靜默後，就要緊接
著操練魂，特別是心思，專注於神，並等候神，
尋求神且渴想神也就是心思置於靈了。這點說來
容易，作起來極難。首先我們的靈，常因平日缺
少操練、使用，而隱匿、不明，難以捉摸；其次，
每當魂發病時，你我常忘記或不願停下它，而轉
向靈，專一等候神。這兩點常是基督徒在魂的試
煉中失敗的通病。大衛論到魂，一針見血地點出
它的要害，可見他也是親身經歷過、學習過的。
所以，你我若有魂的軟弱、有魂的疾病，如失眠、
憂鬱、燥鬱，甚至有輕生念頭等狀況，千萬不要
以為自己特別軟弱、失敗，而羞於向同伴啟齒；
反倒要儘快請求身邊聖徒，加強為自己代禱，求
主賜更多、更強的信心，不怕失敗、不放棄盼望，
一再操練藉呼求主名，放聲禱告，大聲禱讀主
話，將失控魂的主角心思，或意志、情感，從胡
思亂想、輕舉妄動中拉回到靈裏，專專等候神，
相信我們的救恩只能從衪而來。經歷告訴我們，
這種對付魂的操練，愈早、愈快，愈好。（註：
因神賜人自由意志，所以人要被動靠靈挽回、控
制魂，幾乎是緣木求魚；除非人主動先捨棄，至
少先壓抑魂，轉回靈才有效。）若能回到靈裏，
心思置於靈就可勝過魂的軟弱和失控，然而大衛
的話並未停在這裏，他接著又講了一句極重要且
滿有經歷的話，「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為
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詩六三 2）這裏「聖
所」不但指人重生的靈，更是指召會，要一直蒙
保守勝過魂，不僅要心思置於靈，還需要來到召
會，在聖徒中間和在聚會中瞻仰（原文意注視，
得見異象）主，沒有主面的光照，沒有異象的引
領，人終究會再回到魂裏，重蹈覆轍；唯一得救、
蒙保守的路–活在召會中，與眾聖徒一同注視
主，按異象生活行動，經歷主的能力、榮耀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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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衪。
（3）講過對付魂，還不算完全解決魂的問
題，因為魂尚未得滿足，滿有經歷的大衛對它也
有清楚的交待。
這兩篇詩中也詳細啟示了魂三面的需要，只有
神能滿足，就是我們魂的救恩。前述的默默無
聲，專等候神，對魂難處的本身只能治標，無法
治本。要治本，首先，是我的「盼望」從神而來。
（六二 5）魂要有正確的盼望，要有從神來的盼
望；魂若沒有盼望，人就消極、下沈，甚至會覺
得人生乏味，甚而有輕生的念頭。因此，神賜給
我們的盼望 是使我們 的魂健康活 著的第一 需
要，現今基督在我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西一
27）
。其次，是我的魂「飽足」了脂膏肥油。
（詩
六三 6）魂虛空、飢渴、不飽足是我們魂的大毛
病，因此瘋狂、不擇手段地追求許多地上的東
西，如錢財、地位、愛情、美貌等；也極度渴想
得著人的稱讚、虛榮、高看等。其實這些東西得
著了，也無法真滿足魂，不過是「過往雲煙」罷
了，不過人的魂明知如此，仍難勝過，除非神賜

相調
那靈的豐富（脂膏肥油所豫表）飽足人的魂，才
算根本解決。就如主所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太五 6）又如保羅的
見證（腓四 12）
。末了，是我魂緊緊跟隨你（神）
（詩六三 8）
。魂有了前兩項：盼望和飽足，還留
下一個問題待解決，就是牠不能空著，沒有事
作、沒有行動。人魂的功能如心思、意志和情感，
是不能放空、停止的，因此需要「方向」、需要
「行動」。感謝神，六十三篇八節啟示，衪（基
督）自己才是我們魂的方向，更是我們魂所跟隨
的唯一正確帶領，衪還用右手扶持我們。我們應
全心思尋求認識衪（何六 3）
、專一情感地愛衪、
意志堅定地追求衪（腓三 14，提前六 11，提後
二 22）。如此，任何打岔、攪擾都不會使我們的
魂過度憂愁、鑽牛角尖而失控。阿利路亞！魂裏
三面的需要，唯有神賜基督作盼望，包羅萬有的
靈作全備供應，和基督作人位而魂緊緊跟隨，才
得以使魂完全滿足。阿利路亞！
（董傳義）

全台姊妹相調聚會蒙恩分享 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
一年一度的全台姊妹事奉集調是我最渴慕的
聚集，使我能完全泡透在主的說話中，不受任
何打岔，全神貫注，全人進入。主實在記念我
切慕的心，讓我沒有事務纏身。最重要的是，
讓我篇篇被震動，更深地摸著祂，遇見祂。
整個訓練九篇的信息中，讓我看見要成為正
確的人，才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神的召會。人
講究的是方法，但神講究的是人。事在人為，
人不對，方法再好也沒有用。難怪倪弟兄有一
句名言：神注重我們的所是，勝過我們的所做。
所以能否合乎主用，不是才幹、恩賜的問題，
乃是我是否有正確的人性。九篇信息共有四方
面的內容，幫助我們成為正確的人。簡單地說，
就是要有正確的行政（1、2、3 篇），正確的所
是（4、5 篇）
，正確的認識（6、7 篇）
，正確的
目標（8 、9 篇）就會把我們構成正確的人。我
最摸著第一方面要有正確的行政，就是要將君
王職分、元首權柄單單地留給神自己，因祂永
是真正的王。雖然有代表權柄，但祂才是王，
祂才是該被高舉者。我們不能剛強、能幹到一

個地步，忘了倚靠祂，尊崇祂，就決定什麼，
這是自立為王；或軟弱、懶惰到一個地步，不
來到祂前尋求祂，卻只依賴人的幫助，這是拱
別人作王。這兩種光景都是厭棄神作王的墮落
表現，是極度得罪神的！我實在很蒙光照，因
我常常篡奪神的君王職分，不經過祂就幫小羊
決定許多事情，求主赦免。讓我們一直尊主為
大，不越過祂，也不假手他人，直接地接觸主，
親近主，好讓主絕對地得著祂的元首權柄、君
王職分。
最後，弟兄們給我們一個期許，就是都要當
乳母，生機地牧養較年幼的聖徒，這就是在神
的行政中照料召會。不是只是把事務做好而
已，更要保養、顧惜主身體上的眾肢體。弗五
29：「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
顧惜，正像基督待召會一樣。」所以，較長、
較老的姊妹們（正如生命較成熟的長老們）
，都
要察看聖徒間的光景。若有人軟弱、退後、沮
喪、消沉，我們就要去照料他們，牧養他們，

使他們復甦，重新得力再往前。願我們都是正
確的人，生機地照料召會，使神心滿意足。
(陳林秀雲)
＊＊＊＊＊＊＊＊＊＊＊＊＊＊＊＊＊＊＊＊＊＊＊＊＊＊

這次全台姊妹相調聚會中，很摸著有關姊妹
在召會中的地位和功用的交通。在基督身體中
男女的分別固然存在，但姊妹在召會中的地位
和功用比弟兄們的還重要。所以在主耶穌成為
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這三個步驟的每一步，
都 有 一 位姊 妹 牽連 在內 － 耶 穌的 母 親 -馬利
亞、伯大尼的馬利亞、抹大拉的馬利亞。以及
從聖經及召會歷史人物中也可看見許多姊妹都
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功用。
李弟兄的信息中曾提到：若在一處地方召會
裏姊妹們中間有了難處，就如我們的血液出了
問題，是很嚴重的。因此，一處地方召會是強
是弱，是健康或生病，主要在於姊妹們。這就
是姊妹們在召會中的地位和功用極為重要的原
因。
另外也很摸著姊妹們唯獨在一件事上可以領
頭，就是在家庭裏領頭為著召會生活。所以我
需要放膽，不是為著自己的屬靈，而是單單為
著召會生活像百基拉一樣。
姊妹們除了領頭為著召會生活外，也需要為
召會禱告。信息中提到在中國大陸李淵如姊妹
是同工中最年長的一位，聚會常是藉著她的禱
告而進行的。弟兄們盡職說話時，她發現在信
息中有個關口，她就禱告，幫助弟兄們過關。
在上海，有許多姊妹都向她學習，她幫助了許
多姊妹實行同樣的禱告。所以姊妹們都要拿起
負擔用禱告來服事人，因為姊妹的分就是禱告。
在行傳十二章裏馬利亞在的家裏有一個聚
會，為著被關在監牢裏的彼得禱告，在馬利亞
家裏的禱告聚會就是一種服事。這給我看見當
我們看見召會裏的需要時，不要只是談論，而
是要帶著負擔和幾位姊妹來在一起，為著這個
目地而禱告。願這些信息真是能作在我們的身
上，操練在生命中作正確的姊妹。
(李鄭春蓮)
＊＊＊＊＊＊＊＊＊＊＊＊＊＊＊＊＊＊＊＊＊＊＊＊＊＊

本次訓練總題是：
『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
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
。首先看見自己一點都
不是正確的人，我是何等老舊天然，需要天天
蒙神大能的拯救，被基督構成和頂替；
『世界抵
抗父，魔鬼抵抗子，肉體抵抗那靈，並且己抵
抗身體』
。求主憐憫我，讓我活另一個人位。當
我們看見個人的軟弱有限時，就會謹慎只在基
督這獨一根基上來建造，不是用木草禾稭，而
是用金銀寶石。所以我願奉獻自己，再把個人
交在神這位大能的施訓者手中：認識神的行
政，順服、有份神的行政、殷勤服事、照神方
式牧養聖徒、配搭相調。
我很摸著第八篇『在真理上認識主的恢復』,
弟兄們引用倪弟兄在主後一九三四年聚會所說
的，要我們自問：一、我們是誰？二、主的恢
復和基督教有何不同？使徒彼得在彼後一章十
二節：
『所以，你們雖已知道這些事，且在現有
的真理上得了堅固，我還要常常題醒你們…』
我們要看見主的恢復完全在於生命與真理；生
命和真理是主的恢復的特徵。
約翰福音八 32『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
你們得以自由』
。得生命的路在於追求真理，亮
光來了，啟示來了，全人就不一樣。首先，我
們追求的目標就不一樣，我能為基督虧損萬
事，為要贏得基督。第二、我們的生活也會有
所改變，渴慕被人發現在基督裏。三、事奉也
會不同，從前是『被迫』來服事，現在是爬也
要爬來服事我們的主。
所以我們要彼此激勵：真正在主恢復裏的人，
乃是以活的方式來認識三一神，以光的方式來
認識聖經，我們必須要禱告，對此有經歷。因
此弟兄們鼓勵我們需要每天有一段時間來到我
們可愛的神面前，與祂傾心吐意，就如大本詩
歌 578 首，
『禱告之時，甘甜之時，使我離開
煩惱之事，來到神的座前發表所有意願，所有
需要』
。另外姊妹們也要認真，有計畫規律的研
讀聖經和書報，渴慕吃乾糧生命長大，如今主
在全地的需要是何等大，唯有我們裝備好真理
和語言時，我們就可以配合神的經綸和旨意，
在神的行動中來行動、移民、開展。
(林張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