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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週排生活

期
人人得成全

自九月校園福音節期啟動後，福音的行動就沒
有停歇過，不僅全召會配搭大學青年在校園廣傳

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並將主
所吩咐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們遵守。（太

福音，青職聖徒也在職場中傳福音，就是青少
年、兒童排也投入這福音的流中，如今，各社區
福音更是週週在不同聖徒的家或外出相調中次
第展開。隨著這一波波福音的行動，主不斷將得
救的人加給祂的召會。
健康的召會生活，乃是得人、留人、成全人、
建造人的生活。我們不僅藉著福音「生」，還要
藉著送會到家的家聚會與活力排「養」，更要進
一步將聖徒帶入排生活，讓他們不但接受你我這
些照顧者的顧惜與餵養，也要讓他們能逐步調進

廿八19～20上）
由主耶穌的榜樣可知，只要是蒙恩得救的信
徒，我們人人都應有排生活。目前召會中有社區
排、青職排、青少年排、兒童排，排生活不但使
我們脫離單獨、乖僻的個性，且因著人數少、居
家近，可落實彼此相愛相顧的生活。在排聚集中
也可使我們藉著彼此問互相答，對真理有認識，
對基督有經歷；因著彼此的代禱，使我們從各種
的環境與疾病中蒙拯救、得醫治。排內聖徒的見
證也如同雲彩般將我們圍繞，使我們受激勵，能

基督生機的身體中，因我們個人的經歷是有限
的、殘缺的，甚至有可能是偏頗的。再者，猶如
我們生養兒女一般，在嬰孩時，我們只需餵他、
養他；但是，當他逐漸長大，我們就需要教他、
育他，使他成材。
從馬太福音的記載中，我們看見主耶穌在地上
開始盡職時，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祂傳道的
過程中，呼召彼得、安得烈、雅各、約翰（太四
17～22）等十二個門徒，這是新約聖經中第一個

以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著
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來十二1）排生
活並不侷限在家裏，我們可以帶著弟兄姊妹上山
下海，外出訪問相調，上山看異象，下山走道路。
排生活屬靈追求的內容也不必刻板劃一，可就著
排內聖徒屬靈的情形及程度擇定，凡事不怕慢只
怕站，只要有心就有路。
自從實行新路以來，我們雖在各區都有排生
活，只是有些區僅有一個排，雖然有些排相當蒙

排生活的模型。自此，主就帶著他們或在家中，
或在會堂，甚至上山下海，走遍各城各鄉傳揚國
度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疾病，和各種的症
候。（太四23）並且教訓他們國度的憲法、認識
神國的事，利用各種的環境揭示祂自己、彰顯祂
的神能，使他們能認識祂是神的兒子並專一信靠
祂…。至終，祂非但將建造召會的託付交託給彼
得，又囑咐他要因愛餵養、牧養主的羊，還差遣
門徒們作與祂所作同樣的事－去，使萬民作主的

恩，也有些排顯得缺少活力與動力，甚至有少數
排有時交通的內容還有些偏差。基督、召會、生
命、建造乃是我們聖徒聚集一起的主要內容，否
則，主的見證就可能產生混淆甚至變質。排生活
重要的關鍵乃是榜樣，以及有負擔的人。排生活
要能成功，不僅需要有負擔，事前有預備，並要
認識人的光景及需要。你我想要得生命，並且得
的更豐盛嗎？想要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的基督
嗎？想要享受彼此相愛相顧的身體生活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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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除了要求主幫助我們個個建立晨晨復興的生

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

活，使我們得著活力，更要求主釋放我們的時
間，使我們活出以弗所書四章十六節的生活：
「本
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
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

自己建造起來。」不單顧自己的事，也顧到弟兄
姊妹的事，藉由排生活中的追求、見證、供應、
教導，使眾聖徒得成全、被建造。
（丁聖民）

蒙古三所大學福音真理座談報導

一裏配搭，經歷身體實際

十月五日，蒙古的福音行
動又一次拉開了序幕。二十
位海外聖徒將彙集在這

所行的。最後，我們得到了
約四十位學生的聯絡方
式，九位受浸歸入主名。

裏，我們分別來自五個不同
的國家和地區，說四種不同
的語言：六位來自韓國、六
位來自臺灣、 五位來自美
國、兩位來自墨西哥和一位
來自新加坡。雖然我們有很
多的不同，但在一的裏面，
我們緊密相調、聯結一起，同來加強蒙古的福
音。此次的福音行動，蒙語、韓語、英語、華語
聖徒們在同心合意裏爭戰，對我們每一位都是一

到了晚上，我們在一所叫
萊佛士（Raffles）國際學院
（由新加坡公司經營）的私
立大學舉辦第三次福音真
理座談。因著我們認識他們
的老闆，學校對我們非常敞
開，我們可以隨意使用他們
的設施。他們甚至幫我們在電臺、報紙向公眾廣
播、打廣告，告知大家我們這裏有一個主題為
“生活與教育哲學”的研討會。約四十人來到會

個極大的經歷。
在大部分聖徒還未到達前，我們與烏蘭巴托聖
徒們有兩次成全聚會，交通在生命和真理上認識
主的恢復。到了晚上，我們為著這次的福音行
動，禁食禱告在主前。
在這裏，韓國、臺灣、美國、新加坡的聖徒，
還有說俄語的弟兄與本地聖徒調在一起有福音
行動前的準備。來自韓國、美國的姊妹們，帶來
了許多小禮物，她們忙著分樣、包裝，共準備了
七百份；這些禮物是為著福音的後續牧養，贈送

場，其中大部分是年輕在職人士。會後他們的回
應很積極，不少人禱告並呼求主名；大部分人表
示他們希望明天晚上再回來。與下午相比，我們
感覺今晚得著的新人更牢固，我們可以與他們建
立一個長久來往的關係。我們相信，興起當地聖
徒帶他們操練 RSG 讀聖經，最終他們必會得救並
進入正常的召會生活。
弟兄們當晚不歇息繼續交通、檢討，感覺明天
的福音聚會，可以省略座談部分。我們仰望主，
使我們內裏被素質的靈充滿，外面被經綸的靈充

給 RSG 操練聖徒、新人及福音朋友。禱告中，大
家用各種語言（韓語、華語、英語、俄語、蒙語）
輪流禱告，我們的靈飛揚，我們的心歡暢，真實
地感受到我們與主是一，我們彼此是一！特別是
我們再次的到來，極大地鼓舞了當地的聖徒。
下午時間，我們分成四隊，前往兩所大學（國
立大學和教育大學）傳揚福音，並連續舉辦了兩
次福音真理座談，有六十多位學生參加。我們以
研討的方式來傳福音，如同以往學者福音在北美

溢，在同心合意裏、在甜美的配搭裏，一同爭戰，
捆綁這個世代的邪惡勢力，釋放平安之子，並將
長存的果子加給祂的召會。我們都能見證，向蒙
古外邦人傳福音報喜信是何等的喜樂，其腳蹤是
何等佳美。
接著，我們四組軍隊將分別前往蒙古四個城
市，福音對象依然是蒙古各大學的學生。我們確
定的目標是向主要兩百位新人受浸；我們禱告，
在蒙古不僅得著福音的果子，更要使果子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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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所有我們接觸到的，不論得救與否，都能繼續

在未來的幾天，我們會有更多的見證、報導。

被聖徒們接觸，並藉週週、甚至天天的讀聖經而
得到很好的牧養。

耶穌是蒙古的主，蒙古是祂的！
（轉載自展翅飛鷹網站）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十篇 祭司的燒香、點燈與歌唱，第十一篇 祭司的事奉與召會的建造
第十篇：神的兒女今
天若只認識基督是嗎
哪，那不過是享受單面
的基督而已，嗎哪是神

燈，渴慕在至聖所裏，摸神施恩的寶座，我們裏
面就會滿了神。禱告叫我們親近神，讀經叫我們
從聖經裏得著亮光。這樣到了聚會裏，我們就無
法靜坐不語，燒香、點燈的一個自然結果就是歌

的兒女飄流在曠野時的
食物。我們若要作一個
豐滿享受基督的人，就
必作祭司，到聖所裏事
奉神，凡是神的祭物，
大部分都是祭司的食
物，像是素祭、平安祭、燔祭、…等等，而有的
祭裏面還有許多成分。例如祭司能喫胸─豫表享
受基督的愛；能喫腿─豫表享受基督作能力，這

唱，我們會搶著申言，把我們裏頭從神所受的感
動發表出來，這情景何榮耀。
第十一篇：撒迦利亞書六 12～13「對他說，萬
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有一人，名為苗；祂
要從自己的地方長起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
祂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負尊榮，坐在寶座上
掌權；又必在寶座上作祭司，在兩職之間籌定和
平。」這是豫言主耶穌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並擔
負尊榮，這尊榮就是在於祂建造神的殿。祂要掌

要比嗎哪豐盛得多。享受基督最豐滿的人就是祭
司，我們若到施恩寶座前事奉神，凡基督的一切
都作了神和我們的享受。祭司不僅喫基督，外面
也穿上基督，身穿袍子、以弗得、胸牌以及頭上
戴的冠冕，從上看是榮耀，從下看都是生命都是
聲音。神子民當中沒有人能比祭司所穿戴得更完
美了。在祭司身上就產生帳幕的光景，凡帳幕有
的材料，原則上在祭司身上都可找著，祭司調在
帳幕裏，帳幕就繋在祭司身上。
接下來，再看看祭司的供職，或許有人以為，

王權也要作祭司，在兩職之間籌定和平。君王和
祭司兩種職分合併在主耶穌身上，而這一個合併
乃為著建造神的殿。彼前二 4-5「你們來到祂
這 …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
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二 9「惟有你們
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這兩種
職分不只合併在主耶穌的身上，也合併在聖徒身
上，也是為著建造屬靈的殿。我們每一個得救的
人都是神的祭司，要叫召會得著建造。藉著這篇
的信息，使我看見祭司之於神是何等的重要，我

祭司是為著獻祭，處理祭物還算是粗的事；然而
在祭司的職分裏，最中心、最細、最雅的三件事
乃是燒香、點燈和歌唱。燒香就是禱告和主交
通，在禱告中把復活的基督當作馨香之氣，調在
禱告裏獻給神。點燈是指著我們藉著讀經蒙神的
光照。歌唱就是發表神，我們裏頭心被恩感，聖
靈從我們靈裏經過，而把神的恩典、美德、榮耀
發表出來。
我們若操練盡祭司的職分，天天早晚燒香、點

們非恢復祭司的事奉不可，要運用靈到神面前與
神交通、禱告，活在神的面光中，讓神來通過，
並常常帶人禱告，一同進到神的光中。人人都作
祭司，盡祭司的職分，使神在祭司身上得著彰
顯，得著居所，更要得著建造；我們身上掛著召
會，與召會是一，召會的建造就能在我們身上完
成。
(黃詩蘋)
附註：11/15～11/21 追求進度為第十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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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各青少年區福音代禱。
六、新竹縣北埔鄉福音開展代禱事項：1、12/19 前
設立金燈台 2、叩訪尋得平安之子 50 位 3、初
信家排聚會牧養得 10 家穩固 4 家 4、眾召會配
搭叩訪行動齊心開展 5、開展隊學員靈魂身體得
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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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臥床約六週)、301 區徐葉惠
聰 (肺腺癌標靶治療出現抗藥性)、107 莊續曾(肺
部積痰現住和平醫院插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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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組

晨午
晚興

主日
聚會

禱告
聚會

排生活

一
二
三
四
合計

203
163
227
180
773

332
254
344
254
1184

136
88
138
108
470

239
230
263
228
960

二、福音行動代禱事項：1、為年底全召會福音月各
區福音得人禱告。2、為 12/24（五）全召會福音
收割聚會（台北召會十三會所聖徒服事）代禱。
三、青職代禱事項：1、請為 10/29 青職福音聚會受浸
的 10 位新人後續牧養代禱。2、為慕道的 91 位
朋友能持續接觸禱告，使他們能在年底前結成常
存的果子加給祂的召會。
※※※※※※※※※※※※※※※※※※※※※※

報告事項

前報名，請各校將費用及小羊資料彙總給林卓成
弟兄：0975576782；ro22446688@hotmail.com
四、2010 感恩節信息及禱研背講聚會：12/2（四）
14：00 開始報到，聚會 16：00～12/4（六）12：
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歡迎有心追求聖徒於
11/26 前報名，費用每人 1000 元。（詳閱通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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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12/24（五）19：30 於仁
愛會所舉行，請台北召會十三會所聖徒前來配搭
服事，盼望代禱並邀請福音朋友參加。
七、晨興追求材料：11/15 起追求「在生命中作正確
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第七篇～第九
篇信息。

一、北埔福音開展：新竹市召會自 11/8 起至 12/3 由
各大組配搭夜間開展。（週一）一大組、
（週二）
三大組、
（週三）大學聖徒、
（週四）二大組、
（週
五）四大組，每次需 8～10 人，請於配搭當日 18：
45 前抵達北埔會所，詳情可聯絡各大組全時間
者。
二、各區福音聚會時間表：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302、312
301、311
304、305
107
青三 1、2

11/27(六)
11/28(日)
11/28(日)
11/28(日)
12/12(日)

10:00
09:30
09:30
09:30
10:30

新光會所
新光會所
光復國宅 B1
徐錦蓮弟兄家
新光會所

三、大學六校新人成全相調聚會：11/20（六）17:30
於學生中心～11/21（日）於伯特利山莊（週六
住宿接待以小羊優先）
，費用：100 元，請於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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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11 月 01 日 至 2010 年 1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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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禱告聚會
115
排生活（人次） 233
晨興(人次） 205

246
53
191

350
104
321

256
90
224

1181
362
1010

148
52
145

158
25
95

112
35
195

81
34
131

55
10
63

48
20
32

25
14
14

48
15
80

22
16
28

16
8
16

407
152
559

133

200

158

696

83

84

57

72

22

28

10

42

26

14

271

兒童排數
兒童人數

7
59

12
115

7
39

35
258

－
－

－
－

2
20

5
29

2
9

1
6

1
11

2
15

1
3

2
10

16
103

大區

一
大組

9
45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11/14(日)

11/15(一)

11/016(二)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全台初信成全第
週 九梯次2
各大組讀經追求
11/21(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大學六校新人成
週 全聚會2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 少數負責弟
交通聚會
11/22(一)

禱告事奉聚會
11/23(二)

19:30 少數負責弟
兄召聚專項交通
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11/17(三)

11/18(四)
11/19(五)
11/20(六)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台北一會所青年 大組核心交通
及竹苗區聖徒追
聖徒來訪
大學六校新人成
求
18：00竹苗大學核 全聚會1
心聖徒成全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11/24(三)
11/25(四)
11/26(五)
11/27(六)
9:00年長聖徒聚會
大組核心交通
及竹苗區聖徒追
18：30中華大學福 求
18：00竹苗大學核
音愛筵
心聖徒成全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主後 2010.11.14 第二九三期

新約讀經心得

藉實行父神旨意進諸天的國
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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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執事室 chinhc@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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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剛開始盡職，傳道說，「你們要悔改，

的，因為不是照著天父的旨意作的，與神聖的旨

因為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太四 17）後來衪

意不一致。因此，他們即使在主的名裏作了那些

差遣十二使徒出去，也吩咐他們，
「要隨走隨傳，

事，也不能進諸天的國，卻要離開主，就是在來

說，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
（十 7）表示甚至在

世被拒於國度的實現之外，不能得國度的賞賜。

這時候，諸天的國還沒有來到，只是已經臨近

瞭解了七章正面的條件，就容易領會五章反面

了。然而，主在頒布的國度憲法中，多次提及如

的條件，「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賽

「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五 3，10）和不能或能

人的義，絕不能進諸天的國。」這裏的義，不僅

「進諸天的國」（20，七 21）等話，似乎暗示諸

是指救贖的基督，因我們相信接受祂，在客觀方

天的國已經來到了。不過仔細思考主相關的話，

面成為我們的義，使我們在神面前得稱為義（林

都是「條件說」，而要達到主的條件，必須等主

前一 30，羅三 26）；更是指內住的基督，從我們

釘死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內住眾信徒裏面才

裏面活出來，在主觀方面作我們的義，使我們在

能滿足。換句話說，只當召會在五旬節正式成立

今天活在國度的實際裏，並在將來進入國度的實

（徒二 1～47）後，以上條件才得達成。

現裏。這主觀的義，不是藉著僅僅成全舊律法，

至於「進諸天之國」的條件有兩節，先看七章

乃是藉著成全新王在這段話裏所賜諸天之國的

二十一節，「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

新律法，以補充舊律法而得著的（太五 17～48）
。

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

國度子民照著國度新律法所得的這義，超過經學

意的人，纔能進去。」這節並非要人不喊主，而

家和法利賽人照著舊律法所得的義。我們天然的

是說光喊主，尚不構成進國度的要件，還要或更

生命，不可能得著這超凡的義。這樣的義，只能

重要的是實行諸天之上父的旨意，才能進去。這

由更高的生命，就是基督復活的生命，產生出

話顯然強調「實行父旨意」的必要。接著主對這

來。這樣的義，就是比作婚筵禮服的（二二 11，

話，有段解釋和補充。二十二、二十三節，「當

12），使我們彀資格，有分於羔羊的婚筵（啟十

那日，許多人要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

九 7，8），並在諸天的國實現時承受諸天的國，

在你的名裏豫言過，在你的名裏趕鬼過，並在你

也就是在將來進諸天的國。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

的名裏行過許多異能麼？那時，我要向他們宣

義，乃是他們憑人的生命，照著舊的字句律法，

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行不法的人，

所行字句的義，而國度子民這超凡的義，乃是他

離開我去罷。」注意主特意提及「當那日」，顯

們憑基督作生命，照著新的生命律法，所活出生

然是指基督審判臺的日子（林前三 13，四 5，林

命的義，在性質和水準上，都遠超過經學家和法

後五 10）。因此上節「進諸天的國」是指來世千

利賽人所行那沒有生命的義。

年國時，進諸天之國的實現說的。（參看”諸天

主的話沒有停在這裏，接著衪又對「實行父旨

的國是他們的”）而二十三節裏的「認識」，意

意」作了更清楚的解釋和補充。衪說，「所以，

思是「稱許」
。羅馬七章十五節將同一字譯為「認

凡聽見我這些話就實行的，好比一個精明人，把

可」。主從來不稱許那些在祂的名裏，卻不照著

他的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河沖、風吹，撞著

天父的旨意豫言、趕鬼、並行許多異能的人。主

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是立基在磐石上。

不否認他們作了那些事，但祂認為那些事是不法

凡聽見我這些話不實行的，好比一個愚拙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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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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河沖、風吹，撞著

去實行；若有的話，「主的話就堅若磐石，屹立

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太

不搖」
，房子堅固耐用；若沒有的話，
「主的話就

七 24～27）其中有幾點值得留意，第一、顯然主

像沙土，無所幫助」，房子更經不起試驗，而倒

的話（婁格斯–常時的話）就是父的旨意。這暗

塌很大了。

示主全然照父旨意向門徒說話（約十四 10 下），

綜合以上主的話，我們不難領悟，我們要進諸

或主與父就是一（十 30）。第二、聽見主話不實

天的國，需要作兩件事：呼求主，並實行天父的

行，也像在蓋房子，不過蓋在沙土上不牢靠、不

旨意。呼求主彀叫我們得救（羅十 13），但要進

耐久就是了。這似乎暗示我們，聽道也出代價、

諸天的國，還需要實行天父的旨意。因此，不是

花時間，只可惜，缺了實行，終必功虧一簣。第

每一個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

三、聖徒在地上總會面臨難處、打擊和不順遂，

獨那些呼求主，且實行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

就如雨淋、河沖、風吹（雨，來自神，從諸天降

去。進諸天的國，既然還要實行天父的旨意，就

下；河，來自人，從地上沖來；風，來自撒但，

顯然與藉著重生進神的國不同（約三 3，5）。進

從空中吹來。這一切都要試驗國度子民的生活和

神的國是藉著神聖生命的出生，進諸天的國是藉

工作）等，但所蓋的房子，就是平日的生活工作，

著神聖生命的生活，就是在生活中，聽見並實行

耐不耐得住考驗，端看我們聽見主的話，有沒有

主的話，也就是實行父神的旨意。

舊約讀經心得

（董傳義）

大衛犯數點百姓的罪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讀經：撒下二四 1「耶和華
又向以色列人發怒，撒但就激
動大衛，使他們受害，說，你

撒但背叛的原則！所以耶和華
又向以色列發怒，容許撒但激動
大衛數算以色列人和猶大人。

去數算以色列人和猶大人。」
代上二一 1、7「撒但起來攻
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算他
們。…神不喜悅這數點百姓的
事，便擊打以色列人」。
大衛被立為猶大和以色列的王以後，有心為耶
和華建造殿宇給耶和華居住。這摸到神的心（也
是神稱大衛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的主要原因）！耶
和華除了應許必為大衛建立家室，大衛的後裔所

大衛數點百姓之所以會是
罪，是因（1）沒有耶和華的吩
咐，
（2）同時也因要滿足自己的
情慾，看看自己有多大的國力。
這會落到撒但墮落的原因，因看
自己的全然美麗而驕傲！這提醒我們，當我們稍
有屬靈上的成就時，切記，不要留戀、享受這成
就，要像主耶穌一樣，餵飽五千人後，不享受這
神蹟，反而到山上禱告，享受父神的悅納。

羅門必為主的名建造殿宇（含示神要將祂自己在
基督裏作到大衛的人性裏，成為大衛的後裔，即
耶穌基督，祂要建造屬靈的殿，神必堅定祂的國
位直到永遠，神要做祂的父，祂要作神的子…）
外，耶和華也應許，「凡你所到之處，我都與你
同在，將你的一切仇敵從你面前剪除（撒下七
9）
。」大衛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撒
下八 6、14）
。這導致以色列人驕傲，忘了是神使
他們得勝。神最忌恨驕傲，因一碰到驕傲就碰到

在舊約裏，數點百姓共有四次。其他三次都是
耶和華吩咐摩西數點的，且都是有目的的。在出
三十 11～16 是為建造會幕；二十歲以上，每個
人要繳贖價半舍克勒。在（民一 2）的數點是為
出去打仗用的。在（民二六 2）的數點，是為新
一代進去攻取迦南美地用的。所以我們每次的數
點主日人數、禱告人數、晨興人數，是為著知道
羊群的狀況而知如何再往前用的。
耶和華因大衛數點百姓的罪，有三樣災難由大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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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選擇一樣，好降與大衛。大衛揀選瘟疫，是因

「耶和華的使者吩咐迦得去告訴大衛，叫他上

他對神有認識－神有豐盛的憐憫。
當神差遣使者去滅耶路撒冷，剛要滅的時候，
耶和華看見，就後悔不降這災了，為甚麼？因這
裏就是弟兄相愛的阿珥楠的禾場，神殿宇建造的
根基就是弟兄相愛！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彼
此相愛、彼此關心、彼此相顧，不要定罪、不要
批評論斷。因為彼此相愛是建造屬靈的殿、基督
身體的根基。
感謝主，當大衛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天地之
間，手裏有拔出來的刀，立刻悔改，向神說：
「耶

去，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為耶和華立一座
壇」
（代上二一 18）
。從這可看出，是耶和華揀選
要把祂的殿建造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代
下三 1）
，不是大衛揀選的。這裏有很深的啟示，
就是：在大衛有意為耶和華建殿後，耶和華揀選
要建造在弟兄相愛的根基上，即建造在阿珥楠的
禾場上。但神豫知大衛會因戰勝四周圍的列國而
滿足而驕傲。為了要對付大衛的驕傲，神容許撒
但起來激動大衛數點以攻擊以色列人。神也豫知
大衛會揀選落在神手裏的災害；神也豫知，大衛

和華我的神阿，願祢的手攻擊我和我的父家，不
要攻擊你的民，使他們遭受災疫」。這是大衛蒙
神悅納的點。他的心掛著群羊，神的民。神非常
寶愛祂的百姓，祂的羊。當所羅門求耶和華賜給

會顧念到神的百姓，所以讓大衛看見滅命的天使
拿著大刀而不忍神的百姓被殺以致悔改認罪在
神前。這時神才把祂的心意表明出來。差遣先見
迦得告訴大衛，在阿珥楠的禾場上為耶和華立一

他智慧和知識好審斷耶和華的民時，這摸到耶和
華的心，所以神不僅賜他智慧和知識，連他所沒
求的財富、資產、尊榮也一並賜給他。主耶穌升
天前，也一連三次囑咐彼得要餵養、牧養主的
羊！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我們顧念到弟兄
姊妹，出去看望、餵養、牧養弟兄姊妹時，我們

座壇（並使他兒子在其上建殿）。仔細默想這段
經文，不得不從我們深處發出驚嘆！神為完成祂
的經綸，所顯示的豫知、智慧及其主宰，是何等
的深！所以只要我們愛神，體貼神的心意建造基
督的身體，操練與主是一，顧念神的百姓、照顧
弟兄姊妹，無論我們有多少的缺點與軟弱，主都

的主是何等的悅納我們！
因著大衛真誠的悔改，消除了耶和華的怒氣。

要藉著我們完成祂的定旨！

全台姊妹相調聚會蒙恩分享(三)

（黃信雄）

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

已過幾年參加全台姊妹集調，每一次都覺得有

提醒姊妹們要為自己讀，不要拿來衡量別人。當

神即時的說話，切合我們的需要。在個人一面，

主的話光照出我們的缺乏，我們要轉回靈裏，靠

常幫助我看見屬靈上需要突破的點；在團體一

著主的生命來活自己所不能活的。當我們看到別

面，主也藉著說話牧養祂眾兒女深處的需要。

人的不足，我們要更多擺上禱告。

這次的總題是「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

聽完所有的信息，我深深感覺沒有一個人是完

的行政中照料召會」。我很摸著弟兄們開頭的負

全夠資格來照料召會的，只有基督！所以在一切

擔的話。神非常在意的是我們這個人到底如何？

的服事中要尊主為大。同時我也摸著在服事中複

我們的所是為何？生命就是三一神，我們必須在

數的配搭原則，是我們極大的保護，使我們得著

三一神裏，經過生機變化的過程，別人才能因著

平衡。

我們的服事得生命。弟兄也提醒我們，如果我們

生命的變化是沒有捷徑的。我很期待藉著天天

不是正確的人，可能我們越服事，卻是越破壞召

進入這次訓練的晨興聖言，讓主的話更多光照調

會。

整，因為神看重我們的所是過於我們的所作。

雖然這是同工及負責弟兄訓練的信息，弟兄們

（吳蕭寶華）

青職福音聚會見證

基督與召會成我人生榮耀的盼望

我是苗栗縣頭份鎮人，從小生長在一個傳統
拿香拜拜的客家村。如果問我為什麼要拜拜，
我會說我不知道，長輩叫我拜我就拜。即使拜
了內心仍是恐懼與害怕，我很怕。哪裏做得不
夠好，冒犯到神而擔心被神懲罰。拜了之後內
心得不到平安，這是我對拜拜的感覺。
在二○○二年當兵時，我第一次聽見了福
音。那時我在台南砲兵學校受訓，學校的教官
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說他曾在裝備檢查的前

因著對主耶穌的不認識，加上自己做事又比
較謹慎，所以參加聚會後近一年半才受浸得
救。在這一年半的期間，主耶穌並沒有因為我
遲遲未接受祂而放棄我，反而弟兄姊妹常邀約
我參加聚會、愛筵及相調。起初，我發現弟兄
姊妹對神好渴慕，我都會思考為什麼這些工作
與我類似的人竟能如此愛神？到底是什麼吸引
了他們來聚會？沒想到我常常聚會之後，就對
主耶穌有越來越深的摸著，我終於知道並且越

一天，因突發狀況導致雷達無法正常運作，在
這危急的情況下，藉著安靜下來向主禱告，把
他所求所要的告訴神，最後得以在困境中安然
度過。這個見證，讓我對主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知道主很好，但那時我並沒有覺得需要主，
就沒有跟著去聚會。
退伍之後我開始在科學園區，從事有關晶片
設計的工作。每當我遇到人的問題、工作上的
事情無法解決時，我就像陷入泥沼一般不知如
何是好。於是我積極想要靠著自己的方法解決

過越確信：
「主耶穌就是我的拯救」
。神說：
「凡
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
得安息」。我實在渴慕神來帶領我走未來的道
路。另一面也漸漸熟識弟兄姊妹，感受到在主
裏的愛是最純真、最自然的。每個人都甘心樂
意的獻上自己的時間與心力來愛神、愛弟兄姊
妹。這種彼此相愛、彼此相顧的生活，我深深
受吸引。於是在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福
音聚會，帶我進召會的那位姊妹以及年長弟兄
就問我要不要受浸。我就說：
「好，我要受浸！」

問題，但卻也得不到答案。甚至我還曾經連續
十個週末，獨自從竹南搭火車到台北去上卡內
基的課程，上完之後仍然無法改善自己的情
況，畢竟人的能力是何等有限。
在二○○六年三月時，我陷入了人生的低
潮，不僅工作遇到了瓶頸無法突破，還遭遇感
情上的挫折；但這時，我很渴慕能讓自己喜樂
起來。在偶然的情況下，在一同合作計劃的同
事桌上，我看到了一本聖經，就好奇的把這本
聖經拿起來翻一翻。這位同事是個基督徒，她

因為我自己的這個決定，是我自己渴慕想要
的。當下，我的內心非常感動，我終於受浸得
救了！
成為基督徒後，在神的家中與弟兄姊妹一同
享受基督與甜美的召會生活。現在，不論是工
作上或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交託給
主。主耶穌是我的依靠，信靠祂的人必不至於
羞愧，仰望祂就有平安，裏面就不害怕。主耶
穌，謝謝祢讓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遇見了祢。
不僅我自己蒙恩，我的家人也得著神的眷

看見我在翻聖經，就開始對我傳福音。她告訴
我她是因為感情受到挫折，在心情很差的時
候，有基督徒向他傳福音，因此開始了她的聚
會生活。她很喜歡去聚會，因為這讓她覺得很
喜樂，每次去聚會就覺得整個人好像被重新充
電一樣。我聽了之後覺得她遭遇過的環境跟我
很像，我很想知道她是如何藉著聚會來得到喜
樂，於是主動請她帶我去聚會。

顧。母親上個月初在主裏安息時，有許多弟兄
姊妹到我們家來扶持。還有身為醫生的弟兄，
在我母親急救的時候也到醫院來幫忙，讓我們
家人對醫院的處理程序沒有遺憾，心裏的平安
讓人得著釋放。感謝神為我們家所做的一切，
也感謝聖徒在愛裏一直的扶持。願主耶穌基督
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我們眾人同在。
（魏世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