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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地豫備，好在區聚會中申言，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倪柝聲弟兄是神聖啟示的先見，李常受弟兄是
神聖啟示的傳承。在倪弟兄有神經綸建造的藍
圖，李弟兄則是建造藍圖的實行者，帶下煙台、

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就
某種意義來說，是指使徒和申言者。因基督的奧
祕已經向使徒啟示出來，所以是有豐富供應的

上海、台灣以及美國 1970 年代的大復興！1984
年，李弟兄回台灣，深入探討並找出聖經所啟示
的新路，且經過實驗，證實新路為可行。所以只
要我們去實行且抓住其中之精髓所在，必定能繁
殖擴增且合乎神心意。
新路的架構是「福、家、排、區」。福－是傳
福音得人；家－是到家中去餵養人；排－是彼此
互相造就、成全；區－是申言建造召會。
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節「…我要把我的召會建
造在這磐石上，…」。這「磐石」由林前三章十

節。
「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每
一部份就某種意義來說，應指身體上的每一肢
體。每一肢體無論大小都有其功用。這裏的「每
一」表示，我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得以聯
絡在一起」
，應是指相調合在一起。
「並結合在一
起」，應是指交織在一起。因著節（使徒和申言
者）豐富供應的申言及眾肢體一個一個的申言，
使眾肢體調和、交織在一起，而在愛裏（身體）
把自己建造起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應該看重每一次的聚

一節及以弗所二章二十節可看出，主要把祂的召
會建造在祂自己及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但因
基督的奧祕已經向使徒啟示出來（弗三 5～6）。
所以這磐石，不僅指基督，也指關乎基督的啟
示。因此召會乃是建造在基督和關於基督的啟示
上。
在召會生活裏，我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
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了（約十三 35）。但要建造
還需要申言。林前十四章一、三～四節「你們要
追求愛，更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要切慕申
言。…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

集。因每次的聚集，都是我們盡功用，與眾聖徒
一同分享我們所看見、所享受、所經歷的基督，
一同被建造的時候。藉此使聖徒得安慰、得鼓
勵、得啟示、得教導（有學習）
（林前十四 3、30、
31），使我們與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
高、深，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
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弗三 18～19）。所以
每個主日，不是來作禮拜、聽人講道、來社交；
乃是來分享、來看見基督的豐富、來相調、來建
造基督的身體！這是我們的正業、我們的託付！
（偶而若太忙沒有出於主的東西可分享，也要來

慰。…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所以主日
的區聚會是我們一起申言建造召會的時候。
林前十四章三十一節說，「你們都能一個一個
的申言」，那與申言者的申言有何不同呢？以弗
弗四章十六節啟示基督身體的肢體彼此建造的
情形。
「本於祂』表示建造的根基是基督。
「全身

聚會，得供應）。
因此，我們每一個人，在平常的生活裏都應該
有經營：在主身上，個人私下與主有單獨、情深
親密的交通；在主的話上、在人身上花工夫，為
存到永遠的 食物勞力 ！凡事長到 元首基督 裏
面。這樣來到聚會中，我們就會，或有詩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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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啟示…，凡事都當為建造。

揣摩，以得知屬靈負擔，並如何應用於召會生

目前眾召會絕大部分都在追求職事的信息。職
事是神在各時代當代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
體。目前正在豫備新婦（團體的得勝者）。神的
工作是藉著說話，當光景不對時，神的話就稀少
（撒上三 1）
。所以對職事的話我們當竭力進入。
首先，對每篇信息第壹大點前面所列的聖經節
一定要讀。這樣才知道這篇信息的背景、要講的
範圍與大概內容，才能很扎實的被構成。接著就
禱讀篇題與各大點，不要「溜冰」
，要破冰而入，
才能知道在講那些重點。然後讀各大點的中、小

活。通常中小點都會有解開的話，很有生命的供
應。願我們都能用解開的話供應人。
目 前 竹 苗 區 眾 召 會在 實 行 主 日 八 人 申 言 小
組。鳥瞰是使弟兄姊妹了解，這篇信息在講甚
麼。分配到週間的，最主要的，在申言所摸著的
點，所得著的亮光。其他的聖經可回應信息或分
享所經歷的基督，最後結束話語的，要把這篇的
負擔說出，並帶進召會生活的應用與實行。
每次的申言，都要問問主：主啊，祢要我講甚
麼？然後在申言中說出神來，並把神說到人裏

點，以了解各大點的含意與內容。接者就串思
路，知道這篇信息在說甚麼。此外，還需默想與

面。但願我們都能忠信的預備，好一同來建造基
督的身體。
（黃信雄）

北埔開展報導（二）

守望禱告 得勝有餘

因著回到訓練中心集訓，聽見許多的見證，發
現守望禱告乃是突破的關鍵。因此我們回到開展
地時，我們就跪在一起禱告，一面悔改我們的禱
告太少，常是想著要做些甚麼，但卻沒有夠多的
禱告。另一面奉獻未來的開展，願意以禱告開始。
當我們興起我們的禱告時，主就開始祝福我

姊妹）也願意受浸，在李琳如姊妹受浸時，他的
母親（李林賜姬姊妹）在旁邊看著就流下淚來，
之後也受浸了。接著林柏南先生的女兒（林雅婷
姊妹）也受浸進入神的國。最後，李琳如姊妹的
大伯也受浸了。雖然仍有兩位沒有受浸，但是也
表明不排斥，甚至承諾改天要來受浸。相信主會

們；我們在禱告上有突破時，主就使我們在福音
上有突破。所以在我們這週的開展裏，眾人裏面
都有一個感覺，主的行動似乎要有一個大的往
前。我們只要堅定持續的禱告與出訪，相信主要
藉著我們做大事。
於是在週五晚間，我們約到了一個家族來到福
音聚會。在聚會的過程中，一些學員就在地下室
守望禱告。藉著這樣的禱告，在我們簡單的陳明
受浸的真理之後，其中最年長的先生（林柏南弟
兄）就決定要受浸。之後，他的外甥女（李琳如

在這家持續動工，直到全家得救。
感謝主，將榮耀歸與神，我們實在見證不是我
們能做甚麼，乃是藉著我們的禱告讓主來做，這
乃是得著突破的重要關鍵。
代禱事項：
1、盼望能得著教育水準較高的青職或是中壯年
的家，能成為召會的柱子。
2、12/12 召會成立聚會，所有得救的新人都能參
加，並且能有持續照顧的福音朋友參與並受
浸。
（于松桓）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十四篇盡祭司職分的路，第十五篇神居所的建造，以及召會聚會中祭司盡職的實行
已過幾篇的信息說到在聖經中所啟示的神子
民的事奉，共分三種職分，就是祭司、君王和申
言者。祭司和君王這兩種職事總是連在一起，不
可或缺。然而申言者的職分是可以斷，是可有可

無的。只有當君王失敗了，祭司也出事了，申言
者才出來；所以申言者的職分不是一個經常性的
職分。
而且即使是一個君王，也必須是祭司而君王。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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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王不活在祭司的原則下，他作君王就不

的加上禱告，才能豐富我們的靈。這就如同人蓋

能正確。因此為著完成神永遠的計畫，最重要的
乃是祭司職分。人惟有作祭司才能與神調和；惟
有作祭司才能在神生命的水流裏有變化、被建
造，成為神永遠的居所。因此你想要在神的計畫
裏有真實的用處嗎？你必須是祭司。
而我們作祭司的路在哪裏呢？首先我們要清
楚的看見，神乃是在祂施恩的寶座上，而這施恩
的寶座乃是在至聖所裏，這至聖所一面是指神在
天上的居所，一面就是指我們重生之人的靈。在
宇宙萬物中，我們的靈是一個最聖別、最為著神
的地方。今天，主耶穌已經流出了祂的血，並將

房子，鋼筋、水泥、砂石都齊備，還需水來調和，
材料才能配搭建造起來。所以我們眾人非注意禱
告不可。
本書在第十五篇這邊是一個分水嶺(詳細內容
請看本書最前面的”說明”)，從本篇到本書末有
相當多聚會實行方面的交通，對於落實前面信息
的負擔很有幫助。
本篇主要說到神的兒女都應該是祭司，這乃是
神心裏一直要得著的，就是一班祭司而君王。今
天在基督教中多是注重講道，注意話語職事，注
意作申言者，並且都是擔在少數人身上，其他人

通往至聖所的幔子裂開，因此我們可以坦然無懼
的進入至聖所。祂是親切、便利的活水源頭，我
們可以隨時到祂跟前，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
的幫助。
因此我們需要禱告。在屬靈的事上，禱告有其
特別的地位，是聽道、讀經、讀屬靈書報不能取
代的。就算和聖徒交通，也不能代替禱告。你要
親近神，只有一條路，就是回到靈裏禱告。這是
一個鐵定的律。可惜的是，有的弟兄姊妹竟然可
以整天不禱告，或者一週、一個月不禱告，甚至

很少能開口講話，很少能禱告供職作祭司。這乃
是一種反常的現象。
在末後的時代，祭司的職分在我們中間必須有
厲害的恢復；而這個恢復不只是少數人作代表，
乃是需要所有聖徒都起來，在神面前接受恩典，
供祭司職分。
因著這樣的負擔，於是在 1961 年的三月就交
通到改掉主日講台，而改為全體祭司供職的聚
會，也就是全體盡功用的聚會。同時也交通到因
材施教的必要性。這些交通在當時都是創舉，然

一年半載都不禱告！
我們必須看見禱告的重要。要接觸神、得著
神，非禱告不可。實在說，連我們讀經、聽道、
看屬靈書報、與人交通，都不過是憑藉，為叫我
們能在靈裏接觸神。因此以上的項目都必須多多

而時至今日，我們都是因著這樣的改革所帶來的
屬靈受益者。為此我們都要向神獻上感謝，並積
極的操練作一個祭司而君王的人。
(陳榮裕)
附註：11/29～12/05 追求進度為第十六、十七篇

各區福音聚會時間表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103

12/05(日)

09:30

仁愛會所

青一

12/12(日)

09:30

仁愛會所

201、202、203

11/28(日)

18:00

經延會所

307

12/19(日)

09:30

張振雄弟兄家

320

12/12(日)

12:40

李遠翔弟兄家

青三 1、2

12/12(日)

10:30

新光會所

芎林鄉召會

12/25(六)

18:00

芎林鄉召會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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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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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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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臥床約四週)、107 莊續曾(肺
部積痰現住和平醫院插管治療) 308 陸乃軒（因
肺塵症與肺部感染在馬偕醫院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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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竹苗青職 12/3～12/4 錦水相
調代禱，藉著相調向他們說話，使青職聖徒能成
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
四、大學代禱事項：1、為校園福音後續的陪讀聖經

報告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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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11/29（一）19：30 原少數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改為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請
各大組負責弟兄均能準時出席。
三、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11/30（二）19：30 於仁
愛會所有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請聖徒們踴躍
與會。
四、2011 新年團聚特會青職及大學聖徒詩歌展覽：盼望
青職及大學聖徒踴躍報名參加，意者請聯絡楊馥璟
弟兄 0975227992。
（詳閱通啟）
五、各區福音聚會時間表：詳見報導 3 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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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心追求聖徒儘
速報名，費用每人 1,000 元。
（詳閱通啟）
七、二大組感恩見證聚會：12/12（主日）18：00 於港南
運河濱海風景區餐廳（海埔路 588 號）舉辦。歡迎
邀約聖徒、親友參加。聯絡人：黃文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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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15-786525。
八、兒童讀背經展覽：（進度-以賽亞書)12/18（六）
10:00～12:00 於仁愛會所二樓舉辦。相關資料請至
「兒童組美地」網站下載。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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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跨年禱告聚會：12/31（五）23：00～1/1（六）凌晨
1：00 於科園會所舉行。
十一、新竹市召會 2011 新年團聚特會：謹訂 1/2（主日）
9：30 於交大光復校區中正堂舉辦（學齡兒童於體
育館）請各區於 12/14 前報名（詳閱報名表）
。至中
正堂及體育館請配戴名牌，並請各區於 11/30 前調
查需要名牌的聖徒、兒童及初信者之姓名提供執事
室統一製作。（名牌套請自備）
十二、新竹市召會寒假兒童親子健康生活園：1/21(五)
～1/23(主日)於中興新村會所舉辦。對象：小一至小
六兒童(家長需陪同才能報名參加)。請各區於 12/20
前向執事室報名。因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詳閱
通啟)
十三、晨興追求材料：12/6 起追求「需要對主的恢復有
新鮮的異象」。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10 年 11 月 21 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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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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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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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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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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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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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東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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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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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
林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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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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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127
244
201
9
46

251
59
186
125
7
64

356
120
300
187
12
94

242
66
209
132
7
44

1173
372
999
645
35
248

131
39
127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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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25
90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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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35
212
60
2
23

101
39
154
77
5
41

53
11
61
20
2
8

46
12
21
24
1
3

17
8
12
15
1
1

48
15
60
45
2
18

32
13
33
23
1
5

16
9
23
14
1
6

419
142
576
278
15
105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11/28(日)

11/29(一)

11/30(二)

12/01(三)

一大組北埔開展
19:30 擴大負責弟
交通聚會
12/06(一)

三大組北埔開展
19：30全召會集中
禱告事奉聚會
12/07(二)

大學聖徒北埔開
展
排聚集
12/08(三)

19:30 少數負責弟
交通聚會

全召會集中專項禱
告事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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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2/02(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
求
二大組北埔開展
排聚集
12/09(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12/03(五)
12/04(六)
四大組北埔開展
大組核心交通
青職錦水相調1
18：00竹苗大學核 青職錦水相調2
心聖徒成全
排聚集
12/10(五)
12/11(六)
大組核心交通
18：00竹苗大學核
心聖徒成全
排聚集

主後 2010.11.28 第二九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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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中的信和五個警告

希伯來書頭十章陳明了基督在四方面遠超越
舊約同舊約的事物。而第十一章給我們經歷這一
切超越事物的路，就是信；在同一章也讓我們看
見許多信心的見證人。到了第十二章把我們聯於
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就是耶穌。在這十二章
的聖經中，作者因受信者猶太信徒的背景，給他
們五個警告。奇妙的是，除了第一個警告沒有明
言說到與信有關的事，其餘四個警告都有題到
信。雖然第一個警告沒有題到信，卻也與信有關
聯。由此我們可以尋求信與五個警告的關係，使
這些警告在我們身上產生當有的功效。
二章一至四節是第一個警告－要注重論到子
的話，在祂的神性裏，祂是神自己，遠超過猶太
人所敬仰的天使。一節說：｢我們必須越發注重
所聽見的，恐怕我們隨流飄去。｣羅馬書十章十
七節說：｢信是由於聽，｣若我們真注重所聽見關
於論到子的話，就自然當產生活的信，使我們不
隨流飄去。希伯來書二章三節又說：｢我們若忽
略了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這裏的救恩指
神完全的救恩，從罪得赦免到有分於要來的國度
和榮耀；不僅指基督所已經為我們作成的，和將
要為我們作的，也指那能拯救我們到底的基督自
己（參恢復本聖經該處註）。然而，要接受救恩
必須要運用信。因為關於這麼大的救恩，四節
說：｢又有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並
各樣的異能、以及聖靈分給的恩賜，同他們作見
證。｣根據林後四章十三節，要為神說話、作見
證，必須有信，經上說：｢我信，所以我說話。｣
那些聽見又向我們證實這救恩的人能向我們作
見證，必是因為他們有信。由此可見，在第一個
警告中，雖沒有明文題到信，卻在在都向我們揭
示，若沒有信，我們無法接受這救恩；即使接受
了救恩，也無法作見證。
接著在三章七節至四章十三節這第二個警告
中，乃是題醒受信者不要趕不上那應許的安息，

應用於今天就是召會生活，實現於來世的國度時
代。作者用舊約以色列人作鮮活的例子，指出他
們雖然離開了埃及，然而除了迦勒和約書亞，其
餘的人都倒斃在曠野，不得進入當時神應許給他
們進入的美地（警告中所題安息的豫表），就是
因他們的不信（三章十九節）；甚至因他們存著
不信的惡心，將活神離棄了（三章十二節）。為
何他們見了許多神蹟，又聽了神的應許，還落到
如此下場呢？乃在於他們所聽見的話與他們無
益，因為這話在聽見的人裏面，沒有與信心調
和。這個警告對於我們天天都讀聖經的人，是何
等的警惕。
第三個警告題醒受信人要竭力前進，達到成
熟。因為作者向他們揭示基督是按著麥基洗德的
等次作屬天的大祭司，遠超過僅僅按著亞倫的等
次在地上的眾祭司。這樣的話不像奶，而是公義
的話，如同乾糧，需要成熟生命所具備的官能才
能明白。六章一節說：｢我們既離開了那論到基
督之開端的話，就當竭力前進，達到完全、成熟，
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脫開死行，信靠神，｣這
裏的信靠神，在原文可直譯為在神裏的信，這是
我們得救後起初的階段，不當停留於此。雖然受
信者在生命上不夠成熟，但他們在神的善工上是
殷勤的。所以，作者鼓勵他們在追求生命成熟的
事上也要顯出同樣的殷勤。在十二節便說：｢使
你們不怠惰，反倒效法那些藉著信和恆忍承受應
許的人。｣這裏開啟我們，在追求生命成熟的路
上，除了要有恆忍，還需要有信。
從八章開始，作者揭示基督的新約超越舊約，
包括在西乃山所立的約、舊約的帳幕、敬拜禮儀
和祭物。但這些對於有強烈猶太教背景的信徒是
很難脫離的。所以作者就給他們第四個警告，要
他們向前進入至聖所，不可退縮回到猶太教。恢
復本聖經十章十九節註一的註解告訴我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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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相調

2010.11.28

天至聖所是在主耶穌所在的天上。
（九 12，24。）
當我們還在地上時，如何能進入？祕訣就是四 12
所說我們的靈。這位在天上的基督，現今也在我
們的靈裏。（提後四 22。）｣而要進入至聖所，｢
就當存著真誠的心，以十分確信的信。｣（十章
二十二節）除了猶太教中的敬拜儀式成了猶太信
徒極重的包袱之外，他們也同時因著信仰遭受同
國人的逼迫。所以，作者也鼓勵他們：｢只是我
的義人必本於信活著；他若退縮，我的心就不喜

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耶穌自己
完成了從成為肉體到升天榮登寶座的賽程，我們
若不看別的，只注視祂，就會得著信心，好持續
的留在恩典中，以完成神為我們個人所量給屬天
的賽程。
綜觀上述要點，不僅要進入並經歷希伯來書所
啟示超越一切的基督，我們需要信。就是為使我
們能得著每一個警告真實的益處，我們也需要運
用信，使我們得著救恩、進入安息、達到成熟、

悅他。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遭毀壞的人，乃是有
信心以致得著魂的人。｣（十章三十八至三十九
節）面對所有的逼迫，必須要憑信才能堅定站
住，甚至在主回來時，才能得著、拯救我們的魂。
最後一個警告，乃是作者在十一章開啟了信的
定義和信的見證人之後，鼓勵受信者要奔跑賽
程，不可墮落離開恩典。所以在十二章二節說：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
終者；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

進入至聖所、完成賽程。誠如十一章六節所說：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
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
人。｣信有神，直譯為信神是。神是一切，而我
們不是。當我們簡單的運用信，神就把祂自己灌
注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一切；一面使我們蒙拯
救脫離一切消極的事物，一面使我們進入更多屬
天事物的實際裏。只要我們持續尋求祂，相信至
終祂必賞賜我們。
（盧正五）

約讀經心得

復興之路

詩篇七十七至八十三篇形成一組，說到聖殿、
聖城、和聖民這聖別的三項，遭蹂躪的光景。這
些詩特別啟示「復興的路」，乃是高舉基督。這
七篇詩是在殿裏事奉的利未人亞薩寫的。這些詩
說到殿、耶路撒冷城、和百姓的荒涼，這指明這
些詩是在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以後寫的。下面
摘要分享前二篇，主要為顯示詩人如何尋得復興
和復興的內涵。
七十七篇大致分成兩段，前段一至十一節為回

苦的、使患病、憂傷）；但我要追念至高者右手
所賜的年代。」從消極、憂傷、使人衰弱的回顧
中出來，反而追念神的能力、高舉神的年日，是
個關鍵正面的轉變，是復興的起步。自此，後段
詩人轉而默想神一切所行的，原文就是神所經營
的；默念神的作為，得一心得，「神阿，你的道
路是在聖所中；有何神明大如神呢？」天地的
主，至大的神，祂的道路卻啟示在祂的聖所中，
也就是在我們的靈和召會中（弗二 22，提前三

想過去而得安慰和信心；後段十二至二十節是策
勵未來，藉默想神所經營，而尋得神的道路。在
前段，詩人因著神暫時丟棄祂的百姓，感到困
惑，而向神哀怨不平（詩七七 1～9）。神已揀選
我們，絕不會棄絕我們（申三一 6，書一 5，來
十三 5）
，神可能允許我們離開祂片時，然後祂要
來摸著我們，使我們歸向祂（參羅十一 24～25）
。
所以到十節，詩人自認前面的思考太消極，便
說，「這是我的懦弱（原文意使衰弱、疾病、痛

15）。神的道路不是死板的規條或作法，而是活
的、滿有生命感覺的引導。當我們運用我們的
靈，並活在召會裏，神的道路對我們就清楚了（見
七三 17 註 1）
。接著詩人再度回想神往日的作為，
就不再像以前那麼消極、下沉，反倒在本詩篇末
兩節，下結論說，「你的道路在海中，你的路徑
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你曾藉摩西和亞
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含示
神能在海中、在大水中開道路，是人無從知道的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相調

2011.11.28

（因為在海和大水中，人一般認為不可能有道
的百姓（如過紅海、渡約旦河），好像牧人牧養
羊群一般，親自在前頭走，帶領羊群往前（約十
4）。這是復興的開始。
在七十八篇，詩人又長篇追念以色列人的失敗
（詩七八 1～58），進而描述失敗的結果（59～
64）
，再論到神復興以色列（65～72）
。第一段中，
詩人強調，要把神行的見證和設的律法，述說、
教導後代，「好叫他們寄望於神，不忘記神的作

路），不過衪藉僕人如摩西、亞倫的手，引導衪
手中。」明白顯示失敗的結果所導致神的懲治是
何等嚴重和難以承受。末了，神在三件事上復興
以色列：一、揀選猶大支派（為生出基督），祂
所愛的錫安山（為建造召會）
。
（68）二、蓋造衪
的聖所豫表召會。（69）三、揀選衪的僕人大衛
豫表基督（70），牧養自己的百姓，按心中的純
全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71，72）。
（詳見”失敗後的復興”）總之，經過七十七篇

為，惟要遵守祂的命令；不至像他們的祖宗，是
頑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輩，他們的靈向著神不忠
信。」
（7，8）第二段中詩人以歷史警告，
「於是
祂離棄示羅的帳幕，就是祂在人間所搭的帳棚；
又將祂的約櫃交與人擄去，將祂的榮美交在敵人

的回顧歷史，詩人轉變觀念，終於知道神的道路
在人的靈裏，也在召會裏，接著在七十八篇，再
度經過回想、檢討，神至終啟示「復興」的三要
素：基督（是生命）
、召會（是生活）和牧養（餵
養、帶領並長大成熟）
。
（董傳義）

大學新人成全報導及見證

聖徒同聚享受豐盛供應

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一日於新竹
學新人成全暨期中相調，藉此促
靈的基本操練上有加強的成全。
經歷繁重的考試壓力之後能到曠

市召會大學學生中心，舉辦大
進新人彼此間的認識，也在屬
同時也效法主顧到弟兄姊妹在
野歇一歇，在主面前重新得力。

二十日的傍晚，大家從包水餃
相調開始，總共來了六十二位
聖徒，其中新人十八位。一位賣
手工水餃的姊妹親自為我們預
備了內餡，並示範如何包出漂亮
的水餃，加上社區聖徒飯食的
配搭，使整個包水餃的相調得以
順利的進行。弟兄姊妹分為八
個小組包水餃，在大家齊心協力下，半小時內就包完了五百多顆的水餃，雖然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水
餃，但重在相調不在賣相。
心歸依一意順從。在享受多首詩歌之後，由在學
第一堂的聚集是詩歌饗宴，交大的弟兄姊妹們
的弟兄釋放信息─說明「召會」是什麼，以及聚
以中文、韓文高唱「永活救主」
。一位新人見證，
會的重要，我們每一個人也就像一個個的煤炭一
與同學的相處上受了為難，在弟兄的提醒下，他
樣，單是一個炭不能熱起來，煤炭多燒得就旺，
能為那位同學代禱，就經歷主是祂的真自由，使
因此，我們需要和眾聖徒一同聚會，就像今晚的
他不因人的言語攻擊而受忿怒控制；還有一位新
聚集一樣，彼此焚燒，個個靈裏發旺。晚上，許
人見證，在課業上是如何倚靠主，將自己交託給
多弟兄姊妹和新人被接待在學生中心，體驗弟兄
主。這些新人又新又活的經歷，見證所信的乃是
永活救主。第二首詩歌「我深知你是我惟一所愛」 之家、姊妹之家團體且規律的生活。
由竹大、清大、元培和玄奘的弟兄姊妹一同展
覽，這首詩歌激動著弟兄姊妹對主的愛，大家深
情的以奉獻的靈，一遍一遍的唱著這首詩歌。有
位弟兄見證原有許多喜歡的社團，因受主愛的吸
引，摸著如詩歌中所說的，願作祂愛的囚奴，一

隔日早晨，就從晨興、操練呼求主名開始，使
弟兄姊妹的靈被點活。晨興之後就驅車前往伯特
利山莊，在那裏繼續有信息的傳輸，第一篇─晨
興的緊要：一天之中清晨是遇見主最好的時候，
清早起來就能得著許多屬靈的益處。我們一信

主，就要學習在清早的時候劃出時間來，與主交
通，得著復興。第二篇─禱讀主話：弟兄們說到
喫的緊要，喫是為著長大，為著建造，為著得勝。
聖經就像是一本食譜，召會是餐廳，這裏面只有
一樣食物，就是基督。喫乃是我們的定命，喫就
使我們得滋養，得力量，得喜樂，並建造在一起。
第三篇─擘餅聚會的意義：這是主耶穌在地上的
時候，親自設立的聚會，看到桌上的餅和杯分開
陳列，就是看到主被擘開的身體，和祂為我們流
出的寶血。我們在此吃餅一小塊、一小塊，合在
一起就是一塊餅，就有聯結之意，我們在主裏有
一樣的生命；我們所喝的杯，是藉著祂血所立的
新約，祂成了我們杯中福分。我們在此記念主，
更摸著那個靈在會中的運行，個個靈裏高昂，我

們在此的享受就使主得著滿足。
大家上到高山與主更親更近，在分組基本操練
的禱讀主話及分享上，更得釋放。這次的成全，
不僅在靈的操練上得加強，也加強了弟兄姊妹對
於晨興、主日的看重。
在下午的行程裏，我們在伯特利山莊有甜美的
相調，在午餐結束後我們分組帶了兩個大地遊
戲，然後在附近的鄉村步道裏讓眾人在曠野中歇
一歇，最後，詩歌充滿在我們回程的路途上，而
小羊也在這樣的活動中與弟兄姊妹們相調得更
緊密；感謝主!這次的行動不僅讓新人們得著基礎
真理以及屬靈操練，更讓他們寶愛與我們的同
在。
（大專組）

大學新人成全蒙恩見證
當天早上因著頭痛，原想在晨興完畢後取消
一整天的行程。後來在和大家圍成一小圈輪流
個別盡情地呼求主名十次，頭痛竟不知不覺中
減輕許多，哈利路亞！
(交大 莊珮芸)
這兩天最讓我驚訝的是晚上十一點就睡了，
真的很久沒過這樣規律的生活。很摸著第二天
早上的禱讀，明明禱讀的是同一節經文，卻有
不同的感覺。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位姊妹說到：
「裏面有聖靈，手上有聖經，周圍有聖徒。」
想了想，再看看周圍，我覺得自己十分幸運，
能夠和這麼多弟兄姊妹一同享受主，我真的非
常喜樂。
(交大 陳政揚)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的新人成全，
雖然我只有參加週六的部分，但是也獲益良
多，尤其深刻的感受到，果然在弟兄姊妹中間
更能摸著主。會這麼說是因為這週比較怠惰，
晨興次數變少，雖然也有自己讀經禱告，但是
總是覺得沒有之前參加晨興來得摸著主。週六
要負責分享初信成全，本來打算照著稿子唸就
好了，但是感謝主，在唱詩歌的時候突然覺得
有重擔脫落，且靈被挑旺的感覺，於是分享的
時候就能即興發表，且有很享受主的感覺，果
然藉著參加聚會來享受主有事半功倍之效。
(交大 江奕宏)

我們這些小羊在母羊的帶領下，經過晚上的
見證和活動，直到第二天在伯特利山莊的主日
聚會終於結束了這一完滿的行程。
實際上，我們都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進入召
會，但等我們進入以後才發現原來一切的擔心
都是多餘的。和弟兄姊妹的喜樂相調，讓我的
靈裏觸動，確實，作為一名基督徒只有在聚會
中才能真正享受主的恩典。
那天很高興，有弟兄摸著我的見證與我交
通，但其實，我發現最後我從他話裏收穫的才
更多，在主面前，分享使話更豐富。神的話就
是真理，真理中有生命，所以我們交通的話中
是充滿生命的。既然是生命，那麼我也只能像
把一個朋友介紹給大家一樣分享自己的見證，
看見他的，不一定能認得，認得的不一定能交
談，交談的不一定能理解，理解的卻不一定比
我這個引薦的人所感受的少！因此面對主的
話，這些生命流動的話，我們必須交通，而且
要仔細認真的去做，每個人說話方式不同，經
歷不同與主的話交流也會有不同，但大家一起
來交通，等於讓一句話變成了十句，百句，千
句；讓我們享受從未有過的靈裏的大餐。願我
們弟兄姊妹永遠在交通中成長喜樂！
(交大 張海潮)

竹北購地蒙恩見證
主後2010年對竹北市召會來說是關鍵性的一

感謝主！祂是奇妙的策士，先是擴大我們的

年，而11月9日這一天更是關鍵性的一天，因為

度量，棄絕用有限眼光估量神無限量的作為。

這一天是竹北召會購地的重要里程碑！
在今年5月15日晚上，有一次全召會的購地交
通聚會，眾人交通關於高鐵特區隘口段一塊250
坪的地。幾天後，在5月23日的集中主日聚會
裏，弟兄們同心合意的交通了購地的負擔。之
後，在短短兩個月內，聖徒們的奉獻心願單就
高達三千多萬。然而在實際購地過程中，卻充
滿了許多的轉折。
首先，該筆土地分屬五個兄弟，在意見整合
上非常困難，當時也只能擺在禱告中等候主的
作為。在三個多月漫長的等候過程中，主將李
福明弟兄帶到竹北來服事我們。他一面尋求主
在他裏面的引導，也常在核心事奉的交通聚會
中提到未來竹北召會往前的規劃；因而調整了
我們在購地的事上，需實際考量竹北召會未來
的發展與需要。那時，隘口段的地一直未能有
明確的進展，但弟兄們的感覺卻逐漸調到同一
的負擔與方向。似乎主有意要我們放棄隘口段
那個標地，另外再尋找一塊地。
弟兄們靈裏雖然是阿們這樣的轉變，但我們
裏面總絕得納悶：「為何主讓我們同心合意想
要購買隘口段的地，歷經一波三折，最後卻讓
我們放棄？」「弟兄姊妹的士氣是否會因此受
到影響？會不會覺得召會購地的帶領不穩
妥？」這些顧慮與考量，的確使我們掛心。但
逐漸地，我們終於明白這些轉折，無非是讓我
們得益處。原來，過去竹北召會曾歷經一些風
波與難處，無形之中限制了主在竹北的作為。
在以往我們天然、有限的感覺中，看到一塊2000
萬或3000萬的地，都覺得是天價了！但隘口段
的地價卻是七千萬以上。所以主的工作就是要
來突破我們人所認為的 ”不能”，以 ”神
能” 來取代。

再者，從弟兄姊妹們的奉獻心願上，主讓我們
看見聖徒們都已跟上了奉獻的負擔。另一面，
要特別感謝新竹市召會在身體裏的扶持。將前
些年奉獻給福音工作互通有無的交通款，無條
件地移撥給竹北召會作為購地之用。成為我們
極大的幫助。因此在往後的購地考量中，我們
為著神見證的需要，就開始豪邁起來。不再局
限為籌算的擔憂，而是更多仰望這位全豐全足
的神。弟兄們認定只要是出於主的，我們就阿
們、就跟上！
雖然購地的度量被擴大了，但選擇地的屬靈
眼光則需要被拔高！起初，我們的著眼點只在
於會所的功能性、實用性與便利性的考量。但
在尋地的過程中，林鴻弟兄經常來到竹北與我
們同去看地。十月底他又再次來到竹北。這次
他向弟兄們交通到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為著
福音的目的，見證一定要顯明。因為：『你們是
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因此，

這個真理的啟示就成了我們的購地原則與方
向。
適時，我們正好來在嘉豐七街與復興一路的
十字路口，林弟兄指向那附近的一塊角地（約
有181坪）說，這裏前面是大馬路（指竹北市交
通大動脈：光明六路）恰好設有一停車場，沒
有大樓遮蔽，來往的人看得一清二楚，有顯明
召會見證的效果，又無須擔負臨光明六路邊上
動輒七、八十萬的昂貴地價。當時弟兄們都在
靈裏非常響應。之後，弟兄們立即著手與地主
接洽，結果竟開價為四十多萬一坪，總價七千
四百多萬。經過弟兄們的交通後，委由關西做
土地仲介的曾柏勝弟兄於11/1順利取得15天的
專任委託；因此，召會取得了在這段期間對該
地唯一且優先的購買權。

然而，因為四年前竹北召會購買現在的文昌

經歷到猶如”達陣”般的喜樂，下午五時左右

會所，加上整修也花費一千多萬。去年又跟新

終於完成了這塊地的簽約手續。也再次經歷了

豐召會一起在明新科大旁買了七十坪的建地，

這位永不誤事的神。而實際在短短兩週的時

總價五百六十萬，計劃以後蓋學生中心。所以

間，實際收到的奉現款是六百四十三萬。

當天竹北召會帳戶裏只有570萬，連簽約金（總

簽約當時，其中一位地主說，她其實經常住

價的10%）都不夠。於是在11月7日集中主日聚

在日本，就在兩個重要的時刻才剛好在台灣，

會的末了，弟兄們交通到，這一週內(下主日前)

就是簽專任委託與簽約之時。再過幾天，她又

需達到五百萬以上現款的奉獻，才能搆得上與

要回日本去了。如果未能及時找到她，我們就

地主簽約頭三期款的需要。否則可能將失去購

無法購得完整的181坪的土地了。同樣的，在我

置該地的機會。當下即請全體聖徒填寫一週內

們與林鴻、吳有成弟兄交通的過程中，在每個

兌現的奉獻心願單。聚會結束後，統計弟兄姊

環節上也都有主其妙的安排，他們幾次與我們

妹投下的奉獻心願單，竟然真的超過了五百

的交通，都正好是他們來往國外看望眾召會，

萬，實在看見聖靈在聖徒們中間的運行所產生

返台短暫停留幾天的夾縫中時間；但是對我們

的響應與擺上。因此當天下午，幾位配搭的弟

卻成了極關鍵的時刻。一切都在主奇妙而主宰

兄們便及時地聯繫與新竹的董弟兄、譚弟兄趕

的調度之中，安排得精準無比。

去台北信基大樓與吳有成弟兄、林鴻弟兄交通
關於購地的事。結果兄長們亟願在身體的交通
中，扶持竹北召會的購地，並將起初新竹市召
會與竹北召會的奉獻款如數交通回來。大家都
甚感欣慰。
故在11月8日晚間的核心交通中，弟兄們一致
決議與地主簽約。隔天(11月9日)中午地主也確
定願意在當天下午四點與我們簽約。所以，我
們立即就面臨了要付出簽約金的壓力。管財務
的弟兄趕緊赴銀行更新存簿資料，只聽見機器
嘎嘎作響，列印出好多筆在這兩天內轉帳進來
的款項。然而，要付簽約金仍不足一百多萬。
此時服事財務的弟兄們面對了一個幾乎是不可
能的任務！然而，感謝主，『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在召會中實在有許多愛主的『馬
利亞』，在短短一個小時內，幾位聖徒就補足
了缺額。我們準時在四點前到達簽約地點；但
在四時十分（已經過了銀行營業的時間），從
電話那頭確認了最後一筆奉獻款進到召會的帳
戶。我們坐在簽約的會議桌上，振家弟兄飛快
而及時的把支票送到我們簽約的地點，使我們

另外、在決定購買這塊地之前兩週，弟兄們
經他人推介去找一位建築師為將來蓋造會所的
初步設計有研商。豈知，那位建築師居然就是
幫新竹市召會設計交大學生中心的建築師。所
以他非常了解我們蓋造會所的各種想法與需
求，很快地給了我們一些方案。建築師何其多，
我們不得不低頭敬拜主，過程中實在右一次經
歷神又真又活的帶領！
總之，在這段過程中，先是全召會聖徒們同
心合意，為著購地而拼上。不管弟兄姊妹奉獻
多少，負擔是普遍、屬靈、喜樂。人人都奉獻、
禱告經過主、靈中洋溢著讚美與感恩。其次是
主話的印證－『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過程中滿有神的調度，與
環境的印證，使我們主觀地經歷了神的帶領。
購地簽約只是一個起頭，相信這也是竹北召
會蒙福的起源，願眾弟兄姊妹一同投入奉獻、
蒙恩的水流。藉著外面的奉獻達到靈中的同被
建造。願主興起祂在竹北剛強明亮的見證！
(竹北購地小組 服事弟兄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