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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兩件未了的服事
每當時序進入十二月，我們深處總興起同樣的
虧欠與感嘆。虧欠是在福音上，仍有許多親友、
鄰舍、同事、同學尚未能將寶貴的福音傳給他

算），聖徒名冊人數更超過四千人。不過相對主
恩典和新竹市人口增長，我們仍覺慚愧，召會繁
增遠遠夠不上主的標準。呼籲全體聖徒起來，趁

們。我們常覺自己是一個欠福音債的（羅一 14）
，
愧對愛人的主，更怕衪來與我們算福音的賬。感
嘆是在牧養上，還有許多神家的親人流落在外，
乏人關心，缺人照顧。我們總是只關心自己的
事，忽略了別人，特別是那些軟弱、退後、病痛、
在難處、苦難中的弟兄姊妹。憶起主的話「施比
受更為有福」（徒二十 35）真覺羞愧。
召會為了讓大家有機會彌補這一年來的疏忽
與缺欠，特別在這想念的季節裏，安排二項重要
的身體行動：

歲末之際，帶著兄弟之情、父神的愛，看望週邊、
排裏區裏的聖徒乃至慕道親友，邀請他們回到父
家或神家，一同團聚，享受豐富和平安。
回想主離世前，賜給我們一條新誡命，叫我們
「彼此相愛」，正如主愛我們為使我們也彼此相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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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今天我們的見證弱，
常是弱在不夠彼此相愛，別人看不見聖徒間那種
熱切、親密、溫馨、高尚、神聖的愛，以致認不
出我們都是主的門徒。我們應當向主認罪、悔

一、十二月二十四日（週五）晚上，在仁愛會
所有「全召會福音收割聚會」。特邀請台北召會
十三會所聖徒來作見證和釋放福音信息–「改
變」。懇請新竹召會全體弟兄姊妹盡力請客，巴
望至少邀到三百位福音朋友：一百位學生，包括
大學生六十位，高國中生四十位；青職朋友一百
位；其他中職、年長的朋友一百位。禱告主，讓
福音的愛火在召會中焚燒開來，無論年長或年
幼，弟兄或姊妹，個個興起福音的負擔，人人都
請客，都能結果子，且是長存的果子。
二、明年元月二日上午，在交大光復校區中正

改，過往沒有照衪的誡命活。求主賜夠用恩典和
力量，由今天起，我們要彼此更相愛，也更多、
更廣地顧到身邊親愛的親人。同樣，主也曾提醒
那位詢問主那一條誡命最大的律法師，除「要全
心、全魂、並全心思愛主你的神」之外，就「要
愛鄰舍如同自己」。（太二二 37～39）前條是抽
象、內裏，人看不見的；而後條卻是具體、實在
可實行，人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不過主說，
「其次也相仿」，意思是這兩條要連在一起：愛
神才能愛鄰舍；愛鄰舍就顯明愛神。我們要全心
愛神，就該操練愛鄰舍如同自己。主耶穌復活

堂，舉行「新竹市召會 2011 新年團聚特會」
。明
年適逢新竹召會正式聚會六十年（詳見「金燈
台」–召會簡介）。在主同在與恩待下，召會見
證在新竹走過六十個年頭，可說主恩深重，口難
述說。聚會人數也由當初十幾二十位聖徒，擴增
到如今近一千二百位（以主日實際到會人數計

後，不也是用「愛我」問彼得，要他「餵養、牧
養我的羊」作結論嗎？你我愛主嗎？若是，就去
愛鄰舍（福音朋友），去餵養牧養主的小羊（新
人和需要的聖徒）吧！趁現今還有機會，立即起
來行動，莫遲延。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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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聖靈工作，相調穩固新人

開展至今看見主實在祝福這地，在這裏的工作
並不是我們能作甚麼，而是不斷的與主的工作配
合。本週的交通中，我們都有相同的感覺，接下
來的工作需要加緊新人和福音朋友交接。為了穩
固得救的年長新人，弟兄們決定將竹東的客語
排，增排至北埔，因此在白天的看望中，就有弟
兄跟著我們一家一家的走訪交接。
而這週最蒙恩就是，我們在上週得救的一個家
中聚社區排，北埔當地的聖徒加上新人和福音朋
友共來了二十二位。藉著聖徒們在排中見證召會
生活的蒙恩，不僅使新人藉著一幅召會生活的圖
畫得著穩固，更使到來的福音朋友受吸引而心生
羨慕。
另外主作了特別的工作，這週恢復了一位本地
久不聚會的青職弟兄，開始與我們有聚會，這位
弟兄曾經在弟兄之家受過幾年成全。他不僅自己
來聚會，更帶了一位福音朋友一同前來。藉著與
學員一同配搭向這位福音朋友傳輸受浸得救的
負擔，他也簡單受浸得救，並且當週立即參與社

兒童主日成全服事者暨家長相調報導

區排、主日和外出相調。至於這位被恢復的弟兄
更因著主日沙鹿召會弟兄姊妹的來訪相調，遇見
已過住弟兄之家的同伴，而得著激勵加強。
在青少年的工作上，這週則是藉著學生排和主
日下午的相調，將這些青少年團在一起，也藉著
相調傳輸屬靈同伴的負擔，盼望不斷的將他們調
在一起，建立禱告同伴，使他們生活，不僅只有
外面的聯結，而是能有真實屬靈生命的聯結，彼
此扶持。
代禱事項
1、興起有負擔聖徒，交接照顧得救新人。
2、12/11 召會成立聚會，廣邀新人及福音朋友，
使主的莊稼收進倉內。
3、題名代禱本週豫定受浸人位：官炫延、莊雅
雯、黃李素貞、黃雅嬪、魏芸如、姜宜伶、
張美珍、黎淑君、黎淑君、黎淑婷、邱如君、
李水來、李增財一家。
（北埔開展隊）

相調分享交通，彼此激勵往前

11 月 27 日陽光普照，一、二大組參加兒童主
日成全的兒童與家長們一同來到北埔番薯伯焢
窯。有鑑於兒童都是來自不同小區，只有主日才
來在一起，生活中較難有相調的時間，而家長們
與服事者也不容易有交通相調的機會，因此服事
團與幾位家長便覺需要有這樣的相調行動。
一到番薯伯焢窯場地，小朋友們便已經開始
「相調」起來了。工作人員先帶我們到焢窯場地
築窯生火，當窯終於堆起時各組都歡欣鼓舞。在
等待悶窯的過程中，家長和兒童各有相調的活
動：兒童有工作人員帶他們做草繩編織 DIY；家
長則在另一場地有交通聚集。
在家長交通時間，我們藉著唱詩挑旺靈。接著
介紹各個年級的服事團，以及主要服事者的蒙恩
與負擔交通。服事者們交通到帶兒童的過程中實
在是需要先回到主面前，因為不是靠著我們能夠
去服事，而是主自己先在我們身上停留，才能將
每個孩子的情形帶到主的面前。也因著每週陪著

孩子們在屬靈上的操練，看見從小就參加兒童主
日上來的兒童，真的在屬靈成長上與未參加或中
途才參加的兒童不一樣。其中，最肯定的就是因
著分齡的成全，兒童從小較能找到與自己年齡相
近的屬靈同伴。雖然每位兒童都是來自不同的地
方，但藉著每週一同學習與操練，總能彼此互相
激勵，一同過團體的生活。在相調的過程中發
現，兒童因著一起參加主日成全，和同伴就很容
易相調在一起。
服事者交通完後，接著是家長的蒙恩交通及
Q&A。有家長交通到因著孩子在主日成全中的操
練，父母就必須與孩子一同有操練，也因此有了
家聚會的時間。也有家長問到兒童主日與兒童排
的不同，服事者解釋兒童排重在「生活」，主要
是人性顧惜的一面，關心孩子的生活。也因此才
能吸引福音朋友，使福音朋友願意將他們的孩子
放在召會生活中。而兒童主日重在「教育」一面，
在屬地上，孩子到一個階段都要受學校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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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事上也是一樣。兒童主日不是只將屬靈知
識給孩子，而是要帶孩子學習如何操練靈，將屬
靈負擔帶到生活中去操練；也藉著操練寫申言
稿，使孩子每週能夠回顧生活中對主的經歷，將
基督供應出來。而這一切的操練，都與孩子在家
中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是需要家長在家庭
生活中就與孩子一同經營的。還有非常重要的一
點，就是在兒童主日中能夠有年齡相仿的同伴。
因著每個小區年齡結構、屬靈生命都不一樣，孩
子不一定能夠在兒童排中找到合適的同伴；而在
兒童主日中，會送來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比較穩定
的家，才能在屬靈操練上一同學習。
有一位最近在兒童主日碰到的媽媽，她是才從
其他的團體轉過來的。她說她得救兩年，但還是
不清楚什麼是得救、什麼是召會生活。直到最近

報導
遇到一位姊妹，將她帶到我們中間。她上週第一
次帶孩子到兒童主日，覺得我們的召會生活很不
一樣，她很驚訝連兒童也可以「為主說話」！甚
至當她聽到兒童們為著傳福音禱告時，她覺得很
感動。她問這些兒童本來一開始就這麼會禱告
嗎？我說其實有些孩子剛開始連呼求主名都不
太會，禱告時靈也提不起來。但就是因為家長願
意堅定持續的送來，孩子慢慢的操練，漸漸他們
就越來越可以自己禱告，也越來越知道如何運用
靈了。那位媽媽聽了很高興，說之後她都要帶她
的兩個孩子參加兒童主日。
感謝讚美主，主所做的總是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只要我們一直願意與祂配合，讓主來做，主
就有路來完成祂的定旨！
（王秀之）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十八篇 操練平時與主交通，以及人人盡功用，第十九篇 帶領人在靈裏禱告事奉
第十八篇信息強調，我們必須是平日操練靈的
人。這樣靈纔能強，能活，能出去。我們要操練，
即使在百忙中，靈仍然能和主交通。比方，我們
坐公車上下班時，無論站著或坐著，我們儘可以
天也不管，地也不管，不管外面環境如何，只專
心與主交通。在辦公室裏，甚至在其他別的地
方，也一樣可以操練聯於主。操練的方式，就是
裏頭一直向主說話，我們只要稍微有一點時間，
就要在裏頭和主交通。所以，只要一有機會就要
運用靈。無論在什麼場合，都要學習運用靈。要
記得，我們是一個屬於主的人，我們裏面有至聖
所，主今天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和主的交通可以
不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
這一種與主交通的生活，必須成為我們的所
是。我們對弟兄姊妹所說的，應該是我們所學習
的。我們擺在人面前的，就當是我們在主面前實
際的生活。我們所作的工作，給人的帶領，永遠
不能超過我們自己所學習、所生活的。我們學了
多少，我們的生活如何，我們就只能照著那個情
形供應人。我們雖然有一些帶領的技巧和方法，
但仍必須從根本著手，就是操練在主面前過生
活。就像主耶穌的話：『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
說出來。』
（太十二 34）
，我們裏頭所有的，外面
一定彰顯出來。

我們需要不斷操練我們的靈，好叫我們靈的功
用得著加強，就像我們身上的肢體越操練，功用
就越強，越靈活。這是聖經的原則。路加八章十
八節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
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從他奪去。』我們越操練靈，
靈就越強，功用也越有、越豐富。
第十九篇則強調，要帶領人在靈裏禱告事奉，
並且真實的建造是在靈裏。強調我們要把人帶到
靈裏，自己就必須是一個用靈的人、禱告的人。
我們用頭腦，就把人帶到頭腦裏；我們喜笑，就
把人帶到喜笑裏；我們哭泣，就把人帶到哭泣
裏。我們在那裏，就把人帶到那裏。惟有人在靈
裏碰著神，遇見神，才有真實屬靈的長進，真實
的蒙光照，真實的認識自己，並真實的脫離罪
惡。以弗所二章二十二節說，『你們也在祂裏面
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神的居所乃
是屬靈的殿，是在靈裏的居所。所以眾人真實的
建造，乃是在靈裏。今天神所要的，就是我們都
在靈裏，我們在靈裏就是一。聖經說到聖徒的合
一，召會的合一，都是靈的事。為使聖徒們有真
實的長進，真實的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天然，
認識自己的敗壞，必須帶他們回到靈裏。
(邱智誠)
備註：12/13～12/19 進度為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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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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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北埔召會
成立，後續初信聖徒牧養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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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臥床約二週)、107 莊續曾(為
肺部積痰改善能拔管自主呼吸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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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青職聖徒能有晨興同伴並渴
望受成全成為活而盡功用的肢體代禱。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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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年團聚服事交通：1、12/15（三）上午 7：30
前請相關服事弟兄至交大中正堂集合看場地。
2、12/18（六）18：00 於新光會所有第三次服事
團交通。
（請各區服事交通者用餐數於 12/18 前告
知陳聖典弟兄）
二、新竹聖徒追求至台中訪問搭車時間：新竹市召會
報名搭車者須知：12/16（四）8：00 中央路親水
公園→8：20 清大→8：30 大學路口加油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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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區福音聚會時間表：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學

324
123
232
208
9
51

246
58
163
122
7
68

353
93
278
170
12
89

231
74
229
150
7
38

1154
348
933
650
35
246

133
42
130
70
－
－

152
22
89
74
－
－

區
307

日期
12/19(日)

時間
09:30

地點
張振雄弟兄家

芎林召會

12/25(六)

18:00

芎林會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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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竹苗區姊妹聚會：12/18（六）19：30 於仁愛會
所舉行，請姊妹們踴躍參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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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跨年禱告聚會：12/31（五）23：00～1/1（六）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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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晨 1：00 於科園會所舉行。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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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各區最遲於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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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年團聚餐費每人 100 元及停車證一張 30 元（以
次計算），由召會先墊付，各區採自由奉獻方式
（奉獻可註明為新年團聚）
十、冬季現場及錄影訓練：現場訓練：謹訂 1/14（五）
19：30～21：30；1/15（六）8：30～12：00、15：
00～18：30；1/16（日）10：15～11：45、16：00
～18：00。錄影訓練：白天班 1/17（一）～1/22
（六）8：30～12：00；夜間班 1/17（一）～1/29
（六）平日 20：00～21：30、週六 15：00～18：
30。訓練地點：皆在仁愛會所。訓練奉獻款每人
600 元，各區請於 12/27 前報名。
（現場或錄影訓
練全勤無遲到早退者，將補助綱目與信息摘要費
用為獎勵）
。（詳閱通啟）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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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家長陪同才能報名參加)。費用每
人 1,6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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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29 日 至 2010 年 12 月 05 日
青
竹 竹 湖 寶 關 芎 新 新 總
少
東 北 口 山 西 林 豐 埔 計
年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113
29
187
61
2
20

106
36
140
68
5
36

56
12
75
24
2
10

47
12
33
18
1
4

20
10
18
14
1
5

59
13
70
45
2
13

33
11
25
22
1
7

15
13
20
12
1
5

449
136
568
264
15
100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12/12(日)

12/13(一)

12/14(二)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18：00二大組感恩
見證聚會

各大組讀經追求
12/19(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2/15(三)
7：30新年團聚相
關服事者至中正
堂看場地

12/16(四)
竹苗區聖徒追求
及年長聖徒至台
中相調訪問

19:30 擴大負責弟
交通聚會
12/20(一)

禱告事奉聚會
12/21(二)

排聚集
12/22(三)

19:30 少數負責弟
交通聚會

排聚集
12/23(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12/17(五)
12/18(六)
18：00竹苗大學核 10：00 兒童讀背經
心聖徒成全
展覽；18：00 新年
團聚服事交通
排聚集
19：30 竹苗區姊妹
聚會
12/24(五)
12/25(六)
大組核心交通
19：30全召會福音
收割聚會
排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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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一句話

馬太福音第八章論到主耶穌地上的職事，前後
有兩次神蹟彼此有些關聯。先是一個百夫長為自
己癱瘓的僕人到主跟前來（太八 5～13）
；而後是
許多鬼附的到主跟前（16，17）。這兩次主顯神
蹟有一共同點，就是都有主說或主用「一句話」
（8，16）才得成就。
「一句話」的原文就是「婁格斯」，即所謂常
時的話，或寫下來長篇的話，通常指聖經的經
文，它是單數的，故譯作一句話。希臘文中另一
常用的話字為「雷瑪」，指即時的話，即主說出
來的話。如主自己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
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其中的話即是雷
瑪。據此字義看，上述馬太八章兩處的「一句
話」
，似乎都該用雷瑪更合理，那為何用婁格斯？
一定有原因。最簡單又可信的答案是主用了一句
（舊約）聖經上的話。不過這還不夠，同樣一句
話，誰說或誰用很重要；有時候我們也用、也說
聖經的話，卻無明顯果效，而主說卻可使癱子得
醫治，主用也可趕出那些（邪）靈，治好一切患
病的人。差別何在？表面看，當然主說話和一般
人或你我說話不同；不過其中有更深、更奧秘的
關鍵，應加深入思考、探究，或許對你我在主裏
申言有所助益。不過有一點是再明確不過，就是
主即時的說話，乃是根據或基於神常時的話，更
確切的說就是「聖經」的話。所以我們新約信徒，
特別是常申言的弟兄們，應儘力熟讀聖經，無論
新約或舊約，隨時儲備主常時的話，正如歌羅西
書三章十六節所說，「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
的話（婁格斯）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
回頭再思想馬太八章兩次主說話的背景。第一
個事例中，求主醫治他僕人的百夫長有兩個特
點：一、對自己的僕人滿有愛，甘願放下軍官的
身段，親自替他到年輕似無成就的主跟前，用極
謙卑的話求衪醫治。二、對權柄有很深的認識（或
知識）
，他說，
「主阿，我不配你到舍下來，只要

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得醫治。因為我也是
一個在權柄之下的人，有兵在我以下；我對這個
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
的奴僕說，作這事，他就作。」（太八 8，9）由
對權柄的認識，對主產生極大的信心，連主都希
奇，向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樣大
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沒有遇見人有過。」
（10）
主特別強調這位外邦百夫長的信心大過以色列
人。明顯的，以色列人對主不認識，也缺知識，
因此全憑眼見，按肉體認識主（林後五 16），難
怪既無信心，也不肯接受主的權柄。第二個事例
的情況也特別，是在黃昏，表徵千年國時代（詳
見 16 註 1），主趕鬼、醫病的能力，達到極點；
另外，鬼附的表徵人在撒但權勢之下，受撒但捆
綁和控制，主絕不允許這情況在衪面前出現，所
以不必人求衪，也不需人信心的配合，主就主動
用一句話趕出污鬼、邪靈。這兩事例明顯啟示我
們何等需要在生活中經歷主說「一句話」，這句
婁格斯的話經主向我們一說或一用，便成了我們
的拯救，癱瘓（無行動能力）的可以起來行走；
鬼附的可以趕出那些靈，使一切（屬靈的）疾病
得醫治。
綜合以上情形，我們若要在申言時，運用聖經
的話而滿有功效，除有主同在，主說話外，還需
要有愛，從愛出發，真心誠意的到主跟前來；另
外所有當事人，包括講者與聽者都能合適的配
合，就是認識並承認主的權柄，並有足夠的信
心；若是在直接面對邪靈爭戰的緊急狀況下，神
的話就更具威力、立即見效。因此，要申言引用
聖經的話而有效能，必須平日認真儲備經上的
話，使主婁格斯的話豐豐富富住在我們裏面；並
活在弟兄相愛和神聖的愛裏；認識主權柄且絕對
順服主，而顯出大的信心；或是確實有屬靈迫切
的需要，且在爭戰的靈裏。如此運用神常時的
話，必定大有果效而得勝，榮耀歸神。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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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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

詩篇中有一首「求恢復」的詩歌頗具深意，就
是詩篇第八十篇，值得留意。「恢復」這字原文
意返回、回到原處，含有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
到原本蒙神祝福的地位等意。作詩者亞薩在這十
九節詩中的三節用了幾乎相同的話，「求神恢復
我們，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3，7，
19）顯然作者希望以色列恢復到神面前，看見神
的臉面放光、照射、滿了光亮。缺了神的面光，
就在黑暗裏，就在失敗裏；有了神的面光，就要
得救、得幫助、得勝利了。不過這三句前面都開
始於呼求神，卻有所不同；第三節最簡單是「神
啊」
；第七節多一些是「萬軍之神啊」
；末了第十
九節最完整是「耶和華萬軍之神啊」，隨著神名
的加長表示作者的迫切，也表示他對神需求及經
歷的擴大。先是大能者的神，有能力救他們；再
是萬軍的神，必定使以色列人得勝；最後全篇結
束前的呼喊，
「我是」的神才是我們終極的需要，
光有能力，戰勝仇敵還不夠，神的所是成為以色
列人的所是才是神原初的心意，也才是以色列人
（表徵新約的召會）原初在神前的地位，這是「恢
復」的標的。
這三句求恢復經節間的內容自然分成三段，十
分清楚的點明「恢復」的三方面或更準確地說，
分三層次。第一段，一至二節論到所認識的神，
祂是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約瑟是神
最先安排或打發並帶領下埃及的以色列人先祖
（詩一０五 17）
，神帶領他和以色列人像牧者（詩
二三 1）一樣，顧惜、牧養羊群，所以衪必側耳
聽以色列人的呼求；祂還是「坐在二基路伯之間」
的，按這句話最早的出處，出埃及記二十五章二
十二節啟示，那是指與人相會，和人說話的神，
祂必發出光來，因為祂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
路上的光。
（詩一一九 105）因此首先要恢復認識
並接受這樣一位既是牧者又說話、發光帶領以色
列人的神，祂必來救以色列人。第二段，四至六
節說到神對以色列人發怒，特別強調向百姓的禱
告發怒（直譯，冒煙），神是無所不知的，儀文
式的，缺乏真心誠意的禱告，不過換得神的怒

氣，就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又多量出眼淚給
他們喝。眼淚可以聯結人外面的眼睛與裏面的
心。對虛假專作表面功夫的以色列人，神要用以
色列與鄰國的紛爭和仇敵的嘻笑，使他們吃喝自
己大量的眼淚，好打通他們剛硬、阻塞的心。所
以恢復的第二階段是必須明瞭神發怒的原因，並
接受祂的對付，用眼淚打通自己受蒙蔽己久的心
眼。第三段，八至十八節是最後、最長也最重要
的一段，特別提到一棵「葡萄樹」，原本是神從
埃及挪出的（詩八十 8）
，當然是指出埃及時的以
色列人（參：耶二 21）
；但到後來這棵葡萄樹（14）
卻是「神右手所栽的枝幹（原文無枝幹這字）和
神為自己所堅固的枝子。」（15）又「願你的手
護庇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
（17）而十五和十七這兩節中的「枝子」和「人
子」
，原文都是同一個字，意兒子、子孫、後裔、
百姓、人民，都是指主耶穌（參：約十五 1）說
的，因為唯有基督在神右邊（可十六 19，徒二
33，五 31）。十五節和十七節雖是平行的，然而
其後的十六節與十八節卻不平行。因為十六節是
說到失敗的以色列人（指八節的葡萄樹）遭神懲
治，而十八節卻論及以色列人因基督（指十四節
的葡萄樹）不退後離開神，並藉呼求神的名得救
活。這就明顯暗示，神在舊約的以色列人和新約
基督身上的旨意和目的是完全一樣的，就是成為
神的兒子，甚至是長子，來代表祂並彰顯衪。
（參：出四 22，來一 5，6）不過前者失敗了，
必須由後者頂替以完成神原初的心意。本段藉如
此並列對照，清楚表明，「恢復」的第三階段是
指以色列人被耶穌基督取代，或說以色列所豫表
的召會在 基督 裏得 永 遠的生命 而活出神 的 所
是，就是神原初在人身上的目的與經綸。
本篇詩分三層次即先認識神，再認識己，末了
接受基督，而回到神原初的心意，明白啟示了「恢
復」的內在意義與神永遠不變的經綸。當然「三」
表徵復活，因此恢復的三層次也暗示：「恢復」
的一切，都必須在「復活」裏。阿們！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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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成全服事者暨家長相調分享

帶領孩子開兒童排

感謝主，在今年七月主讓我生病到無法顧到孩
子在屬靈生活上的成全，經過和兒童服事者交通
我兩個孩子的情形後，服事者就願意每週六與兩
個孩子晚禱及顧惜孩子的情形，且每週兒童皆為
兩個孩子禱告；我們家因著服事者們的扶持，兩
個孩子漸漸地穩定參加兒童主日成全聚會，並在
聚會中結識他們自己的屬靈同伴。感謝主，總是
用祂大能的智慧將我們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另外，就是關於兩個孩子主動要求要參加兒童
排的事：我們全家因著參與 2010.11.6(六)兒童歡
樂園的話劇演出，這次的演出讓我們全家參加今

竹苗區姊妹聚會見證

年第一次的兒童排，出乎意料地孩子被兒童小排
吸引；回家後，女兒問我要去哪裏參加兒童小
排？因我們家距 104 區約有 20 分鐘車程，參加完
兒童小排回到家大約晚上 11 點才能休息。於是，
我就對女兒說，不然在我們家開始兒童小排，我
們去邀鄰居的小孩來我們家聽妳說故事、唱詩
歌、吃點心…禱告。我女兒擔心她故事說不好，
就說她要先練習說給我們聽；所以，我就和女兒
一起為兒童小排預備的家聚會禱告，感謝主讓我
們家開始實行家聚會，享受主所賜給我們的各樣
屬靈福分。
（郭莊蕙菁）

自從我有主有召會

神的救恩臨到我家
我在 2004 年得救，那時我先生因工作要去日
本半年，當時兒子兩歲、女兒大班，一個人要帶
兩個孩子。我在外商公司工作，常須遠距離的國
內外出差，先生不在，小孩就必須住保母家，我
自己也因此身心俱疲。感謝主，主早就為我豫備

一次愛筵中，先生在聖靈作工下，脫離了夫家傳
統信仰的捆綁，乩童的兒子成了神的兒女，我再
也不用擔心他會被鬼魔抓去當乩童了，哈利路
亞，讚美主!
主開孩子的口，啟發他的智慧
之後，我們經歷了兒子三歲多還不開口說話以

了救恩，我家隔壁連住兩戶主內的弟兄姊妹，他
們把兒童排帶到我家，藉由呼求主名、禱告、唱
詩歌，驅走了我裏面的黑暗，心裏一天比一天覺
得平安。雖然還沒受浸，但在與先生的電話中，
我已由抱怨，轉成分享我所認識、所經歷的神。
等先生回國之後，姊妹們邀我受浸，我請姊妹們
去問我先生，他沒意見，我就歡歡喜喜的受浸成
為基督徒。
受浸後，開始每天與姊妹晨興十五分鐘，我嚐

及工作去留的考驗。當時兒子有兩件事使我很經
歷主，一件是他不開口說話，一件是他在兒童排
時，都躺在地上或走來走去，不進入狀況。弟兄
姊妹告訴我們，要全家同心合意為兒子的開口禱
告，我們聽了就實行，我向主說:主啊!造人舌頭
的是耶和華，求祢開他的口，讓他成為祢剛強的
見證。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兒子也跟著我們一起
呼求主名:「哦，主耶穌！」時，我心大得安慰。
但他仍不會自主表達，當時姊姊和其他小同伴隨

到了主與召會生活的甜美，內心渴望先生也能與
我一同享受這恩典。當我讀到主話：「當信靠主
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就抓住這句話
不放，天天在晨興、生活中不斷的為我先生禱
告。在一次下雨天的主日，先生不陪我和女兒去
聚會，我很傷心難過。午睡時，我就和主過不去，
但主告訴我祂有祂的計畫，我突然感到很平安。
跨區排調整之後，在弟兄姊妹的幫忙下，因孩
子得到照顧，先生開始願意陪同去主日聚會。我
和孩子與弟兄姊妹持續為他禱告後不久，果真在

著召會帶領一同讀經，我想就藉由讀經來幫助他
更多開口，於是天天晚上與先生輪流陪他一個字
一個字讀經。感謝主，後來他不僅會說話，更同
時認得字，學習落後的部份，都逐一趕上來，我
們要見證：主開了他的口、啟發他的智慧。
照著神的心意管教孩子
再來說到兒童排，兒童排是孩子的聚會，但兒
子不乖乖坐好，實在讓我很受攪擾。在弟兄姊妹
與其他孩子的包容代禱下，主垂聽了我這個作母
親的禱告。有一次，在我缺席時，他竟乖乖坐好；

之後，他沒有一次聚會不坐好。原來，主比我更
愛孩子，且不離不棄。從此，我們家真正是「天
可廢、地可棄，兒童排不能不去」。
我在兒童排裏聽到這句話：「看哪，兒女是耶
和華所賜的產業；腹中的果子是祂所給的賞賜。」
兒女既是神的產業，把孩子交給主，主必會負一
切的責任。許多見證都向我們顯示，只要照著神
的心意來管教孩子，讓他們在召會生活中成長，
主必定會保守祝福他們，且必遠超過我這母親所

受身體豐富的供應，更彼此鼓勵、顧惜、安慰、
代禱，滿了建造的光景。
主愛吸引我們快跑跟隨
當我開始參加禱告聚會後，因為自己很享受，
就鼓勵我弟兄也參加，但他卻走不出去。於是，
弟兄姊妹們把禱告聚會搬到我家，我弟兄覺得為
了他一人，讓大家老遠來我家聚會很虧欠，於是
開始走出去參加禱告聚會。弟兄也開始參加主日
早晨的晨興，接受成全，並在主日裏開始操練申

求所想的。每次在管教孩子，在召會生活與孩子
課業活動牴觸時，這句話就來提醒我：孩子是屬
主的，不是專屬我的，我要儆醒地與他們一同走
屬天的道路。女兒現讀國一，正值青春叛逆期，
但因與屬靈同伴有正常的晨興、排生活與主日聚
會，父母的規勸她都能柔順地接受，且愛過召會
生活，感謝主。
主所給的超過所求所想
再說到我的工作。以前我在外商工作，薪資雖
多一點，卻不安定，心情常受這世界被扭曲的價

言、供應生命。接著，在弟兄們的邀請下，他進
而參加週六早晨的區負責弟兄交通，一步一步進
入核心事奉。起初，會有怠惰的情形，不想早睡
早起，我就為他禱告，並操練比他早起，喚他起
床。幾次之後，主的話進到他裏面，且有負擔了，
他就自動自發早起參加晨興，不用我催促了，感
謝主。
弟兄生性木訥，初得救時，問他聚會有何感
覺，他總說沒感覺，但沒感覺還是跟弟兄姊妹們
一起行動，弟兄們邀，他就去，並週週去晨興。

值觀攪擾，常與時間賽跑，孩子也常請保母代
勞，無法過正常的召會生活。主讓我明白，召會
生活過得好，家庭就一定顧得好。雖然如此，一
方面放不下高薪工作，一方面又已經四十一歲
了，怕找不著工作；我一邊尋求神的帶領，一邊
又在自己的定意裏，就這樣白白受苦。
有一天，主日聚會聽到弟兄鼓勵大家參加禱告
聚會，我聽進去，也開始有了負擔。在一次集中
主日裏，弟兄勉勵我們要把心裏那口井的石頭挖
出，主這生命活水才能流入並湧出；頓時，我領

有一天，我只是按慣例地問他:今天錄影訓練如
何？他竟然點點頭！ 主啊！讚美祢，祢的話滿
了生命與供應，開啟了他的悟性，點活了弟兄裏
面的靈。以前弟兄常會受工作的攪擾而不喜樂，
當他享受主話，與弟兄們綁在一起，漸漸進入召
會服事後，加添了他對主的愛與信心，越來越喜
樂剛強。是主的生命變化了我弟兄，是圍繞我們
的弟兄姊妹立起好的榜樣，使弟兄從喜歡和他們
在一起，並進而快跑跟隨。
感謝主，主的愛拯救了我們全家，使我們的日

受也願意順服主、憑信心而行，於是下定決心辭
職。一離職得釋放，我就開始參加禱告聚會，享
受聖靈的供應，並漸漸有份於服事。當我這樣願
意順服主時，主早已為我豫備好下一份工作。我
向主求一份可以接送孩子、過正常召會生活的工
作，再奢望一點，若公司裏有弟兄姊妹那可真是
太好了。主所給我的真是超過我所求所想，現在
的工作，不僅可以兼顧孩子、過正常的召會生
活，在公司裏還有每週一次的讀經小排，不僅享

子不再茫茫然而沒有目標，主的憐憫使我們得以
一步步受成全。召會是主用寶血重價買來的，主
呼召我們是為了神永遠的經綸，享受神作一切，
建造基督的身體。召會生活是神給我們屬地最大
的祝福，願我們家不僅享受主的愛、享受雲彩的
圍繞，更要起來愛主，求主使我們都願被主製
作，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
愛、和平，共同奔跑屬天的道路，豫備好成為主
的新婦，迎接主的再來。
(謝羅一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