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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經營兒童小排、培育屬靈兒女
感謝主！召會今年在兒童專項的服事上確實

童都喜歡來；並且因著兒童的明顯改變，吸引兒

有主的祝福與帶領。不僅在兒童親子生活園的展

童父母能主動且樂意參與，使弟兄姊妹能有機會

覽聚會中有超過五百位的兒童與父母參加，並且

接觸、餵養他們的父母。此乃以「兒童」為主體，

在兒童活力排的實行上也能堅定持續的往前。

「服事」為關鍵，而擴展「福音」為目標。因此

兒女乃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我們需要把他們

有負擔的弟兄姊妹要成為核心，常有禱告、交

帶到神面前，由神來帶領他一生的道路。而在現

通。最好每個小排、小區甚至到大組都需建立事

今的家庭中，有各種的困難和問題，如：夫妻間

奉核心。一面要針對兒童排的情形充分瞭解，同

相處的問題、婆媳問題、財務問題、管教子女問

時要掌握各年齡層的帶領重點，以啟發及多面鼓

題等，然而其中產生爭執的肇因，大多是兒女帶

勵的方式來實行兒童排。學齡孩童則特別要強調

給家庭的難題。現今世界放蕩的洪流，已直接而

榜樣的建立，期使小小孩能有正確仿效的對象。

切身的影響並污染我們的下一代。所以，惟一的

同時要有固定幾位服事者預備教材，依排內兒童

路就是要快速而大量的搶救孩子們，使他們得著

的需要選定系列中心主題，並且彼此交流、生機

救恩，脫離世界的誘惑與污染。

彈性地參閱、蒐集有趣且適合的兒童教材，如聖

因此、首要乃是關乎兒童們在家庭生活中的培

經故事、人物榜樣、課外讀物、勵志材料等，以

育：需要建立神人健康家庭生活，操練屬靈到

多面多方啟發兒童的學習興趣，配合具體實行與

家。如晨興、晚禱、讀經、親子交通，以及待人

操練的項目，善用鼓勵簿與頒發獎品，以催化兒

接物、性格操練、行為規範的學習。所以召會於

童認真操練的意願，促使產生具體的行為改變與

每年寒暑假所舉辦的親子健康生活園就是對兒

性格建立。

童最好的屬靈教育以及性格成全。明（2011）年

再者，需常鼓勵兒童為他們自己兒童排的各面

1 月 21 至 23 日在中部相調中心所舉辦的親子健

（如學業進步和積極操練等）禱告，也為邀請自

康生活園，乃是延續性格三十點的操練，盼望兒

己的同學、鄰舍小朋友和父母一同參加兒童排禱

童能建立「親、熱、就」的性格。使兒童們能更

告。藉合適、生機的指派，讓父母與兒童在接觸

多與主交通親近神，同情關心親愛人；靈裏火熱

人的事上彼此配搭、經歷主。因此我們須以「信」

服事主，傳揚福音熱愛人；呼求禱告就近主，謙

和「愛」出發，配合有方向與目標的勞苦，並帶

卑體諒俯就人，以建立良好的性格，真實成為合

著盼望的忍耐，主的生命就會更多分賜到兒童裏

乎主用的小神人。

面，使他們被變化，兒童父母必然受吸引來過召

展望新的一年，兒童專項主要負擔乃是著重於
兒童活力排的經營與擴展。兒童排要能經營得

會生活，這將成為召會得人、永續繁增的最佳憑
藉。

（高泉豪）

好，乃在於實行上需要靈活且滿了吸引力，使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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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學福音工作財務需要的交通
多年來得青年人一直是新竹市召會的重點負
擔，為使在召會中的青年人更得成全，茲有兩項
為著大學工作財務上的需要交通如後：
學生中心追加工程

（二）增設一樓聚會場地的影音設施與全學生
中心的廣播系統。
（三）一樓空調容量的原設計不足以應付 200 人
聚會之用，必需追加空調設備。

新 竹 市 召 會 學 生 中 心於 今 年 九 月 完 工 啟 用
後，其對新竹市甚至竹苗區大學校園學生福音工

（四）一樓廚房功能加強：增置大型烤箱，戶外
清洗槽及遮雨蓬。

作所帶來的效益遠超過我們的預期。首先是交大

（五）三樓接待樓層傢俱。

校園的福音，因著學生中心的配備與其地理位置

（六）頂樓採光遮雨棚隔間，以應付相調與弟兄

致使該校開展比往年更蒙恩，學生們因著外面擴

姊妹曬衣區隔所需。

大的器皿，裏面的度量也被擴大。開學期間的福

以上追加工程的財務需要為新台幣肆佰萬元整。

音節期也因著學生中心的緣故，新竹市六所大學

大學與青少年參加 2011 夏季訓練激勵方案

更能有身體配搭的顯出。自這學期開始每週五晚

為了成全年輕的聖徒建立規律的屬靈生活習

上的成全，也使竹苗區的大學聖徒更被加強。為

慣並培養積極愛主的心志。大學與青少年服事團

能使學生中心在功能上更完備，好能配合各樣服

規劃一整套的屬靈操練，為了激勵年輕的聖徒能

事上的需要，因此在原先的設計上增加了一些配

堅定持續的操練，規劃以補助參加 2011 夏季訓

備與功能，追加的配備有：

練的費用為獎勵。目標是能有共 30 位的大學與

（一）為使聖徒們在聚會時更能釋放靈，乃將原

青少年能參加 2011 夏季訓練，並藉著參加夏季

先的單層窗改為雙層隔音窗。

訓練擴大屬靈的看見和基督身體的認識。預估所
需補助費計新台幣捌拾萬元整。

（譚昌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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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組年終感恩餐聚報導

年終感恩同聚，聖徒喜樂洋溢

三年前二大組也在餐廳
舉辦年終感恩餐聚，當時
大約是 170 人邀了 30 桌，
氣氛熱絡溫馨。今年事奉
交通再提，弟兄們都同心
合意一致阿們！
每逢歲首年終，召會總
有許多帶領和行動，今年
尤特。但主實在給我們格
外加倍的恩典，恰有這合
適的時間地點敲妥這次的餐聚。
當向聖徒們傳輸負擔時，弟兄姊妹反應真是熱
烈。原來只要召會生活甜美，喜樂洋溢，他們就
有信心和把握去邀請他們的親朋好友，所以競相

報名認桌。有的半桌，
有的兩人一桌、一人一
桌甚至一人兩桌，真是
彼此激勵，熱切感人，
桌數也由一開始的 30 桌
→35 桌→45 桌→50 桌，
到當天下午五時仍有人
問是否可再邀，至終連
預備桌都爆滿共 53 桌，
讚美主，做了奇妙新鮮
事，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餐廳的部分也有段插曲變數。起先只可容 33
桌的場地，主場要預留給喜慶婚宴用，因我們是
訂 3,000 元一桌。所以只能禱告主，中途不要有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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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訂桌，能把主會場留給我們，直到十一月底

料，姓名、電話甚至住址都寫給你。只可惜能離

餐廳才肯定答應，這也是主做的。
外面的問題總算解決。但好不容易邀請了那麼
多人來難道只是外面的吃喝熱鬧一場，到底裏面
還要給人得著什麼？聖徒們集思廣益，一致尋求
如何把召會生活甜美喜樂的一面呈現人前，叫他
們受吸引，感染我們的喜悅。於是我們就有各專
項、加上五十歲以上年長的，從少到老都上去展
覽，讓福音朋友看到在神的家中任何年齡層都受
到尊重與顧惜，這正是世人所缺乏並尋求的。
因著受到熱情的款待，又氣氛溫馨，喜樂洋

開座位穿梭往來招呼的人位並不多，否則可留下
更多回訪的名單。至今這仍是我們的缺失，需要
操練膽識，抓住機會放膽講說。事後也應打鐵趁
熱，快速回訪，召會就因此而得蒙祝福。
這幾天陸續聽到弟兄姊妹說他們所邀請的朋
友反應很好，非常肯定這次的餐聚。在這吃喝嫁
娶的世代，他們也許吃遍了大餐盛宴，卻從無如
此氛圍的感受，願神祝福每一位與會的朋友們。
並將祝福歸與祂的召會，榮耀歸與祂自己的名，
哈利路亞！
（賴連豐）

溢，所以人人都非常敞開，無論向他要什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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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二十一篇 將讀經化作禱告 第二十二篇 分組禱讀的實行
在第二十一篇：禱讀就是將讀經化作禱告，需
要藉著禱讀，使我們能夠吃喝主，靈剛強、在靈
裏供職，並作祭司事奉神。這篇也提到禱讀的原
則、禱讀的示範及禱讀的益處。禱讀有許多的好
處，第一，靈得著操練；第二，聖經的思路得以

的聖徒，帶回到召會經常的聚會裏。禱讀乃是兼
顧讀經與禱告，使我們在讀經與禱告的事上能平
衡。當我們簡單讀過一段經文後，將其中的重點
提一提，立刻接著禱告，化禱我們讀的那段經
文，如此禱告就變的非常簡單。不會禱告的人也

貫通，使我們得著神的話做供應；第三，容易操
練，有話禱告。聖經是主對我們所說的話，禱讀
就是照著這些話，將語氣改變，再向主說，有時
甚至連語氣也不必改。
禱讀的相關問題是，禱告不一定要閉著眼睛，
絕不要把閉眼睛禱告當作儀式。無法背誦聖經的
人，可以看著聖經，邊讀邊禱。禱讀時若沒有什
麼感覺，就先照聖經的話禱告，讓聖經的話成為
你的感覺和話。化禱之後，主的話會很自然的實
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禱讀在技術上有許多講
究，這需要帶領的人事先花工夫，有預備。

能禱告，無話可禱的人也就有話了，因為聖經的
話就是我們禱告的內容。禱讀使我們彼此焚燒，
靈裏挑旺。小組禱讀在實行上需要注意的事：第
一，經文分量要適中，選材要合宜。要根據聖經
的內容，也要根據分組成員的情形。要事先提示
重點，不能講解太多，講解過多就變作打岔。
禱讀時要帶領聖徒們有禱告，眾人輪流且堆
加，每個人只禱告一個重點，至多兩個點，這是
配搭的禱告，到末了我們的讀經就活了。所以我
們要更多操練禱讀，將話跟禱告聯在一起，藉此
就操練了我們的靈，主的話也進到我們裏面，使

第二十二篇：分組禱讀的實行。分組禱讀的操
練，可應用於每週的聚會，如擘餅聚會及禱告聚
會，也可應用於看望聖徒。同著小組的成員，同
去看望（三、五位聖徒同去）
，眾人有一點唱詩、
讀經和禱告。一面與被看望的聖徒有交通，一同
唱詩，另一面加強禱讀的操練，就能將久不聚會

我們得著餵養。
這兩篇信息讓我們看見禱讀的益處，也學習該
如何禱讀，以及如何把禱讀應用在生、養、教、
建，新路的實行裏面。
（邱卓美月）
備註：12/27～1/2 進度為二十三、二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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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會所實施之讀書園及成全蒙恩禱告。
五、1/27～28 大學學測代禱名單：楊尚樺、劉珈旻、
施婷宇、李可點、葉以靈、彭語箴、杜惟真、周
主民、陳信、陳天民、藺志煊、楊佑鈞、李俊賢、
楊少宏、巫祈恆、羅翊、金柏昌、楊瑞梅
六、兒童代禱事項：請為報名 1/21～1/23 寒假兒童親
子健康生活園的家長和兒童以及服事團各樣的
預備禱告，盼望在屬靈負擔的進入及事務的規劃
上都能在會前有好的預備。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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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請為病痛聖徒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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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莊續曾(為肺部積痰改善能拔管自主
呼吸代禱)。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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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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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青少年代禱事項：為每週六 18：30～21:40 於新

報告事項

●●●●●●●●●●●●●●●●●●●●●●●●

12/31。鼓勵所有大專生踴躍報名參加，其餘聖徒
可參加 1/14～16 新竹市之現場訓練。
（詳閱通啟）
六、高中特會及現場訓練：高中特會 1/20（四）～1/22
（六）。現場訓練 1/26（三）～1/29（六）。
請鼓勵高中青少年報名參加（詳閱通啟）
七、全臺眾召會新春相調大會：2/5（六）
、2/6（主日）
於臺北小巨蛋（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2 號）
舉行，報名方式：由於本次大會之場地限制，需
憑票入場，按區域入座，故須事先報名，以利大
會服事安排入場及座位規劃（因場地之故，老年
及行動不便者不鼓勵赴會）。費用（每人）餐盒
200 元、車資 520 元。請各區於 1/5 前向執事室
報名。
（聚會時程表等內容請詳通啟或上新竹市
召會網站瀏覽）
八、學生中心追加工程款：奉獻交通請詳閱報導 2。
為著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福音工作開展之追加
工程款總計新台幣肆佰萬元整，請聖徒們記念並
擺上。
（奉獻款請註明為著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
九、書房報告：1、2011 新年團聚特會書報推廣－聖
經、詩歌、精選套書將特價供應，預約單請於
1/2 向招待索取。2、書房年終盤點：1/7～1/8 日
暫停營業。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至 2010 年 12 月 19 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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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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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區最遲於 12/28 前報名（詳閱報名
表）。至中正堂及體育館請配戴名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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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赴會須知。
三、寒假兒童親子健康生活園行前交通：1/4（二）20:30
～21:30 於仁愛會所三樓有行前交通，請所有報
名之家長務必出席，先進入負擔。
四、冬季現場及錄影訓練：現場訓練：謹訂 1/14（五）
～1/16（日）
。錄影訓練：白天班 1/17（一）～1/22
（六）、夜間班 1/17（一）～1/29（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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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通啟）
五、冬季現場訓練大中區：1/19（三）7:00～8:00 報
到～1/22（六）18：00 於台中市召會復興大樓舉
辦，報名費用：每人 1,050 元（三餐、住宿及雜
費），奉獻款 600 元。共 1,650 元。報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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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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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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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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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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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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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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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7
34

1184
391
883
636
35
240

139
52
144
81
－
－

157
24
94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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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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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97
31
136
65
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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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72
22
2
8

43
12
20
35
1
3

33
13
13
13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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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5
40
2
15

28
13
42
22
1
4

15
10
27
14
1
4

427
131
567
267
15
1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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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雙週曆
12/26(日)

12/27(一)

12/28(二)

12/29(三)

12/30(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

12/31(五)
1/1(六)
23：00跨年禱告聚 大組核心交通
會於科園會所

排聚集
1/5(三)

排聚集
1/6(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

排聚集
1/7(五)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19:30 少數負責弟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1/2(日)
1/3(一)
下 9：30 新年團聚特
週 會於交大中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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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二)
20：30親子健康生
活園行前交通
各大組集中專項禱
告事奉聚會

1/8(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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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路（下）

關於救人的道路：當保羅在腓立比傳揚福音
時，有一個被巫覡的靈附著的使女緊跟保羅和
他的同工們，並喊著說，｢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奴
僕，向你們宣傳救人的道路。｣（行傳十六 17）
由此可見，救人的道路就是指福音，福音就是
神完整的救恩。這條路在積極面來說，要使人

等，就是修直主的途徑。這是藉著為諸天之國
的悔改，改變人的心思，叫人的心思轉向主，
使人的心正確，讓主修直人心裏的每一部分、
每一通道。｣行傳十八章二十五節題到亞波羅就
是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導的聖經教師，惟一不
足的是他只曉得約翰的浸。所以，為了要進入

得著神的生命和救恩；就消極面說，不僅救人
脫離將來永遠的沉淪，也救人脫離偶像和看不
見黑暗權勢的霸佔。

諸天的國，我們當把心中的道路修直，好讓主
進入。同時，我們當對主的道路有充分完整的
認識。

關於神的道路：在馬太二十二章十六節中，
法利賽人知道主耶穌是誠實的，並且誠誠實實
教導神的道路。雖然他們對主有這般的知識，
但從四福音書中所有關於法利賽人對主的對話
和行為，看不見他們真知道何為神的道路，更
不用說他們接受了主的教導而走主的路。從馬
太福音的整體啟示，神的道路應當包括約翰的
浸，也就是了結舊造，和接受國度的生命，活

關於這道路和被毀謗為異端的道路：在行傳
九章二節說到，保羅要求文書，要在大馬色捉
拿所有基督的信徒，那些呼求主名的人；這些
人乃是這道路上的人。到了行傳十九章九節，
保羅在以弗所的會堂講說神國的事時，有些人
剛硬不接受，並且毀謗這道路。因為神的話大
大得勝，到一個地步，信徒公開認罪，並且將
許多與巫術有關的書焚燒了。所以，到了二十

出諸天之國的義，這義遠超過法利賽人因守律
法而有的義，使我們完全，像我們的天父一樣
完全。在行傳十八章二十六節，百基拉和亞居
拉就因為亞波羅只是單曉得約翰的浸，所以將
神的道路給他講解得更加詳確。神的道路乃是
將我們引進神國的路，若要傳揚國度的福音，
必須清楚神的道路。
關於主的道路：約翰福音一章二十三節説到
施浸約翰，就是那在曠野喊著說：｢修直主的道
路。｣這是引用申言者以賽亞所說的。馬太在其

三節，這道路就惹動了以弗所全城的攻擊。甚
至保羅在他向著腓斯都的分述中，他自己稱這
道路為被毀謗為異端的道路。由此可見，若我
們忠信的傳揚這道路，國度的福音，神完全的
救恩，逼迫勢必臨到我們，甚至人要毀謗我們
所傳的是異端的道路。然而，這對我們已不希
奇，因為在我們前面的弟兄們已歷經不知多少
這樣的逼迫和控訴。
最後我們用行傳九章二節恢復本的註當作結
論：｢這道路就是神藉著基督的救贖和那靈的塗

福音書三章三節也引用同樣的經文｢＂豫備主
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針對這節聖經，恢
復本有很清楚的解釋：｢道路如大街，途徑如小
巷，描繪人心及人心的各部分。全人全心悔改
歸主，讓主進入，就是豫備主的道路；進而讓
主佔有人心的各部分，如心思、心情及心志等

抹，將祂自己分賜到信徒裏面的路；就是信徒
有分於神並享受神的路；就是信徒藉著享受神
而在靈裏敬拜祂，並藉著與受逼迫的耶穌是一
而跟從祂的路；就是信徒被帶進召會中，並被
建造在基督的身體裏，為耶穌作見證的路。｣
（盧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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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自己的日子

詩篇中僅有第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作品，是
他的禱告。其中有一句名言，最常被人引用，
便是第十二節，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這節一般被
用來鼓勵人看重時間，妥善利用時間，才是智
慧。這樣說，雖然不能說不對，但實際上，照
上下文看，摩西原本的意思不只這麼簡單，他
有更深的屬靈含意。
首先，這句話不是向人說的，乃是摩西向神
禱告中說的，全然沒有勸勉人或勸戒以色列人
的意思。不要忘了本篇第一句，
「主阿，你世世
代代作我們的居所。」因此，這句話是他在以
神為他的居所後，所感悟的，是一句啟示的話；
不是一句勸勉的話。
「以神為居所」是摩西最早
的創見，也曾在申命記三十三章二十七節提
過，意思是，在神裏面過生活，以衪作我們的
一切。這真理在新約啟示得更清楚、更具體（西
二 6，三 3，約壹四 16）。不過照摩西的認識，
人一旦有以神為居所的經歷，就會領悟，我們
在地上的人生是短暫的，並且滿了罪和苦難（詩
九十 3～11）。我們必須住在神裏面，每時每刻
活在祂裏面，因為在祂以外，只有罪和苦難（8，
約十六 33）
。所以，摩西為他沒有以神為居所的
過往人生（照出埃及記，應是八十歲，出七 7）
，
懊悔地下了一個註腳，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誰曉得你怒氣的威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
得你的盛怒？」
（10，11）換句話說，這種日子
過一生，不只虛空荒廢，更不認識神和衪的怒
氣。接下來才有十二節的祈求，表示若非神指

教，沒有人知道該住在神裏，享受神、聽從神、
事奉神，日子才算得了數。因此，他就向神呼
籲，「耶和華阿，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求你轉
回，為你的僕人後悔。求你使我們在早晨飽得
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歡呼喜樂。求你照著
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照著我們遭難的年歲，
叫我們喜樂。」
（13～15）顯然摩西知道，住在
神裏，不是人自己能領會、嚮往的，甚至就算
人渴慕、樂意，若沒有神的憐憫、慈愛和後悔、
轉意仍是不行。因此我們能以神為居所，全在
於神，我們只能轉向神，祈求神；不過一旦神
同意，我們住進神裏面，我們在衪裏面的日子
就蒙記念、就有價值，這就是得著智慧的心。
這也正合新約保羅說的，
「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
的智慧」（林前一 30），因為以神為居所，實際
上就是住在基督裏，基督也住在我們裏（約十
五 5），是我們的真智慧。
本篇摩西的禱告詩，給你我新約信徒一個很
大、很重要的啟示：人在世的年日是為著尋找
神，得著神並以神為居所；換成今日的話說，
就是聽信福音，得重生，並讓基督安家在我們
裏面（弗三 17），我們也住在召會（基督身體）
裏面。這樣我們的日子才有價值、算得數，我
們就得著智慧的心。然後摩西在這篇禱告的結
語，
「願主我們神的恩惠，歸於我們身上；願你
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歸於我們身上；我們手
所作的工，願你堅立。」也將成就在我們身上，
而我們不僅得著恩典，我們的服事、工作也能
得主堅立，也才算得了數，不致徒然。求主開
啟、指教我們，都得著這樣智慧的心，知道數
算自己的日子。阿們！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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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靠主復活大能經歷換肝過程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
我的拯救。（賽十二 2）
前言
我是一個長年肝硬化的患者，去年(2009 年)11
月起，肝硬化進入失償期，黃膽指數開始偏高，
今年 4 月開始出現腹水，醫生建議要儘快換肝，
以免危及性命。所以立即到台大醫院完成器官
移植前檢驗，並通過健保局審核，進入衛生署

器官移植排序名單中。但是據了解，台大及長
庚醫院，一年各僅分配到十餘個屍肝，依此狀
況，我恐怕七、八年後還不見得能等到換肝的
機會；衡量身體狀況，實在無法等這麼久，所
以不得不尋求到大陸換肝的機會。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一中心)是目前大陸上
換肝水準最好的醫院，其完成換肝之患者數已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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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五千名左右，高居世界第一，所以決定到一
中心尋求換肝機會。一中心目前有百餘床換肝
病床，而等待換肝病人經常超過病床數，許多
沒有佔到床位的病人，不得不暫住醫院附近的
旅館等待遞補。大陸目前尚未有器官捐贈制
度，屍肝係來自司法體系死刑犯，行刑前，司
法單位會通告一中心，由一中心派醫生前往行
刑地取肝後攜回。
在盼望中出發
2010 年 6 月 19 日，在姊妹陪同下，帶著親友
與弟兄姊妹滿滿的祝福，啟程前往天津住進一
中心。感謝讚美主！藉著身體的交通，6 月 21
日下午，天津召會的李弟兄夫婦及陳姊妹來看

變得緩慢無力。他太太與姊妹交通，得知他旅

望我，讓在天津舉目無親的我備感溫馨。在享
受肢體間甜美交通時，不得不讚美神，向神獻
上我們的敬拜；由於李弟兄的服事，我們在主
日仍然能正常的參加主日聚會。我們是在尚弟
兄家聚會，聚會人數大約 20 餘人，唱詩、禱告、
申言、讚美，非常甜美！使我在等待醫治中，
滿了扶持與盼望！
祂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姊妹在醫院配膳間，認識了青島來的張姊
妹，她的弟兄是老共產黨員，因肝癌於 4 個多

程車，共赴尚弟兄家參加聚會。會中，李太太
交通她先生半年前換肝出院回家後又開始有黃
疸，所以再回到一中心複查，經過一段時期治
療，沒有起色。醫生說恐怕需要二次換肝，她
心中非常不安，希望主能保守她先生。王太太
是因為她先生久候未等到換肝而來聚會，她認
為她一直都在做好事，也一直見神(偶像)就拜，
她希望主耶穌能保守她先生早日等到肝源;在
弟兄們解釋我們所敬拜的是創造宇宙萬有的
神，而非人手所造的偶像，並帶領她們呼求主

月前住進一中心尋求換肝。張姊妹說，四個月
來，一直想找教會卻找不到。於是姊妹邀請他
們參加主日聚會，他們欣然同意。七月四日，
我們一同到尚弟兄家聚會，在會中，張弟兄除
了讚美神外，還交通等待換肝四個多月的心路
歷程。弟兄們同心合意為張弟兄和我禱告，祈
求主讓我們能儘早完成換肝。感謝主，我們得
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神恩典的豐富，超越
各樣的限制。就在七月七日張弟兄被通知要進
行換肝手術，他欣喜若狂，坐著輪椅一路高喊
「基督得勝」地進入手術房，這事馬上在病友

名。感謝主，主的救恩臨到尋求祂的人。隔週，
王先生就等到了肝源；而李先生的肝功能也不
再惡化，在慢慢進步中，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
主再一次證明祂是真神，對呼求祂名的人是豐
富的！之後，聽說李先生夫婦仍自行前往尚弟
兄家聚會，我相信他們定能成為我們的弟兄姊
妹。
在等待中，主一次又一次的讓我看見祂的大
能，看到肝友們因著尋求主都蒙了大福，一方
面加強了對主的信心；但另一方面，看見自己
日漸衰微的身體，不禁落入是非善惡的觀念
中，不禁問主，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主
不應許我及召會弟兄們的禱告，讓我能早日完
成換肝？尤其在那時，我的身體狀況非常差，
臉色發黑，眼睛發黃，腹水日益嚴重，血氨升
高及便血，精神委靡不振，我及姊妹憂心忡忡，
深怕等不及；在小排姊妹來電關懷時，口中興
起了類似約伯的抱怨，懷疑是否主把我忘掉

間流傳開。
在病友中，有一位刁先生，他是長白山下白
山市的政府官員，他因肝癌而到一中心換肝，
當時他已經完成換肝手術一個多月，但是由於
抗排斥藥物反應，造成思緒有中斷現象，說話

居法國的女兒是我們中間的姊妹，於是姊妹趁
機傳福音，並告知「一人得救全家蒙福」
。也邀
請他們參加主日聚會，他們欣然同意。七月十
一日，我們共乘一部計程車到尚弟兄家聚會，
會中他也開口呼求主名。主真是又真又活的
主，對呼求祂名的人是豐富的，會後他情況一
天比一天好。七月十八日，我們約好在一中心
一樓大廳見面，要去尚弟兄家聚會。沒想到到
達一樓大廳時，除了刁先生夫婦外，還有李太
太與王太太也想要一起去聚會，阿利路亞，讚
美主!我們心中是何等的喜悅，隨即搭乘二部計

了？小排姊妹信心滿滿的說：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傳三 1 ）『耶和華必然等
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為耶
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
（賽三十 18）、『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 28）。主絕
不誤事，祂一定會在適當的時機，預備一個上
好的肝給你，小排姊妹的話重新激勵了我對主
的信心。
神的能力向著我們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感謝主！八月二日(週一)，友人錢先生夫婦自
台灣前來看望我，並攜帶了杜弟兄的懇託信，
給一中心的沈院長。沈院長是一中心肝源唯一

無法入眠。每當我難過難當時，都是靠默禱：
「主

的分配者，他曾經多次答應過姊妹一週內幫我
移植，下一個一定給我等等……。不知是肝源
稀少(自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一日總共只到了四
個 A 型血的肝，在同時，卻有四十個 A 型的患
者等候換肝)或是其他原因，他的承諾都沒有實
現。沈院長接見錢先生後，聖靈感動了他，也
在環境中調度。就在當天中午，突然接到通知
我可以換肝了，哈利路亞！基督得勝！下午
2:30，我被推進手術室進行換肝，術後進入加護
病房。由於前週並無手術，當天整層加護病房

上的醫師，所以每當需要進行夜間緊急手術
時，大概要耽擱一小時左右，等被呼叫的醫生
到達才能開始手術；當下主又再次讓我經歷祂
甜美又及時的調度！原來我的住院醫師當晚進
行另一場換肝手術，直到凌晨二點多才結束。
他沒回家而睡在醫院內，所以我進入手術房，
並沒等待，立即進行接管及清洗腹腔膽汁，由
於及時的處理，幸未形成腹膜炎，術後直接回
病房並未進加護病房。(前晚共進行了四個換肝
手術，加護病房照顧的條件不見得理想)讚美

20 餘床中只有我與另一病人；但值班的醫生與
護士卻是全額編制，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並
未發生任何感染，所以我在加護病房只待了兩
天，就轉到普通病房。由這段經歷，我必須見
證主的確是調度萬有的主，按祂旨意，讓祂兒
女在最好的時機動手術。術後聽醫生說，我換
上的肝雖然只有 800 餘克(原肝主是一 24 歲小個
子)，但活性很好，無任何暇疵，一接上馬上就
工作，立即產生止血效用。
（術前院方要求姊妹
購買 4 千多元的血，由於手術失血少，術後退
還了 2 千餘元）。

神！保守我脫離患難！
返台
歷經八十天的「經過過程」－近死亡、等候、
仰望、信心的傳輸（因弟兄姊妹的代禱）
、終於
渡過了初期的排斥感染危險期，我於九月五日
回台了！
從這次換肝的經歷中，再次證明我們所信的
神是真神，祂調度萬有讓愛神的人得益處，有
祂同在，任何的環境都能讓我們安息，不受撒
旦仇敵的攪擾，祂實在是配得我們一輩子跟隨
的那一位。我真是有福，能有愛我的姊妹，全

手術後排氣前的口渴、變換姿勢傷口的疼
痛、行走時腹內下墜的痛楚、感染的恐懼、服
用抗排斥藥物的反應，在在暴露出我的軟弱;尤
其服用抗排斥藥物的反應是全身燥熱難當，雖
冷氣調到最冷，仍然燥熱，有些病友甚至整日

程不辭辛勞，忙裏忙外，無微不至的照顧我，
還有召會眾弟兄姊妹的扶持代禱，謝謝你們！
後記：感謝主的憐憫！換肝至今三個多月一切
正常，所有血液檢驗指標已在正常值之內！
（高雄 胡家瑞）

啊!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劃定界限，不讓仇敵
入侵，讓我安息於祢。」而漸漸入睡，經歷主
的同在真是美好。
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守我脫離患難
八月十三日凌晨，突然右後背疼痛難當，三
點多上洗手間時，姊妹發現我身後有一條管子
拖到地上，嚇得緊急通知值班醫師前來處理，
原來是膽汁引流管在腹腔內斷裂，這是極罕見
而危險的狀況，一般是不會發生的。需要緊急
開刀，一中心平時晚間每一病房區只有一位值
班醫師留守，而進手術房開刀至少需要 2 位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