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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抓住機會，進入主今時代的說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從要來的週末開始，我們將
有兩週的時間進入二○一○年冬季結晶讀經訓
練，將接續已過夏季的以賽亞書結晶讀經，繼續

面。職事乃是由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的構成所
產生出來的結果。基督連同祂一切的所是、所
有，以及所得着、所達到的，必須構成到神所揀

進到以賽亞書末了的二十七章。
這二十七章，相當於新約的二十七卷書，我們
將更清楚的看見關於包羅萬有之基督的啟示，並
將著重的講到基督如何按著神新約的經綸作耶
和華的僕人。弟兄姊妹，盼望我們都預備好，進
到主在今時代的說話裏。
已過的感恩節特會信息乃是說到”需要對主
的恢復有新鮮的異象”。很摸著在第一篇信息一
開頭，Ron 弟兄便說到：
『乃是主的憐憫，叫我們
能有一個｢有需要」的感覺。他說到我們有許多

選、所救贖之人的每一部分裏面。這是得着職事
惟一的路。然而，新約的職事不僅是生命的事，
更是在生命裏並出於生命的構成。因此，這職事
需要時間來長大成熟。
李弟兄說：
『要長大，要為三一神所構成，幾
年的工夫是不彀的。一個人至少必須到了六十
歲，這個構成纔能達到成熟。然而，人要在六十
歲以前成熟，他就該在二十歲以前得救。四十幾
歲纔得救的人，也許無法在六十歲以前達到神聖
構成上的成熟。我們在基督徒生活的頭二十年，

人或許已與主之間有相當的歷史，也或許在主的
恢復裏有了一些經歷，但他仍盼望我們能在主面
前，是靈裏貧窮並且饑餓的，好使主能將路加福
音中一個姊妹的話，應用在我們身上。祂”叫饑
餓的得飽美物，叫富足的空著回去。”(路一 53。)
我們需要是一個饑餓的人，我們需要包羅萬有的
基督，需要那靈，需要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
應，需要神解開的話。』為著要來的冬季訓練，
我們同樣要求主能給我們一個需要的感覺，叫我
們是一個饑餓的人，好在訓練中得飽美物。
主 的 恢 復 乃 是 要 完成 神 關 於 召 會 的 新 約經

必須學習一些事。然後我們需要再花二十年，讓
賜生命的靈來構成。』
所以，弟兄姊妹，一年當中，我們難得有兩次
好好花時間、花心力，全神貫注、心無旁騖的進
入職事話語的追求。以前的現場訓練需要到中部
或台北，我們可能覺得太遠，但今年召會特地安
排了新竹本地的現場訓練，不僅免去舟車勞頓，
而且只需要一個週末，就能完整的聽完十二篇信
息。除此以外，白天有時間的聖徒，可參加一月
十七至二十二日早上班的錄影訓練；而白天必須
上班的聖徒也可參加夜間班錄影訓練，好使我們

綸，（弗三 9～10，），而惟一能保守我們在主恢
復裏的路，就是新約那惟一的職事。以弗所書四
章十二節說，『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
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為此，我們需
要被成全。
論到職事，倪弟兄說，基督必須編織到我們裏

更多進入以賽亞書的內在豐富裏。盼望我們都能
向主求恩典，並彼此邀約，抓住機會，進到主今
時代的說話裏。也需為區裏年幼的聖徒禱告，求
主激起他們的渴慕，與我們一同在主的真理上尋
求祂。
（江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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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跟隨、奔跑賽程、贏得獎賞

感謝主！2011 年的第一個
主日，約一千兩百位弟兄姊妹
不畏寒流團聚於交通大學中
正堂，在愛中同赴主的筵席，
享受了一次甜美而榮耀的聚
集。聚會在大家一起高唱「為
神永遠的經綸」詩歌中，挑旺
了我們高昂的靈。在聖靈的帶
領下，眾人一起擘餅、領受救

加完整的供應給聖徒；弟兄
姊妹為了神的家，毫無保留
的奉獻心力與錢財，買地蓋
造會所，這 30 年來的奉獻款
超過了三億五千萬。經過這
些奉獻，聖徒們的心，就都
向著主，向著召會，因為召
會就是我們的家。
最後，在早期同工們的見

恩的福杯、並敬拜父，享受神對我們無限甘美的
愛。在眾人獻上讚美的禱告聲中，我們一同領受
主賜給我們更加豐富的新的一年。
今年適逢主在新竹市設立金燈臺為祂作見證
的第六十個年頭(1951-2011)。從「回顧歷史與感
恩見證」多媒體的介紹中，我們看到了許多珍貴
的歷史鏡頭。從早期五十六位聖徒在租用的簡陋
會所中聚會開始，到今天超過一千位聖徒的聚
集，讓大家看到主祝福的手如何帶領許多忠信的
前面弟兄姊妹，藉著他們的勞苦與奉獻，帶進了
新竹市召會繁茂復興的光景。這一切的過程，也

證與勉勵下，弟兄姊妹都得著鼓舞及激勵。九十
一歲的孫活晨弟兄坐著輪椅上台，勉勵弟兄姊妹
都做提摩太，效法保羅奔跑我們自己屬天的賽
程、守住當守的信仰，必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們存
留，新耶路撒冷就是我們的獎賞。當孫弟兄背唱
詩歌 773 首：「當我跑盡應跑道路，打過當打的
美仗，我必被提升天進入主榮光 …」
，全場感動
到極點。接著李道君弟兄勉勵弟兄姊妹繼續持守
新竹市召會蒙恩的優點：跟隨職事、同心合意配
搭有身體的服事、建立健全而完整的服事架構。
最後，劉遂弟兄勉勵我們要加強「靈實力」，不

由許多當年 經歷的弟 兄們在會場 做鮮活的 見
證，包括由趙錫民弟兄與林鐘榮弟兄介紹前 30
年的階段；李崇仁弟兄與董傳義弟兄介紹接著 20
年的階段；林受恩弟兄與丁聖民弟兄介紹最近的
10 年階段；最後由徐慶陸弟兄與譚昌琳弟兄介紹
召會未來的展望。整個見證讓我們看見，「緊緊
跟隨職事的帶領」
、
「實行神命定之路」以及「弟
兄姊妹絕對的奉獻」，就是新竹市召會蒙恩的關
鍵。1986 年恢復本聖經的完成，將職事的豐富更

活在字句道理裏，而是活在調和的靈裏。要讓活
的基督、人位的基督、是靈的基督，活在我們裏
面，成為我們的中心與實際，使我們不僅在外
面，更在裏面有神的祝福，能夠充滿基督、彰顯
基督。讓我們一直仰望主繼續祝福祂心愛的召
會。哈利路亞！這樣的聚集，真是在地如同在
天！願榮耀與讚美歸給我們親愛的主！
(廖述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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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

第一章 照著保羅完成職事之中心路線的異象而活、第二章 活基督與照著靈而行
我們的生活必須配得上我們的異象
保羅完成職事的中心路線，關於神永遠定旨的
啟示和異象，從未像今天啟示得這樣完全、清
楚。但我們有一個極大的缺欠，就是我們缺少一
種配得上主給我們所看見之異象的日常生活！

在我們的家庭生活、召會生活中，我們缺少照著
靈而行、缺少活基督！
照著靈而行的生活，是經歷真理的一大幫助
我們不該滿意於僅僅認識真理；我們還必須尋
求經歷真理。羅馬八章四節所說的，照著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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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在是讓我們經歷真理的一大幫助！歷年

是照著肉體而行。甚至我們的愛、我們積極的言

來，召會在生命上的長進很慢，是因為我們的生
活有短缺，我們需要思考，是否天天照著靈而
行。照著靈而行就是活基督。主要得著一班這樣
行事並這樣生活的人！
在生活中需要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
我們首要關切的事，應該是幫助聖徒在日常生
活中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我們需要為著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缺少照著靈而行向主悔改！
照著靈而行不同於在艱難的環境中禱告；也不
同於屬靈活動前的禱告。我們需要時刻照著靈而

論，甚或受引導去做某件事，若不照著靈而行，
我們仍然是照著肉體而行！所以我們需要操練
照著靈作一切的事，聚會時操練靈，散會後依舊
操練靈，時時刻刻照著靈思想、說話並行事。
日常生活照著靈而行的結果
若眾聖徒都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召會就會有
極大的擴增。福音的廣傳，是我們照著靈而行的
自然結果。
主的恢復真實的衝擊力來自我們的生活。照著
靈而行的生活，會帶進我們在聚會中釋放靈盡功

行，就如寫信或與家人談話，都要照著靈而行，
就像呼吸一樣。我們若沒有活基督或照著靈而
行，我們的屬靈活動就可能是表演。我們不該在
聚會中是一個樣子，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另一個樣
子。
不是照著靈而行，就是照著肉體而行
根據羅馬八章四至九節，若不照著靈而行，就

用，會帶來基督的富餘。能成就神定旨的路，乃
是藉著過一種正確的生活，時時照著靈而行，讓
三一神安家在我們全人裏面。我們工作的外在結
果可能會過去，在神眼中真正算得數的，乃是我
們所活的基督！願我們以此共勉！ (黃伍稚英)
備註：1/10～1/16 進度為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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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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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本月收入

2,075,336

1,992,036

83,300

4,975,430

28,278,402

本月支出

1,477,211

1,393,911

83,300

0

26,040,269

本月結存

598,125

598,125

0

4,975,430

2,23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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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總

計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福音工作

專 款
聖徒遺產
奉 獻

專 案
學生中心蓋
造累計收支

本年度收入

24,499,692

23,398,359

846,133

255,200

4,975,430

28,278,402

本年度支出

21,402,632

20,141,013

1,020,139

241,480

0

26,040,269

本年度結存

3,097,060

3,257,346

-174,006

13,720

4,975,430

2,238,133

禱告事項
一、感謝主！二○一○年第四季主日總平均人數為
1176 人，請眾聖徒續為二○一一年的召會生活各
項目標有尋求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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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少年期末考及寒假過聖別
生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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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進
維、鄭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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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區錢景韜（因攝護腺癌已於元月五日
開刀進行膀胱摘除手術，請代禱）
、107 莊續曾(為
肺部積痰改善能自主呼吸代禱)。

報告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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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
閱通啟）
二、各大組集中主日聚會：1/16（主日）9：30 各大
組於各會所集中擘餅聚會後進入冬季訓練-以賽
亞書結晶讀經九、十篇。16：00～18：00 於仁愛
會所集中，進入十一、十二篇。
三、韓國大邱召會大學聖徒來訪：1/23（日）～1/24
（一）共 32 位聖徒來訪。
四、手語學習營進階班：2/13（主日）13：30 於仁愛
會所開課。
五、學生中心追加工程款：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福音
工作開展之追加工程不足款，截至 12/31 尚差 210
萬元，請聖徒們記念。（奉獻款請註明為著新竹
市召會學生中心）
六、大學與青少年參加 2011 夏季訓練激勵方案：為
了激勵學生聖徒能堅定持續的操練屬靈生活，規
劃以補助參加 2011 夏季訓練的費用為獎勵。目

●●●●●●●●●●●●●●●●●●●●●●●●

標是有 30 位的大學生（含青少年）參加，擴大
他們屬靈的看見與基督身體的認識。預估所需補
助費用計 80 萬元整，請聖徒們記念。(奉獻請註
明為著學生聖徒夏季訓練方案)
七、台南新營會所重建工程奉獻：舊會所一月拆除，
預計年底完工，盼望在基督身體交通中記念。
（奉
獻請註明為新營會所重建工程）
八、青少年週六讀書營報告：1/8 為本學期最後一次，
俟下學期開學後再繼續實施。
九、范雁秋弟兄安息聚會：謹訂 1/15(六)13：30 於新
光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十、莊哲綸弟兄與謝翠霞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1/22
（六）10：00 於新光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
扶持。
十一、簡汎佐弟兄與周加恩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1/29
（六）15：00 於新北市永和區第一聚會所舉行。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自強街 32 巷 9 號(福和路 310
巷口)。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備有車輛請聯
絡王柏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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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縣眾召會
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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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12 月 26 日 至 2011 年 01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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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埔

總
計

296
120
183
143
9
51

284
81
184
118
7
60

364
120
227
168
12
76

265
99
185
155
7
14

1209
420
789
584
35
201

133
52
110
61
－
－

139
15
41
16
－
－

98
23
186
36

110
61
135
70
5
26

50
21
75
22
2
8

43
11
40
27
1
9

20
10
16
8
1
6

53
10
60
40
2
10

30
17
57
22
1
5

20
9
22
12
1
11

22
9
45
7
0
0

446
171
636
244
15
104

2
29

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1/9(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各大組讀經追求
1/16(日)
9：30 於各大組集中
主日並有現場訓
練，16：00於仁愛會
集中現場訓練

1/10(一)
19:30 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1/17(一)
8：30冬季錄影訓
練白天班、20：00
夜間班
19:30少數負責弟兄交
通聚會暫停一次

1/11(二)

禱告事奉聚會
1/18(二)

1/12(三)

排聚集
1/19(三)
8：30冬季錄影訓
練白天班、20：00
19：30一大組集中禱 夜間班
告事奉聚會
大中區現場訓練1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1/13(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
排聚集
1/20(四)
8：30冬季錄影訓
練白天班、20：00
夜間班
排聚集

1/14(五)
1/15(六)
19：30 冬季現場訓 8：30、15：00 冬季
練於仁愛會所
現場訓練於仁愛會
所
排聚集
1/21(五)
1/22(六)
8：30冬季錄影訓 大組核心交通
練白天班、20：00 8：30 冬季現場訓練
夜間班
白天班、15：00
夜間班
排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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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他們的信心

信是新約的敲門磚，一般來說，聖經講到信，
多半指個人的信，不過也有少數例外，是指團體
的信。對神經綸而言，團體信的重要性絕不亞於
個人的信。我們應該多花些時間，對大家共同的
信心作較深入的探討與瞭解，必定對傳揚福音和
召會生活有所助益。
新約聖經中第一次提到團體的信，是在馬太福
音第九章開頭，主來到自己的城–迦百農，意安
慰或安逸之鄉，表徵主得安息的地方，即神的
家–召會，主住在這裏（太四 13）
。
「看哪，有人
用臥榻抬著一個癱子到祂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
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
（九 2）有趣的是，這個單純的事例在另二卷福
音書，馬可和路加也都提及，且都論到「他們的
信心」
（可二 5，路五 20）
，可見聖經有意突顯並
強調團體的信心。主耶穌便主動（未經人求告）
用話將癱子的罪赦了。這事例暗示，藉團體的信
心（包括當事者和服事者）將罪人或病人帶到召
會裏遇見主，是使人蒙主拯救得醫治，最簡單、
直接的路。也就是因為如此簡單，引起在舊觀念
和舊思維裏的經學家們質疑，心裏說，主說僭妄
的話了。主為了證明自己，就叫癱子起來行走，
好叫他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因此
他們的信心不僅使癱子得救，也暴露經學家們的
老舊、迂腐，更給主機會啟示自己不只能行神
蹟，也能赦罪，因人子既是人，又是神。
還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保羅與羅馬聖徒間

信的故事。保羅在羅馬書一章論到羅馬聖徒熱切
傳揚福音時，先說，「首先，我藉著耶穌基督，
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心傳遍了全
世界。」
（羅一 8）又說，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
因你們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鼓勵。」
（12）
前節指羅馬召會共同的信心傳遍全世界，像會傳
染一般，影響激勵全地眾聖徒；後節指羅馬聖徒
們和使徒保羅間建立了團體的信心，連使徒保羅
都得鼓勵、受安慰，對保羅傳福音，開展召會的
事上大有助益。所以，無論是福音傳揚或與使徒
同工開展，都需要建立共同、團體的信心，才得
使神的經綸快步往前，大得開展。
上述這兩個例證，明顯啟示我們服事人（如第
一例的癱子）或召會（如第二例的羅馬召會），
都需要學習如何幫助、教導和帶領眾聖徒凝聚團
體的信或共同的信，事實上那不是信徒個別的信
凝聚起來，而是共同進入、享用那獨一的信，就
是「耶穌基督的信」
（加二 16）
，也就是「神兒子
的信」
（20）
。
（詳見加二 16 註 1）照前述事例看，
那將會帶下主在地上職事的開展或拓展福音工
作。取用團體的信是最有主同在，且最具功效的
路。現今你我走主命定之路最重要又關鍵的事
奉，便是建造召會，恢復「基督身體」的實際。
其中第一步，也是入門的一步便是凝聚「身體的
信心」，與主配合，使主有路執行衪的的工作，
完成衪的經綸。阿們！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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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心得

神的道路（法則）

詩篇中至少有兩處論到「衪（神）的法則」：
九十五篇九、十節，指責以色列人說，「那時你
們的祖宗雖然看見我的作為，還是試探我，試驗
我。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一代的人，說，他們
是心裏迷糊的百姓，竟不曉得我的法則」；一０
三篇七節卻說，「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

色列人曉得祂的作為。」這兩處經節中的「法則」
原文意「道路」，此字在舊約聖經中很常用，但
它背後的屬靈含意卻十分隱藏，不易察覺。此字
第一次出現是在創世記三章二十四節，神安設基
路伯把守生命樹的「道路」。顯然一開始使用，
就暗示神原本有一條道路給人行走，有一個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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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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讓人遵行，但始祖墮落有罪後，失去了這道路或
法則，甚至後來連神的選民以色列人在曠野看見
神許多神奇的作為，仍心裏迷糊，不曉得神的法
則，只有神的老僕人摩西例外，他知道神的法則
和道路。不過，摩西除在詩篇九十篇中透露，願
神作以色列人的居所（詩九十 1）可能是這道路
的終點外，並未明白提示達到這終點的道路。雖
然如此，在神奇妙安排下，上述兩詩間的一○一
篇似乎洩露一些關於這道路的奧秘啟示，補上在
舊約中無人知悉的遺憾。另外，詩篇一一九篇也
有多處論到道路，但都缺乏經綸的啟示。
詩篇一○一篇是大衛寫的短詩，一共只有八
節，其中有兩節提到「道路」
，就是二節，
「我要
謹慎遵行完全的道路。你幾時到我這裏來呢？我
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和六節，「我眼
要看這地忠信的人，叫他們與我同住；行在完全
道路上的，他要伺候我。」前者是以「我」指大
衛豫表基督為主角，「你」是指神；後者卻是以
大衛看為忠信的人作主要對象。無論如何，前者
含示主基督謹慎即細密周詳、有才智與洞察力地
（和合本譯作用智慧）遵行完全（意完整、全部）
的道路，神何時到主這裏？事實上，對照新約福
音書，主在地上行事，都有父神同在（如約十四
10，11）
、同工（如五 17，19）
，而且父神至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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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開說話（太三 17，十七 5，約十二 28）為主
見證並表白；因此，這裏主向神的呼籲，應指主
釘十字架，神離棄衪時（太二七 46）的心境與吶
喊。按此推論，主所謂「完全的道路」，當然就
是衪否認己、喪失魂生命，順服父神，直至死在
十字架上的「十字架道路」了。這或許就是主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並跟從我。」（十六 24）意有所指的道路，
也正是衪所說，「我就是道路。」（約十四 6）的
內在意義。接下來，本節進一步啟示，主要存完
全的「心」（對比以色列人迷糊的「心」），行在
（我，原文無此字）家（同殿字）中。明顯告訴
我們，這道路將引導主進入父家，即殿所豫表的
召會、基督的身體。更確切的說，進入信徒們重
生的靈裏。換句話說，主走過釘死復活的道路，
成了賜生命的靈，內住信徒靈裏，將他們建造成
神的家–召會。後節更擴大前節的範圍，應用到
這地上忠信的人，豫表新約信徒身上。先叫他們
與主同住（約十五 4～8）在神家裏，跟隨主行在
這完全道路上，就是伺候、事奉主。這道路可視
為神的法則，將在主成肉體後正式重新開啟，並
一直往前（詳見”這道路”），成為「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
（來十 19～21）
。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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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聚會見證

愛主最上算，服事主最榮耀

十一年前，台灣歷經了百年的 921 大地震。那
一天，是我第一次大聲開口呼求主名。那年年
底，我受浸歸主，也把婚姻、工作都奉獻給主。
如今在工作上，我是一位國中老師；在婚姻生活
中，我有一位愛主的弟兄及三個可愛的孩子。這
一切都因為我認識了這一位主，我的人生有了奇
妙的大改變。
約書亞記十五章：押撒勸丈夫向她父親求一塊
田，而她自己則向她父親求水源。她父親就把上
泉下泉賜給她。
「田」要一次就夠了，但「泉水」
是要天天湧流的。姊妹就是家中聖靈的開關，是
喜樂的泉源！就在我懷老大時，我弟兄向召會求
到「一塊田」－我們家開區了！當時我生命還很
幼嫩，和弟兄時常有難處。記得有一次，我找一
位姊妹交通，我問她，我該如何才能成為弟兄的

幫助者？姊妹告訴我，別忘了夏娃是亞當的「骨
中骨，肉中肉」。骨髓是製造血液的地方，肌肉
是彰顯在外，但所有的內臟又多由肌肉所組成；
今天姊妹是弟兄的骨中骨，肉中肉，若裏面的骨
中骨、肉中肉不健康了，彰顯在外的弟兄也是不
健康的。這段話，成了大光，一直引領我。每當
我看弟兄不順眼，我裏頭就被提醒：你這骨中
骨，肉中肉有問題了！這逼著我只好到主面前去
禱告尋求。藉著禱告，常常難處就挪去了，與弟
兄也就愈來愈能在同心合意裏，一同配搭來服事
主。
感謝主，因著開家開區，主不斷擴大我的度
量，也更堅定我的信心！老大出生時，正好是
SARS 大流行的時候，我在家中坐月子，弟兄姊
妹照常帶口罩來聚主日。未信主的婆婆看在眼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相調

2011.01.09

裏，氣在心裏。去年我生老三，留職在家，三民
國中開排在我們家，H1N1 來勢洶洶，也有幾位
學生感染。但我們就與弟兄姊妹們在身體裏更加
儆醒禱告，求主保守看顧。主也真是祝福我們，
保守孩子們都平安無恙。在經歷中，我們真能見
證只要我們為著主，主也就為著我們。四年前，
我們全家跟隨召會去東馬相調，當時老二才一歲
半，她身體一向虛弱多病，就在出發當天她發燒
了，內心十分焦急，但我們還是上了飛機，一到
東馬，看見接待我們家的的兄姊妹，我就立刻告
訴姊妹孩子的狀況，希望她能協助。感謝讚美
主！姊妹竟告訴我，別擔心！因為她就是小兒科
醫生。哇！這是何等奇妙的調度，我們的所需所
要，主都為我們預備，不致缺乏。
有了孩子以後，又上班，又要開家，確實常常
覺得好累。也時常在聚會時很喜樂；但聚會前、
聚會後，自己就忙得手忙腳亂。有一次，我就向
主禱告，覺得自己如此混亂，怎麼可能成為喜樂
的活泉呢？感謝主，主就是那大光，祂光照我：
你希望孩子像你一樣嗎？那你就要讓你的孩子
羨慕今天你所過的生活。我們今天的召會生活和

我們的家庭生活必須是一套。所以，現在聚會
前，聚會後，我就和孩子們一邊禱告呼求主名、
唱詩歌，一邊作家中整潔，如此家中就滿了喜
樂！
去年 9 月，我們家老大升上小二。有一天清早，
她起床對她爸爸說：你和媽媽每天早上都有晨
興，我也想要和你們一樣！於是我們立刻為她禱
告尋求，在身體裏交通，就有一位小五的姊姊願
意和她一起電話晨興。至今快兩個月，他每週一
至週五 6:50 起床，晨興不曾間斷。他還和我們分
享，晨興後好喜樂！
感謝主，若我們看見「愛主最上算，服事主最
榮耀。」我們也巴望孩子和我們一樣認識這位全
能的主，期待他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享受主全
備的供應；我們就願意在孩子年幼的時候，給他
們最正確的話語(陪他們讀背經)，也給他們正確
的榜樣（有晨興、主日、小排聚會）。雖然我們
還是常有失敗軟弱，但我願意這樣操練，把這上
好的傳給我們的孩子！感謝主，也因著有許多愛
主的姊妹，如雲彩圍繞我，所以也激勵我不斷往
前！願主的名得著榮耀！
(王陳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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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服事，顯出功用

時間的規劃
身為一個有家庭的在職姊妹，要如何過召會生
活呢？
我的日常生活中，時間佔最多的是工作，再來
就是孩子、家務、召會聚會及服事。為了兼顧家
庭、工作及召會生活，在有限的體力和時間下，
這中間當然就有揀選的問題了。有人是以工作為
重，有人以家庭孩子為重…。記得上次青職特
會，董弟兄曾經交通到，新竹的在職弟兄姊妹都
有一個堅定持續的現象，就是工作。不管在任何
環境之下，無論是颳風下雨或者生病，都會照常
衝去工作。如果我們對主也是這樣的熱切忠信，
新竹市召會就會大復興了！這真是我以前生活
的寫照。
為了不使工作、孩子及家務擠壓到召會生活，
感謝主光照了我，使我價值觀有了改變，使我願
意放下園區繁忙的工作，去尋找壓力較小、極少

加班的工作。雖然離開園區，但主也未讓我有所
缺乏；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世界不配得著我們，
感謝主叫我不致陷在網羅裏。
在孩子方面，除了日常上學的課程學習外，我
們也照著弟兄常常交通的，為著召會服事的緣
故，願意花時間跟金錢讓他學鋼琴。家務方面我
就比較不講究細節，僅維持合適的整齊清潔就好
了。
至於服事方面，因為弟兄目前在國外念書，所
以我承接了部分他以前的服事：主要是家打開做
兒童排、預備三個區的餅、負責每星期的水果採
買、主日 8～10 個孩子的交通接送及主日兒童服
事配搭。
服事的益處
首先是兒童排。目前我們家開排也半年多了，
當初只是覺得接送家附近的孩子去參加兒童排
很麻煩，所以乾脆就在家裏開兒童排，也省去舟

車的勞頓。那時都沒想到這對自己的小孩有甚麼
益處。我只有一個兒子，目前 6 歲，每當兒童排
的時候，他時常很 HIGH，也不是頂認真，常常
害怕小朋友會弄壞他的玩具，又計較小朋友吃光
了預備的點心。這半年來看他似乎也沒什麼長
進。但上星期，他跟著我去參加全台姊妹集調特
會時，他是所有與會的小孩中年紀最大的。當小
朋友在一起，他會嘗試著去照顧其他的弟弟妹
妹；那時正好有位小弟弟哭了，為了安撫小弟
弟，他居然把他最心愛的玩具送給他；當他跟我
說時，我心裏一面很感動他終於有點長進，一面
又有點心痛，因為那玩具還蠻貴的。他說弟弟就
不哭了，而且還很高興看著他。我說，那你呢?
他說，他也很高興，我說，這樣媽媽跟主耶穌也
會很高興，這真是神人同得喜樂啊。之後，他又
把東西分享給其他小妹妹，沒想到他才給出去東
西，沒多久他又得回一個新的。實在經歷到「凡
給人的，就必有給你們的」，我想這是家打開做

兒童排所帶來的益處，孩子不但願意顧到別人，
也經歷到主的信實!
而我自己也在兒童排及主日兒童服事中長進
不少。我原是拙口笨舌的姊妹，以前根本不會講
故事，但為了主的小羊們，基督這生命叫我做我
所不能做的，活我所不能活的。藉著服事，我也
慢慢被成全，現在終於也能講講故事，盡上功用。
主也在其他事務性的服事上使我蒙了保守。姊
妹們很容易落在心思裏，但藉著服事，我實在沒
時間落在心思裏，更沒時間跟弟兄鬥嘴吵架，如
此一來，家庭生活反而蒙了保守！所以我盼望自
己不只是弟兄的幫助者，更在召會中藉著殷勤服
事，顯出功用。弟兄們常說，你希望你的兒女長
成什麼樣子，你自己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實
在願意操練過聖別簡單的生活，成為一個愛神的
榜樣，領頭獻上自己、財務及兒女，帶領家人過
實際的召會生活，全家事奉主!
(彭曾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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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相調愛筵蒙恩分享

主調度萬有，為我們效力

已過 12/12 二大組的年終相調愛筵，我原想邀
請公公婆婆參加，錢也繳了，但是開口邀了兩
次，都被委婉的回絕了。
主日擘餅完趕著回去煮中餐，詩蘋姊妹問起我
的邀約情形，我只能據實以答，也想著下午該用
什麼話題開頭，才不會讓他們覺得我是在勉強他
們，心中有些作難！
回到家時公婆不在，去了大賣場，我剛煮好兩
菜一湯，人也回來了，正想喊吃飯時，公公告訴
我，小姑要回來。當下我心想怎麼辦，沒飯沒菜
的。
中餐後，我和女兒開始整理自行車，想說姊妹
們約了四點要到港南騎自行車，結束後直接到愛
筵會場。小姑看我忙進忙出的，我順勢將下午召
會的活動告訴她。
公公午睡起來，他們問小姑的孩子要去爬十八
尖山還是要去騎自行車時，在旁的我心中一直忐
特不安，當孩子說要去騎自行車時，我真的不禁
要感謝讚美主。於是開始忙著出門打點，看到公

公西裝畢挺，不像要去運動的樣子，我知道主為
我做成了這事，根本不用我的聰明才智。
相調愛筵的時候，因為 207 區大部分聖徒都較
年輕，要找人招呼我公婆又成了我困擾的問題。
趁著大專組要上台展覽前，我看到賴弟兄，便將
這問題交託給他。當我們展覽後回到座位時，看
到一位白髮老弟兄陪著我公婆聊著，低聲問旁邊
姊妹，才知是葉弟兄的父親從高雄來，主啊!祢所
給的真的是比我所求所想更多。我甚至想像 12/24
的福音聚會我的公婆能受浸，這家要開家服事主
了。
事後回想，如果小姑事先告知她要回來，那我
就無法去參加主日擘餅聚會，而是要在廚房忙中
餐了。如果小姑的孩子說要去爬十八尖山，別說
我公婆，連我和女兒都不用去參加愛筵了，而這
一切，都不在我的計算範圍內。主的智慧是我們
所無法測度的，為主的調度，感謝讚美主！
（樊林文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