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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二○ㄧ○年冬季訓練『以賽亞書結晶讀經』(二)上
這次在美國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Building
8）
，所舉行的冬季訓練『以賽亞結晶讀經（二）』。
全球主恢復眾召會，約有五千位聖徒一同有分於

六章，基督被啟示為耶和華的僕人古列、以色列
和以賽亞，都作了相同的事以討神喜悅－釋放神
的子民，建造神的殿，並建立耶路撒冷城。因此

現場的訓練。會場裏眾人的靈，非常釋放和高
昂。本次訓練是說到以賽亞書後半部，內容是從
四十章至六十六章，共計有十二篇信息。我們將
分兩次來鳥瞰信息，本週是從第一篇至第七篇。
第一篇『宣揚包羅萬有的基督，就是耶和華救主
為好信息』和第二篇『活在新造的實際裏』，實
為ㄧ組，經文主要是第四十章。
本章ㄧ開始就說，『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的心說話…。』對
耶路撒冷的心說話，實際上就是宣告福音。九節
說，『看哪，你們的神！』這就是好信息。以賽

他們都豫表基督作神的僕人。我們能看見這三個
僕人都與第四個僕人，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有
密切的關係。這四者乃是ㄧ，事奉耶和華神，釋
放並興起神的選民來建造神的殿和神的城，並設
立神的國，這是祂所喜悅並使祂高興的。
第五篇至第七篇為ㄧ組，乃是說到，按照神新
約的經綸，在四個階段裏之包羅萬有的基督，主
要經節是從五十二章十四節至五十三章。首先
『在祂成為肉體的階段裏』，祂行動的目的乃是
將神帶進人裏面，使人與神調和，完成神對人的
救贖，並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人裏面。基督是完

亞宣揚包羅萬有的基督，就是耶和華救主為好信
息。是全人類的需要：無可比擬的神，要來的基
督作為耶和華的榮耀，就是向新造所傳福音的中
心。以賽亞書是全本聖經的代表，頭三十九章，
相當於舊約的三十九卷書，主要的是專注於舊
造；而末了的二十七章相當於新約的二十七卷
書，乃是以新造為中心。在我們的經歷中如何從
舊造轉換到新造時代，按照王下二章ㄧ至十五
節，藉著經過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約但河
這四個地方。分別表徵憑生命之靈對付我們的肉

整的神，由耶和華的膀臂，就是神的能力所表
徵；祂成了完全的人，由多受痛苦的人所表徵。
在祂釘十字架的階段裏，基督被啟示為釘十字架
的救贖主，為我們的過犯將自己獻上。基督擔當
我們罪的總和，作為贖罪祭和贖愆祭的實際，死
在十字架上，以完成永遠的救贖，使基督裏的信
徒得蒙救贖，結果在基督復活裏得與基督有生命
的聯結。在祂復活與升天的階段裏。基督勞苦的
果效所產生的項目，包括成了賜生命的靈、成了
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和身體的頭、成為神的長

體，憑父的愛捨棄世界轉向神，藉著子的話擊敗
撒但，並且為著基督的身體，憑復活的大能經過
死，向己死，而活在新造的實際裏。
第三篇『基督為耶和華的僕人，由波斯王古
列、以色列和以賽亞所豫表』和第四篇『基督為
耶和華的僕人』為ㄧ組。在以賽四十ㄧ章至六十

子、重生了祂所有的信徒，產生召會－基督的身
體。在基督的升天裏，有ㄧ個基督勝利的展示，
分享基督得勝所取得的擄物。基督的升天終極完
成於神爲著祂新造之工作的完成，乃是要完成新
耶路撒冷的構成，作神團體的彰顯，並作聖徒的
福分，直到永遠。
(洪明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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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年班冬季畢業聚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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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得著萬有

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壯年成全班二○一
○年冬季畢業聚會，於十二月十八日在中部相調
中心舉行，來自台島及海外超過一千三百人參
加。
畢業學員首先展覽四首詩歌：『奉獻得著萬
有』
、
『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
、
『讓我愛』及『等
候耶和華重新得力』，在一裏唱出神的榮美，並
分成七組，述說受訓一年的蒙恩見證。有的之前
忙於工作，無視於召會生活，卻在訓練中被變

光陰，並且不再害怕申言。他的姊妹也參加壯年
班，每週付代價往返於花蓮和南投之間，回家時
總帶著許多書報和作業。她們兩人均竭力投入訓
練，終能畢業；雖然倍極艱辛，也有搆不上的時
候，卻靠著主的加力而勝過，收獲也加倍。另一
位弟兄說到，他的姊妹以前喜好自由，如今願意
與他一起受主的差遣，前往各地開展；壯年班的
成全實在希奇，使他不得不低頭敬拜神。
教師們也說到，壯年班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化，願意與弟兄同心合意的出外開展；有的原來
害怕申言，現在卻能勇於申言；有的以前追求美
食，現在注重生命的傳輸，全然奉獻；有的遇到
屬靈及服事的瓶頸，在受訓後重新得力；有的原
本注重生活品味，講求時尚，現在卻喜歡穿壯年
班的制服。凡此種種，均見證許多聖徒因受訓而
改變，壯年班真是生命成長園。學員在第一學期
學習真理，在第二學期經歷生命的功課，至終都
成了神的傑作。
家屬的分享也撼動全場。一位弟兄說到，他的
岳母是一個禱告的人，經過壯年班的訓練而贖回

青年班是培育提摩太和提多，壯年班則是成全亞
居拉和百基拉的家。在台島各處，甚至世界各地
的開展，因著壯年班畢業學員在生命經歷、人生
閱歷和財力等各面的穩定和成熟，而能盡生機的
功用，成為眾人的祝福。如果青年聖徒加上壯年
聖徒合力開展，可說是『黃金組合』。只要聖徒
願意把餘生獻給主，神就能使用這五餅二魚，經
過祂的擘開而成為許多人的祝福。這樣的交通實
在激勵在座的每一位。願神更多使用壯年班畢業
學員，與祂的行動配合，以完成神的經綸。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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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時間訓練中心家長開放日暨冬季畢業聚會報導

興起！同主前進

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二○一○年冬季畢
業聚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
午在三會所舉行。上午時段則
為家長開放日，有兩項重要負
擔：第一，使學員未得救的家
人能聽見福音，進而接受救
恩；第二，使學員的家人認識
並珍賞訓練。

聚會中學員分享如何蒙召參加訓練，這不是枉
費，乃是馨香的見證。藉著全時
間訓練的成全，每位學員在各面
都有突破和進步。聚會末了，家
長親自為他們的兒女見證，『多
年來他們所辦不到的，訓練幫助
他們達到。』會後有六位家長受
感而受浸歸入主名。

由於某些學員的家人原本
不甚贊同他們參加訓練，因此在開放日這天參加
的意願不高。然而，學員在身體中經歷團體的爭
戰，為著家人的得救，跪到主前迫切的禱告。主
真是信實的，這次家長開放日與會人數高達六百
五十位，約有三百三十位親友參加，其中一百餘
位尚未得救，有的更是首次聽到福音。

二○○九年春季入訓的學
員，共有十九位完成兩年訓練，弟兄八位，姊妹
十一位。他們第一年在訓練中心接受裝備，並在
台北市各大學院校及高中開展，第二年更投入二
○一○年春季台島的鄉鎮開展，以及同年秋季的
日本開展。他們與奮力活動的神配合，寫下神行
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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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則勸勉畢業學員，今後他們不再是施訓者

『興起！同主前進』；願意一生答應主的呼召，

和受訓者的關係，而是一起奔跑賽程的同伴；盼
望眾人都在千年國的筵席中相會。之後，十九位
學員分享兩年訓練的蒙恩見證：他們如何在生命
上長大、在真理中扎根、在開展中操練神命定之
路、以及在新人裏同被建造。這兩年的經歷和他
們豪邁的心志，也顯於他們創作的畢業詩歌─

與主同行動，建造基督的身體。
末了，教師鼓勵學員，也再次肯定全時間訓練
幫助青年人，找到人生正確的方向。盼望有更多
青年人被主興起來，答應祂的呼召，參加訓練，
與主今日的行動配合，催促祂的再來。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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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
第三、四章 三一神活在信徒裏面，使信徒得以活祂（一、二）
第三章是整本聖經的中心點，乃是根據羅馬書

道理、組織無關。一個強調接枝生命的住，另一

第八章 4－16 節。主也說：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
我也住在你們裏面。」
（約十五 4。）使徒保羅又
寫到：「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裏面活著。」（加二 20。）看見使徒們對三一神
如此深刻的經歷，我們也該效法使徒，以經歷的
方式來認識三一神。關於夫妻相處最著名的經節
莫過於：「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作妻子
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弗五 22、25。）我
們若用自己的想法、既有的觀念、倫常的教訓等
等來實行，將永遠無法實現。我們要有啟示，愛

個強調「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
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今後我們不知
道別的，只知道「住」和「活」。這兩字蘊含神
經綸極重要的奧祕，一個是主與人，人與主相互
的內住，另一個是我們的舌頭如活水不停的說話
和湧流。
在約翰十五章，主吩咐我們只要住在祂裏面，
我們惟一的需要乃是住在基督裏。當我們如此
行，結果子是自然的事。猶記得有一對新婚聖徒
搬到我住的社區，我就經常和他們讀生命讀經並

和服從完全是出於三一神的。甚願此章題的思想
能進入我們的心思，在傳揚福音、牧養聖徒、建
立召會上都能合乎神的心意。
在羅馬八章啟示裏，給我們陳明一位三重的靈
－神的靈，基督的靈，與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
者的靈。這是三一神的三一靈，這個啟示非常重
要，使我們回到靈裏與祂同活。我的姊妹在一家
公司作總務時，非常盡心，然而同事在背後說壞
話，她深受攪擾。那時我回到靈裏說：「嘴巴是
別人的，由他們說吧，只要我們的良心對得住神
而忍受寃屈的苦楚，這在神看來是甜美的。（彼

禱告。之後，他們的父母也加入讀生命讀經行
列，我並沒有傳福音，但他們的母親得救了。因
此，只要我們忠於「三一神活在我們裏面，使我
們得以活祂。」如此的啟示，我們必然活在神的
心意裏。非常可惜的，歷代著名的聖經教師和主
的僕人都忽略宇宙的焦點和聖經的中心，我們要
更加寶貝這一份職事所帶給我們的一切亮光和
啟示。
今天我們惟一的需要乃是照著靈而行，這靈是
我們重生的靈，由那靈內住並與那靈調和，那靈
就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完成，神既然為我們造

前二 19 合和本）」她才得以平靜。
總之，三一神活在我們裏面以及我們活三一神
就能產生滿有美德且應付一切需要的生活。千萬
不要從『三一神活在我們裏面，使我們得以活祂』
這件事上被岔開。
第四章著重在約翰十五章四節和加拉太二章
二十節兩處經文上，這完全是一件生機的事，和

靈，使我們可以接觸並接受祂，我們就當時時向
祂敞開，讓祂在我們靈裏有美妙的調和，唯有如
此，我們才能達到神的美意，我們需要帶頭追求
過一種照著調和之靈而行的日常生活，好叫我們
能將這樣的生活服事給人。
(陳紹謙)
備註：1/17～1/23 進度為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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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洋、張芳瑜、趙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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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輕化療的
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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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肺部積痰改善代禱)。

報告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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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寒假親子生活園行前須知：請詳閱附件。
三、青少年集中主日聚會：1/23（主日）9：30 於仁
愛會所二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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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手語學習營進階班：2/13（主日）13：30 於仁愛
會所開課。
六、國際華語新春特會：2/18～2/22 於美國加州安那
翰職事站園區舉行，報名截止日期：1/26。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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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尚差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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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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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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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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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晨興追求材料：1/17 起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
經（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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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1 年 01 月 03 日 至 2011 年 01 月 09 日

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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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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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110
226
177
9
49

240
69
170
111
7
57

322
100
289
189
12
92

243
76
191
162
7
25

1109
355
942
639
35
223

121
45
109
75
－
－

145
24
106
54
－
－

82
20
160
45

123
22
153
64
5
17

67
12
72
19
2
9

49
12
46
21
1
13

19
10
8
10
1
3

48
10
60
30
2
17

36
11
25
21
1
5

18
8
15
10
1
6

26
8
37
11
1
6

468
113
576
231
15
100

1
24

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1/16(日)
1/17(一)
1/18(二)
9：30 於各大組集中 8：30冬季錄影訓
主日並有現場訓 練白天班、20：00
練，16：00於仁愛會 夜間班
19：30一大組集中禱
集中現場訓練
告事奉聚會
19:30少數負責弟兄交
通聚會暫停一次
禱告事奉聚會
1/23(日)
1/24(一)
1/25(二)
6：45 集中晨興成 20：00冬季錄影訓
全
練夜間班
寒假兒童生活園3

19:30少數負責弟兄專
項交通聚會暫停一次

禱告事奉聚會

1/19(三)
8：30冬季錄影訓
練白天班、20：00
夜間班
大中區現場訓練1

1/20(四)
年長聚會暫停一次
8：30冬季錄影訓
練白天班、20：00
夜間班
大中區現場訓練2
排聚集
排聚集
1/26(三)
1/27(四)
20：00冬季錄影訓 年長聚會暫停一次
練夜間班
20：00冬季錄影訓
夜間班

1/21(五)
8：30冬季錄影訓
練白天班、20：00
夜間班
大中區現場訓練3
寒假兒童生活園1
排聚集
1/28(五)
20：00冬季錄影訓
夜間班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1/22(六)
大組核心交通
大中區現場訓練4
8：30 冬季錄影訓練
白天班、15：00
夜間班
寒假兒童生活園2
1/29(六)
大組核心交通
15：00冬季錄影訓
練夜間班

新約讀經心得

愛裏沒有懼怕

主後 2011.01.16 第三○二期

約翰壹書四章十八節：｢愛裏沒有懼怕，完全

此相愛，就是，我們若沒有用神愛我們的愛彼此

的愛把懼怕驅除，因為懼怕含有刑罰，懼怕的人

相愛以彰顯這愛，這愛就沒有完全且完整的彰顯

在愛裏未得成全。｣一般人讀了這節聖經，多半

出來。我們在生活中習慣的用神的愛彼此相愛以

是直覺的領會成我們應當要愛人，如此人就不會

彰顯這愛，這愛就在其彰顯上得了成全、得了完

害怕我們，或是倒過來說，我們就不至於怕人。

成。

在這樣的領會下，若我們在召會生活中懼怕人，

這個解釋幫助我們領會，為甚麼十七節要把我

我們會歸咎於我們所怕的人。雖不能說這樣的領

們在愛裏得成全，與審判的日子並題。換句話

會完全錯誤，但我們若仔細讀上下文，並在約翰

說，只有當神的愛在我們身上得了成全，也就是

壹書的靈中，或許能有更深的認識。

我們在神聖的生命裏成熟了，彼此相愛的生活就

約翰壹書從二章二十九節至五章二十一節，乃

能完全的將神彰顯出來。這樣，當主再來時，在

是論到神聖出生的美德。其中第二項就是實行神

基督的審判臺前，我們才可以坦然無懼，這也是

聖的愛，特別指用神聖的愛與弟兄彼此相愛，這

為甚麼會有十八節緊接著十七節的原因。十八節

也是所有基督徒得救重生的明證：｢我們因為愛

的懼怕不是指懼怕我們會得罪神以致受審判，而

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壹三 14）

是指懼怕我們已經得罪了神而將要受審判。舉一

雖然約翰也題到我們應當顧到同作肢體的在物

個例子說，學生都知道考試不及格要重修，我們

質上的需要，但他沒有僅僅停在這裏，而是把我

所說的懼怕不是指學生怕不及格而要重修，而是

們帶得更深。所以在四章十六節，他更進一步

指學生已經不及格了，所以害怕要重修。回到約

說：｢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住在神裏面，

壹四章十八節，我們該在甚麼事上懼怕得罪了神

神也住在他裏面。｣神不只是要祂的兒女在物質

呢？在彼此相愛的事上。要不懼怕未來的審判，

的缺乏上彼此相顧，因為在不信的人中間也有類

就要實行神聖的愛，因為愛裏沒有懼怕，完全的

似的事；神更要我們認識祂自己就是愛。因此，

愛把懼怕驅除。

離開神就沒有愛，所以要住在神裏面，這樣神也

在這樣的光中來看我們真實的召會生活，我們

就住在我們裏面。如此，才能像十七節所說：｢

能否放膽的說，｢沒有懼怕？｣無論懼怕人，或懼

在此，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這節的愛與上節

怕事，都說出愛在我們身上未得成全。若我懼怕

的愛在原文非指人間友誼的情愛，而是指神聖、

某人，我不能因所懼之人不照著我認為的方式愛

高尚的愛，也就是神的愛。

我，而稱義自己，當知道，主甚至吩咐要愛我們

關於神的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恢復本聖經約

的仇敵。哦，愛裏沒有懼怕，完全的愛把懼怕驅

翰壹書四 章十二節 註 四給我們 非常清楚 的 解

除，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成全。｢神愛世人｣，｢

釋：神的愛在神自己裏面本身是完全且完整的。

祂既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恨人

然而，神的愛在我們裏面必須在其彰顯上得了成

雖是被定罪的，懼怕也是沒必要的。願我們更多

全、得了完成。神差祂的兒子來作我們平息的祭

的住在神聖的愛裏，過彼此相愛的生活，讓世人

物和生命，在此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9～

看見神的彰顯，使所有的懼怕從我們中間消除，

10。）然而，我們若沒有用向我們顯明的這愛彼

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
（盧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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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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魂頌讚耶和華

舊約讀經心得

詩篇一ｏ三和一ｏ四兩篇，都以同樣的一句話
作起頭和結束，就是「我的魂哪！你要頌讚耶和
華。」這句一再重複的話，或許提示我們，神造
我們的魂，主要為瞭解、認識並領會神的「所是」
（神名「耶和華」原文的意義），好真心誠意地
頌讚衪。瞭解、認知神的所作、所有和所能不難，
但要對神的所是有所認知、瞭解，在受造的萬物
中可能只有人才能作到。這不只因為人有「靈」，
可以感知神，與神交通；可能也因人有功能強大

透露，神是那些敬畏衪之人的父親，是他們生命
的源頭。衪不只顧到他們的外面，更顧到他們的
裏面，將自己的生命分賜給敬畏衪的人，如同父
親一般。而衪的生命就是衪所是的根源，因此我
們的魂要頌讚「耶和華」（我是）。
一ｏ四篇論到神的偉大，祂創造了宇宙及其中
的萬有，特別是我們這些神為我們創造靈的人。
這是我們的魂能頌讚耶和華的憑藉和依恃。這觀
點清楚表明在二十九、三十節，「你收回牠們的

的「魂」，才得以體會、膫解，並能適當地頌讚
神。因此，這兩篇詩的作者，除了告訴我們應用
魂讚美神外，也許更有意暗示，若不懂得用靈體
認神的所是，再配以魂適度地讚美、頌揚耶和
華–我是的神，就真辜負神為我們創造靈（創一
27）並塑造魂（二 7）的心意。
一ｏ三篇說到神的慈愛和憐恤，就如赦免祂子
民的罪，醫治、救贖、並顧念他們。這是我們的
魂發出頌讚耶和華的首要原因。因為我們罪得赦
免，病得醫治是能接近神、認識神，蒙衪恩典的

氣（路阿克，同「靈」字），牠們就死亡，歸於
塵土。你發出你的靈（路阿克），牠們便受造，
你也使地面更換一新。」照前文看，這裏的「牠
們」雖泛指神造的活物，但實際上是指人，因為
唯有人才有靈，並與神的靈相關。因此，人用魂
領悟、知道，神為人造靈的價值和功用，是人因
神造宇宙、萬有而頌讚神最中心的原因。
這兩篇詩章或許也啟示我們如何正確使用自
己的「魂」，不要胡思亂想，意亂情迷，意志薄
弱；而該專一用魂配合靈，領會神的憐恤與旨

第一步，正如主說，衪來是醫病人，召罪人。
（太
九 12，13）
。接著第十三節，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
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已明顯

意，好來頌讚耶和華，並讓神的「所是」佔有、
管治、使用我們的心思、情感、意志，就是全魂，
以活出衪並彰顯衪。阿們！
（董傳義）

●●●●●●●●●●●●●●●●●●●●●●●●●●●●●●●●●●●●●●●●●●●●●●●●●●●●

姊妹聚會見證

全家奉獻，跟上聖靈水流

我出生在一個信主的家族中，從小，我的祖母
就讓我強烈感覺到『信主耶穌是一件極其榮耀的

願就可以，但是弟兄很堅持，我就單純的配合上
去。

事』。雖然在成長的過程中，家中有一些難處和

結婚後這幾年，只要有特會、呼召，我們家就

令人絆跌的事，但感謝神，為我預備了一位勇敢

竭力擺上，順著聖靈的水流，上台宣告、上台奉

堅強的母親，和愛主的長輩、愛主的弟兄姊妹環

獻，其實不在於我們能成就什麼，我們也不算什

繞著我，成了我的幫助和榜樣。

麼，我們也不怕是不是開了空頭支票，惟有神是

在 2002 年 1 月，呂宗烈弟兄與我成立了我們的

負責帶領我們兌現的那一位！我們只不過是器

家，成家前，弟兄跟我交通，且在結婚聚會中，

皿而已，我們向主認真，主就會幫我們到底，成

我們宣告了要將我們的家奉獻給主，全家要服事

就祂所喜悅的事，所以若是可以，不要輕易消滅

主，家要打開成為福音的出口與站口。其實當時

那靈的感動，要立刻配合上去，跟上那水流，即

我並不完全明白為什麼一定要在眾人面前做這

能經歷順服即蒙福。

樣的宣告，只是以為我們向神已有清楚絕對的心

台上的宣告是充滿榮耀與慷慨激昂的，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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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才是屬靈爭戰的開始，我們家有三個孩

接說出他的擔憂，深怕離開職場請了五年育嬰假

子，小二、大班、三歲多的年紀，我弟兄常加班，

的我無法勝任教導小一新生的工作，起初我很疑

所以我可以和世人一樣，有權利說我很軟弱、我

惑為什麼校長要問我這樣的問題，但越思想就越

很累，也常在擔憂煩惱的光景裏度過，不過，我

發讚美主為我的安排與預備，一來能順利回歸職

要說：『姊妹們，我們是能不一樣的！』雖然我

場，而且才剛陪家中老大走過一年級，比較瞭解

們不是一開始就信心滿滿，但這是可操練的，每

一年級生的狀況，二來在校內每週能夠有禱告聚

一次環境來時，如果我們退後，撒但就往前，主

會，爲了學校、福音和個人的難處有一些禱告，

的權益就損失了。或許該再問自己一次︰『我到

加上學年的同事們又願意彼此相顧、分工合作，

底愛主多，還是愛自己或愛兒女多呢？』

所以感謝主一切美好的帶領。

我知道每一個姊妹都會遇到一邊看著懷裏幼

說實在的，如果沒有過召會生活，沒有弟兄姊

小、沒睡飽、沒吃飽或是生病，或是正在鬧脾氣

妹，我還不知道要怎麼過呢！沒有弟兄姊妹的關

的孩子，又看看外面的風雨、寒夜，心裏又盤算

心、提醒與代禱；沒有眾爺爺奶奶等年長聖徒的

著出門會不會好停車……等等，到底要不要自己

體諒與幫助－他們常常對著孩子噓寒問暖，甚至

帶著孩子出門去聚會、去小排呢？我也會。但當

滿了耐心顧到吵鬧或發脾氣的孩子；沒有阿姨、

每一次，我們出門了，主就得勝了。我也常常在

伯伯、叔叔們留意到孩子靈裏的情形和生活的表

為孩子洗戰鬥澡的時候，心裏會浮現我何必這樣

現，透過小排或是主日兒童的聚會，適時給予鼓

趕來趕去或是好累之類的怨言，但是，轉念一

勵或正確的教導，沒有同伴一同晨興、禱告、加

想，如果今晚的聚會，我們家不去了，不但弟兄

油打氣…，那會是何等枯乾無趣且孤單無援的生

姊妹少了肢體的配搭，孩子就沒有好榜樣可學

活。過召會生活是很上算的！

了，恐怕孩子以為可以輕易不聚會、不禱告，不

最後以聖經的經文來互相勉勵，羅馬書十二章

重視對主的承諾，往後將無法為主將自己及時間

中說到實行身體的生活，對人『愛不可假冒，惡

分別出來。試問，將來最後悔的會是誰呢？

要厭棄，善要貼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

當我們願意為主擺上自己微小的這一份時，其

人要互相爭先。』對神『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

實神會記念，我們自己便從神得到加倍的供應與

火熱，常常服事主。』對自己『在指望中要喜樂，

祝福，並且以此互相激勵與我們相同情形的弟兄

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要堅定持續。』願我

姊妹。

們都能享受當姊妹的這一份，且能堅定持續的過

我今年八月才剛回小學復職，開學不久，校長

召會生活。

（呂鄭惠文)

親自點名我去校長室見他，除了還習慣嗎？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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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恩典代罪而興

感謝讚美主，我是寶山召會何少興弟兄，是神

像，別人拜什麼也盲目跟著拜，從小家裏就很

的憐憫讓我有個完整的家，是神的憐憫讓我站在

窮，人口又多（我有六個兄弟姊妹），記得每逢

這裏為主作見證，見證雖是短短的幾分鐘，卻是

開學前父母總是為了籌措學費，焦慮的四處求人

我人生驚濤駭浪的幾十年。

借貸，在我高二那年的某一天，父母親為了是否

我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家庭，家中是信佛教或

讓我繼續升學而起了嚴重的爭執，父親要我放棄

道教我也搞不清楚，因為父母祭拜祖先又拜偶

學業去當學徒，母親卻堅持再苦也要讓我讀完高

中，最後是聽了學校教官的建議，以高二同等學

裏，我如同行屍走肉自暴自棄，求生不得求死不

歷報考軍校，民國 65 年政戰學校畢業後，幸運

能，我想到詩篇二十三篇「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的抽中金馬獎，在金門認識了姊妹，我信主，是

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

神在創世之前就揀選了我，這使我想到是否在創

的杆都安慰我」，死蔭幽谷對弟兄姊妹而言可能

世之前主也就為我們預定了婚配，與姊妹從相識

並不特別，對我卻是刻骨銘心，雖然我放棄自

到相知是經過漫長的八年愛情長跑，最後決定攜

己，但神卻沒有離棄我，在人生盡頭的時候，神

手走一生。

做了我的起頭，我想到馬太十九章二十六節：
「在

軍旅生涯前十年幾乎都是在艱苦的基層單位

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開始俯伏神

渡過，本島、外島規律的輪調，那時的我是個嚴

前，接受神的管教，因為神所愛的神必管教，我

謹而有責任心的軍人，與姊妹結婚後覺得不該再

向主痛哭、悔改、認罪，求主赦免我、憐憫我、

過那種"南征北討"的漂泊生活，於是請託長官為

拯救我。路加福音十五章四節：「你們中間誰有

我安排一個錢多事少又離家近的單位，最後也如

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

願以償的調到台中一所軍醫院任職。從此人生有

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找著麼？」我是主

了轉變，工作量少了，時間變多了，朋友及交際

要尋回的那隻迷羊，是主的愛與憐憫，讓我重新

應酬更多，突如其來的改變，讓我猶如墜入迷茫

回到神的家中，跟隨羊群的腳蹤，過正常的召會

的大海，我不再是單純的我，外面的花花世界叫

生活，原來我已經與主同釘十架，現在活著不再

我頭眩眼花，最後終被吞噬在滿了罪惡的大漩窩

是我，乃是主在我裏面活著，哈利路亞！

裏而不自知。

親愛的弟兄姊妹，認識主耶穌是我一生最大的

我染上賭博的惡習，從此人生變了調，彩色變

福氣，縱使人生有風浪，只要有主就有穩妥，就

黑白，價值觀也不一樣了，在墮落敗壞裏，傷害

有平安，往後的日子我只想單純的愛主，贖回光

最深最痛的卻是自己最親最愛的人。母親因著房

陰。末了我以大本詩歌 248 首作為結語「恩典代

子被法拍而得了憂鬱症，姊妹更為我不知流了多

罪而興，在我靈中執政，使我脫離罪的權能，脫

少傷心的眼淚，我自己也陷在痛苦的深淵中無法

離敗壞天性」感謝主，願主保守我這的餘生愛

自拔，數不清的戒賭次數換來的是越賭越大，終

主、服事主、奉獻給主，榮耀歸神。

於這顆地雷爆炸了，無法收拾的殘局使我迫不得

（寶山 何少興）

已只好離家選擇自我放逐，在那一千多個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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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學習蒙恩見證

調進手語聖徒無聲的世界

感謝主！讓我們有分這次手語的學習，也謝謝

感謝主，參加手語課之後很喜樂，每天都覺得

手語的弟兄姊妹殷勤的服事。即使在主日的下

很有負擔。以前來聚會，看到手語的弟兄姊妹都

午，大家藉著茶與啡咖努力支撐惺忪的睡眼，仍

不敢接觸他們，現在學了之後，看到他們都不會

是喜樂洋溢的學習並互相邀約與期待要來的主

害怕，而且很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學手語後，能

日一同學習。週間一想到甜美的詩歌，不由自己

幫他們進入信息，雖然不是很厲害，但很喜樂。

的就比了起來。主祝福我們的往前，哈利路亞！

每堂課我都能到。謝謝手語弟兄姊妹的服事。

（謝美玉）

（田素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