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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召會的主軸—排生活的實行
前言與負擔

中，得些話語的幫助和供應。但也因缺乏與弟兄

感謝主！去年主實在祝福祂在新竹的見證，使

姊妹在生活上的相調，而造成聖徒之間存在某種

我們在最後一季主日一次到會的平均人數達到

籓籬，未能有進一步彼此建造的光景。雖然目前

了 1176 人，盼望今年主持續祝福祂的召會。負

召會有按著不同功能，而設計的四種小排，分別

責弟兄們在檢討去年，及尋求今年召會的主軸負

是社區、兒童、校園及職場的小排，但功能還較

擔時，看到聖徒們所實行「晨興、禱告及相調」

局限於教導與話語供應方面，尚缺乏排生活、排

的生活，與召會人數的繁增關係密切。所謂「晨

相調、及排看望的牧養。

興是活力的泉源、禱告是能力的來源、相調是動

小排功能

力的根源」，這實在是聖徒過召會生活的基礎操

李弟兄曾在「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一書

練，召會實行得越徹底，蒙恩建造的光景就越明

中，提到了召會擴增與開展的憑藉與基礎乃是建

顯。所以，召會今年除了持續在每日享受主話，

立小排。而小排建立乃是為著屬靈的交通，這個

晨興的實行上，鼓勵更多聖徒參與外；在全召會

交通就是互相牧養、教導，彼此關切、照顧。基

禱告事奉的推動上，也還要加強操練。除此之

督徒是彼此同作肢體，痛癢相關。一個肢體痛

外，今年更著重聖徒彼此相調的實行，也就是實

苦，所有肢體同感痛苦，惟有在小排中才容易透

行彼此相愛的排生活。因著召會有一段時間疏忽

徹的明瞭彼此的光景和情形，而帶進真實的關切

提醒小排的推動，部分聖徒失去了在排生活中彼

與照顧，這就給聖靈莫大的機會施恩。所以小排

此的餵養，難免衍生不必要的隔閡及疏離，甚至

中的第一個功能，就是托住新受浸的弟兄姊妹，

影響了他們過召會生活的意願。盼望今年我們能

這是大聚會所無法做到的。藉著小排的建立，弟

恢復已往甜美召會生活的影響力，繼續改善召會

兄姊妹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彼此交通、代禱，自

生活的生態環境，使「聖徒能認同，新人樂留下，

然容易被托住。其次，小排的功能在於牧養幼

浪子願回家」。

嫩、輭弱的弟兄姊妹，召會像個家一樣，總有幼

召會小排現況

嫩、生病或輭弱的，所以他們在小排生活中，藉

小排雖然在召會行之有年。已過年間，許多聖

著眾人的顧惜得著餵養。第三、挽回久不聚會的

徒在彼此交通並小排的聚集中，得了主話的餵養

弟兄姊妹，因著在這個小排家裏有溫暖、也有

及供應，蒙主許多的恩典。然而近年來，隨著社

愛，藉著愛與溫暖將一個一個久不聚會的弟兄姊

會結構的變遷，及生活形態的改變，好些聖徒因

妹，都挽回過來。另外小排可藉著聖徒的家打

忙於應付每日工作和家庭的需要，都已身心俱

開，將福音傳給親友、同事及鄰舍。目前召會中

疲，因而在小排的實行上顯得有心無力。或者，

仍有部分小排，尚未能發揮其正常功能，這就是

有些較有追求的聖徒，雖還能每週從小排聚集

我們期待能恢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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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退後及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並且出代價尋找

為此，我們必須學習主耶穌的榜樣，在小排中

他們。也要在那靈的光照下悔改，將罪人帶回到

成為牧人，有父神在祂神性裏的愛，和赦罪的

神的家裏。我們更當以父的愛熱切接納這些弟兄

心，並有我們救主基督，在祂人性裏牧養和尋找

姊妹，學習忘記過去，藉著排生活，以基督牧養

的靈。我們學習以主的心腸為心腸，寶愛那些輭

他們。

(張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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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來鴻

彼此相調見證基督身體的榮美

親愛的弟兄姊妹：

練的認識和參訓的渴慕。不

新的一年，平安喜樂！已

僅如此，我們也帶著馬來西

過的兩個月，我們蒙恩的點

亞的大專聖徒，向新人分享

不僅是得救的新人被聚集

他們在弟兄姊妹之家的享

成排，並且還有從各國來相

受、操練和蒙恩，這也叫學

調訪問的聖徒，到德里加強

生們被吸引，羨慕過團體的

扶持這裏的校園開展。去年

神人生活。我們禱告主，這

十一月初，全國眾召會集調

樣的羨慕要成為他們入住弟

後，陸陸續續有紐西蘭、香港和韓國的訓練學

兄姊妹之家的心願。海外聖徒寶貝的見證，實在

員，以及馬來西亞的大專聖徒來到德里大學配搭

幫助新人對召會生活有更全備的認識。（感謝

開展。這些海外的弟兄姊妹都有相同的感覺，認

主，姊妹之家已在這一週成立。）

為印度的青年人心單純且敞開，大部分接觸的福

對我們而言，聖徒的來訪是極大的扶持與鼓

音朋友都願意坐下來聽他們分享福音，而且也很

勵，因為我們曉得自己是何等的有限，何等需要

容易邀約到福音聚會裏。因此在前後三週多的時

經歷基督身體上各肢體豐富的供應。在身體的配

間裏，他們總共帶了十九位新人受浸得救。這次

搭中，弟兄姊妹沒有因環境或食物的問題發怨

海外聖徒到德里的相調開展，實在擴大我們的度

言，不論我們如何的服事、安排，他們都阿們。

量，並實際看見在一個新人裏，沒有任何的區

在生活和開展中，我們相調一起，喜樂洋溢，實

別，惟有基督是一切。

在經歷在一裏、也在愛裏真實的建造。

在來訪期間，我們也安排三國的訓練學員到新

最後，歡迎即將來訪的聖徒，願我們都跟隨良

蒙恩學生聖徒的住處，分享他們蒙召參訓及在訓

人出到田間，與祂同工，在主的葡萄園中，將我

練生活享受的見證，這樣的分享加強了新人對訓

們的愛情獻給祂！

（李典穎、李蔡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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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照著靈而行以活基督的重要
第七、八章 過身體生活(一、二)

身體生活來自於照著靈而行
身體生活不是靠聖徒們在聚會中操練靈，而是
在於眾聖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為人。在會中操

練靈、唱詩、禱告、說話等等，都能幫助聖徒過
身體生活；但我們需要領悟，這些事本身並不是
身體生活。在煙台大復興時期的聚集是那樣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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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至任何進到聚會

羅馬八章說到照著靈而行，林前十二章說到喝

中的人都無法抗拒那
靈，一連一百天，天天
都有聚會，場場聚會都
很活潑、高昂。八百位
聖徒都奉獻了自己、家
人和財產。他們親自帶
著家產，包括房屋權
狀，到會所要奉獻給召
會，實行凡物公用。所
有聖徒都不在意別的，

那靈。喝那靈不是僅僅為著我們個人享受主，乃
是為著身體生活。在已往，有些人被挑旺起來要
喝那靈，卻不在意身體生活，至終失去他們的享
受。如果我們是為著身體生活喝那靈，就會維持
我們的享受。我們注重身體生活該過於注重興
奮。
喝那靈至少會產生三件事，其記載及發展都在
林前十二章及十四章。第一是在身體裏並為著身
體盡功用。第二，接納每一個肢體，特別是較輭
弱的和被藐視的。父母盼望所有的兒女都健康聰

只有一個渴望--豫備好作主的軍隊而被打發出
去。那次復興雖大，但只有照著靈而行的人仍留
在召會生活裏。有的人甚至回到世界裏去。還有
一個事例，是一九 0 四年在英國的威爾斯，藉著
羅伯斯伊凡的職事，一次大復興開始了；那次復
興影響了整個威爾斯地區，但不久便結束了。因
此，復興的工作完全不可靠。復興應當引導聖徒
們照著靈而行。惟有這樣的行事為人，才能將我
們帶進基督身體的實行裏。
召會的需要乃是聖徒照著靈而行
在新約裏，召會裏有某些次序，如使徒、長老

明，學業和事業都成功。然而，有的孩子在先天
上，或在後天的發展上，有了身體及心理方面的
障礙。神使用這樣的兒女來試驗我們。沒有人想
要有這種孩子，但我們必須愛這樣的孩子，並給
他們加上體面。照樣，在每個地方召會裏，總有
一些較為輭弱的信徒。有些人似乎只會製造麻
煩；他們可能堅持己見，滿了批評，甚至背叛。
製造麻煩的人了結我們的自信，因為他們製造出
一些狀況，使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召會就像一個
家庭，沒有一個成員可以被排除。我們若照著靈
而行並喝那靈，我們就會接納、寶愛、並服事較

和執事等。然而，若是所有的聖徒都照著靈而
行，這種安排和名稱就不需要了。之所以需要這
種安排，是因為缺乏生命。在新耶路撒冷裏，不
再有使徒、長老或執事，只有寶石。沒有地位或
頭銜會伴隨我們進入新耶路撒冷。十二使徒會在
新耶路撒冷裏，但他們在那裏乃是建造的石頭。
我們今日需要豫嘗新耶路撒冷。因著我們都是基
督身體的肢體，有基督作我們的元首，若是我們
還需要長老來規範我們，那真是羞恥。每一個地
方召會都該是照耀的燈台，由七靈所點亮，而非

為輭弱且麻煩的人。
第三，不踐踏別人的盡職，就是當我們盡功用
時，不牴觸別人盡功用。我們盡功用時該一直有
警覺，要保持和諧。我們不該在聚會中打岔正在
說話的人，但當我們在說話時，若另有人得了負
擔要說話，我們該讓那人說話。這樣，在盡功用
的肢體之間就沒有矛盾或衝突，只有和諧。
林前十三章論到愛，這也是喝那靈所產生的一
個結果。我們喝了那靈，就只會愛，並愛每一個
人。愛比任何恩賜都造就人。愛不是恩賜，而是

由長老所管制。當我們缺少那靈，就會傾向去做
例行的工作，變得像世俗的組織。身為領頭的
人，我們不該信靠自己外在的作為或控制；反
之，我們需要多有禱告，帶頭照著靈而行，並將
生命供應給聖徒。
林前十二章裏啟示的身體生活

每一個信徒與生俱來的性能。神聖的生命就是
愛。神是生命的源頭。喝那靈就是喝神聖的生
命，祂使我們能愛，而愛讓我們能過身體生活。
（蘇秀瑛）
備註：1/31～2/6 進度為九、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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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少年寒假過聖別生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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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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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
癌術後，日前白血球偏低，請代禱）
、107 莊續曾
(為肺部積痰改善代禱)。

報告事項

一、新春相調大會赴會須知：詳閱附件或上召會網站。
二、集中主日聚會：2/6 未參加新春相調大會聖徒，
請於各大組集中主日聚會。
三、接待海外聖徒：2/7 新竹接待一部遊覽車，共 43
人，改由一、二大組負責接待，愛筵及相調由接
待大組規劃安排。
四、青少年中幹成全訓練：2/11(五)17：00～2/12（六）
14：30，地點:交大學生中心。2/12（六）14：30
～17：00 於交大有全召會青少年、服事者及家
長運動相調。
五、手語學習營進階班：2/13（主日）13：30 於仁愛
會所開課。
六、桃園市召會小五、六兒童來訪相調暨全召會

小五、六集中主日聚會：2/13（日）桃園市
召會小五、六兒童來訪相調，故小五、六兒
童主日成全聚會改為全召會集中，請家長於
9：30 之前將兒童送至新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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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尚差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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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青職與永和青職聖徒相調：3/12(六)～3/13
（主日）假宜蘭縣大同鄉英仕山莊舉行，歡迎青
職未婚聖徒和 35 歲以下已婚青職聖徒報名參
加，費用:1,500 元，連絡人:安天泉 0926480224。
九、春季國際長老暨負責弟兄訓練：4/1（五）～4/3

●●●●●●●●●●●●●●●●●●●●●●●●

（主日）於美國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舉行，報
名截止日期：2/20。（詳閱通啟）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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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苗栗相調中心蓋造交通：該相調中心可作為竹
苗區相調、訓練使用，亦可供作眾召會兒童及青
少年相調之用。購置土地、所有建物及修繕經費
共需新台幣二千四百萬元。請在基督身體的交通
中記念。奉獻請註明「為著苗栗相調中心蓋造」。
十二、豐原市召會會所住址異動及改建交通：改建工
程預計於 2011 年 2 月開工興建，2012 年 6 月底
完工啟用。為此，臨時會所已移至同安街 189 號
( 近 圓 環 東 路 ， 豐 東 國中 旁 ) ， 聯 絡 電 話 仍 為
04-25266646，歡迎各地召會來相調。也請聖徒們
在愛裏紀念改建工程之財物需要。
十三、領取 2010 年奉獻證明：請依據對照表之編號
至執事室領取奉獻證明。
十四、執事室報告：
1、1/30 各區開出之奉獻款，請最遲於 1/31 日下
午送至執事室。
2、2/2～2/7 為春節休假日（2/6 週訊停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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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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01 月 17 日 至 2011 年 0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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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85
108
141
9
6

236
47
133
125
7
48

305
122
115
162
12
48

212
81
157
163
7
26

1029
335
536
591
35
128

84
35
53
76
－
－

141
19
31
25
－
－

82
20
165
45

116
40
141
62
5
17

49
11
54
18
2
7

44
10
28
22
1
9

23
10
13
10
1
10

53
12
65
30
2
15

26
12
25
21
1
1

17
8
31
11
1
3

22
8
33
11
1
5

432
131
555
230
15
91

1
24

召會生活雙週曆
1/30(日)
1/31(一)
6：45
集中晨興成
本
19:30少數負責弟兄
週 全
交通聚會暫停一次
大組讀經追求
2/06(日)
2/07(一)
9：00
新春相調大
下
週 會於台北小巨蛋2 19:30少數負責弟兄
交通聚會暫停一次
各大組集中主日

2/01(二)

2/02(三)

2/03(四)
年長聚會暫停一次

2/04(五)

全召會集中專項禱
告事奉聚會
2/08(二)

排聚集
2/09(三)

排聚集
2/10(四)
9：00年長聚會

排聚集
2/11(五)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2/05(六)
13：00新春相調大
會於台北小巨蛋1
2/12(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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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節和筋

在以弗所書四章中提到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四類有恩賜的聖徒，而歌羅西書二章說到兩種為
著身體的長大所需要的恩賜—節和筋。在經歷
上，後者是更內在的與生機的。

章十四節與以弗所書四章三節，這兩處都翻譯為
「聯索」。
歌羅西書三章十四節：「在這一切之上，還要
穿上愛，愛是完全的(直譯)聯索。」這節中的愛

歌羅西書二章十九節：
「…持定元首；本於祂，

原文是 agape，是神聖的愛。從上下文裏，我們

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

可以得到將肢體結合一起需要一種進展，從人性

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身體的長大就是生

美德進展到神聖的愛。我們對人的照顧、顧惜，

命的增長，而這生命就是神自己。生命長大的首

若只停留在人性美德裏，不進展到神聖的愛，往

要條件就是持定元首，「持定」原文裏有抓緊、

往會因著我們的刻變時翻而無法堅定持續，所以

拉住之意。這說出我們必須有一種積極主動的靈

使徒囑咐我們「還要穿上愛」，唯有出自神聖的

與渴慕，在每一件事上都主動操練讓主居首位。

愛的聯索(照顧、顧惜) 纔能完全，纔能堅定持續。

身體的長大也不是少數聖徒生命長大而已，「全

以弗所書四章三節：「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

身」說出身體的長大是每一肢體都應該有分的

守那靈的一」則說出我們顧惜、照顧人的目的是

事，只有每一肢體都在生命裏長大才能達到神眼

為了保守那靈的一。顧惜、照顧人並非有意或無

中的身體長大。

意中把人帶到自己的身邊，而形成一個個小團

為了達到此一目標，需要兩類恩賜者為憑藉，

體；必須幫助人認識那靈的一，就是身體的一。

就是「節和筋」。按照十九節的啟示，節是為著

這是我們服事人所必須認識的基本且重要的管

身體的供應，筋則著重將身體的肢體結合一起；

制異象。

粗略的領會，前者是餵養，後者是顧惜。參照恢

為了身體的長大與建造，實在需要有更多的

復本以弗所書四章十六節的註解，節的供應是來

「節和筋」。一方面我們必須禱告元首基督賜下

自元首基督的特殊、豐富的供應，是緊連於基督

更多作節、作筋的聖徒；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渴

所帶來的供應。筋的原文(strong number: 4886 )在

慕受成全成為節和筋。也叫我們的服事是將出於

整本新約聖經出現四次；除了本節與用於消極方

元首的豐富供應給同為肢體者，並且在身體的異

面的使徒行傳八章二十三節外，還有歌羅西書三

象中來服事！

(張亨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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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心得

稱謝帶進建造

詩 篇 一 百 一 十 八 篇 表面 看 是 一 首 稱 謝 耶 和

～29），在讚美、稱謝間思想神的救恩，進而被

華、讚美神的詩歌，但實際上它的內涵十分深

引到基督作神建築的房角石（22～26），奇妙地

奧，含示我們這些蒙恩的人稱謝神不是只在口頭

聯於神新約經綸的建造。而二十二、二十三這兩

或表面上，應對神經綸有更深的認識與進入。簡

節經文在新約曾被主和使徒們多次引用（太二一

單說，在本篇詩中，神的選民因神豐盛的美善和

42，可十二 11，12，路二十 17，徒四 11，彼前

永遠長存的慈愛而稱謝神（詩一一八 1～21，27

二 7）
，不只顯出它在新約中極端的重要，也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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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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稱謝者更深遠、更奧秘的啟示。下面僅交通

裏（徒四 11～12），首先使我們成為活石，以建

幾點較關鍵的經文，以顯示稱謝到建造的經歷過

造神屬靈的殿。（太十六 16～18，約一 42，彼前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程。

二 2～6）然後在祂變化我們的過程中（羅十二 2

2011.01.30

讚美耶和華的幫助、拯救後，作詩人下結論，

上，林後三 18），將我們建造成為神的居所（弗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

二 19～22）
。實際上，這居所是神人相互的住處，

的拯救。在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得拯救的聲

彼此同住的家。（約十四 23）這居所使祂為著神

音。」（詩一一八 14，15）詩人想當然爾的在神

的喜悅，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弗一 9，三 9～11）
。

是力量和拯救的中間，插入詩歌，以突顯在試

這隱藏的啟示遠超人的想像和知識，因此神所作

煉、難處和仇敵攻擊中，除了神的力量和拯救

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外，我們高聲、奮力唱詩讚美神、高舉神，也是

二十四節提到「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是新約

我們得救、得勝所不可或缺的，然後還要有歡呼

極重要且關鍵的日子，是指基督復活的日子。在

（不是哀求）得拯救的聲音。這是我們蒙恩、得

祂復活的日子，主耶穌被神作成房角石。在已過

勝的秘訣。不過到十八節，作者話鋒一轉說，
「耶

的永遠，基督為神所揀選，作神屬靈建築的房角

和華雖嚴嚴的懲治我，卻沒有將我交於死亡。」

石（彼前一 20，二 4）。然後，作匠人的猶太首

透露作詩人歌唱、歡呼之餘，更深地認識外面一

領，棄絕祂到極點，到一個地步將祂釘在十字架

切的難處、攻擊，就某面意義說，是對自己的懲

上（太二一 38～42）。在基督的復活裏，神第二

治，暴露自己身上仍有不討神喜悅的點，需要被

次揀選基督作房角石（徒四 10～11），藉此，印

對付、被剝奪，但不至於死。因此他深切渴望，

證祂在已過的永遠裏對基督原初的揀選。神使基

想要找一個地方，可以得生命的保護、蒙生命的

督復活以後，將祂高舉到諸天之上（路二四 51，

保守。他喊說，「你們要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

徒一 9）
。基督升到諸天之上的錫安（啟十四 1），

去，稱謝耶和華。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從這

進一步印證神已揀選祂作房角石（賽二八 16，彼

門進去。」他要一個敞開，可讓他進入的義門

前二 6）
。基督的復活與升天都證明並印證，祂是

（註：沒有義人，羅三 10；惟有主耶穌是義的，

神所揀選的那一位，作神建築的房角首石。基督

羅五 18～21）；是耶和華的門–我是的門（註：

作為包羅萬有的石頭，乃是神行動的中心，為著

主就是門，約十 9）
，進到神的「是」
（生命）裏。

建造神永遠的居所（太二一 42，44）。基督所是

其實，這是隱喻舊約進入新約的吶喊，因為接著

的一切，祂所作成的一切，以及祂正在作的一

神應允他的回覆就是，二十二和二十三節關於新

切，都在於祂是房角石。因著祂是房角石，祂纔

約召會「建造」的啟示，暗示基督（石頭）和建

能為我們死，我們纔能與祂同釘十字架，與祂一

造（房角首石）是進入國度「敞開的門」
（啟三 8）
。

同活過來，與祂一同復活，並與祂一同坐在諸天

仔細品嚐關鍵的二十二節，石頭是為著神的建

界裏；祂也纔能拯救我們，將我們變化成為寶

造的基督（賽二八 16，亞三 9，彼前二 4）
；而匠

石，並將我們建造在一起成為神的居所，就是神

人是猶太首領，他們原該為著神的建造而工作；

宇宙中獨一的殿–召會。阿利路亞！這使我們在

房角頭塊石頭，或作房角首石（見太二一 42 註 2，

其中（指這日子，也可能指這殿）歡騰喜樂。
（詩

弗二 20 註 3，彼前二 4 註 2，7 註 1）。基督作房

一一八 24）

角石，是為著在新約時代建造召會。在神新約的

二十五、二十六節作詩人再度呼喊、讚美。不

經綸裏，作房角石的基督在祂對我們所施的救恩

只求神拯救，更求神使自己亨通。亨通原文意向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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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提升、繁榮、興盛，總之與生活相關。所

（18）
，他要求進「耶和華的門」
（19，20）
；而神

以，二十五節呼求耶和華神拯救，得永遠的生

藉此跨時代地啟示他「新約的經綸」–基督與建

命；使我們亨通，得屬天、得勝的生活。這也正

造（召會），最終，詩人以此頌讚神並祝福人

是二十六節所表達的，在耶和華的名裏來的，指

（26）
。有趣的，是本該從此順理成章地連於「上

救主耶穌基督，而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三 4）；

行詩」（一二Ｏ～一三四）的啟示，但神卻刻意

耶和華的殿，指召會，而召會是我們的生活。基

安排中間插入全詩篇（也是全聖經）中最長的一

督當受頌讚；召會當成為祝福。

百一十九篇，或許想藉此冗長的記述，使我們認

無論如何，一百一十八篇在詩篇中極為關鍵，

清律法的無助，反倒阻礙我們走上神經綸的道

居樞紐的地位。從虔誠作詩人稱謝耶和華（1）

路；也曉得尊崇、高舉律法的結果，不過使人如

開始，他呼求耶和華，蒙神應允，將他安置在寬

亡羊走迷了路，只得求神來尋找（一一九 176）。

闊之處（5）
；他投靠耶和華，神就幫助他（6～8）
；

律法不是路；唯有基督才是「道路」
（約十四 6）。

如此一路經歷神，他仍不滿意只在外面，有神右

阿們！

手的高舉與大能（16），而裏面卻受懲治而發死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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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經歷基督身體的交通

感謝馬來西亞檳城召會第二會所的接待並補

警 察 詢 問 我 在 馬 來西 亞 有 無 親 友 可 幫 助 接

足小子因錢財遺失的缺欠、北海召會的關心與看

濟，幸好行前已攜帶東馬與西馬各會所的聯絡電

望、吉隆坡召會一會所弟兄的接送，讓我經歷基

話，就請警察聯絡「檳城各會所與北海召會」。

督身體各面的交通。

經過一些過程，終於與「檳城二會所」的華語弟

過程

兄連絡上，一位全時間弟兄開車到機場接我，先

去年(2010)我已先購買今年 1 月 7 日至 14 日海

陪同我向機場的 AirAsia 航空查詢是否有人拾獲

外各段旅程的機票與 Hotel 住宿券，順道參加馬

「皮夾」，機場停留一段時間就陪我往一位在職

來西亞「北海召會」的主日擘餅聚會，打算主日

弟兄家中共進晚餐，在車上弟兄以聖經賽亞書經

下午從「北海」搭乘長途巴士去 Lumut 碼頭轉渡

文表示「基督是我們的避難所」，勸我放下遺失

輪赴邦喀島旅遊，深夜再回檳城 Hotel 住宿。

皮夾的掛慮，先與當地聖徒們相調。餐後送我到

依照計畫我在 1 月 8 日(週六) 下午從泰國曼

會所 2 樓住宿(與理工大學弟兄之家相鄰)，住在

谷搭乘 AirAsia 航空飛到馬來西亞檳城國際機

會所附近的某弟兄提供手機充電器、飲水、零用

場，完成移民與海關檢查，離開機場前，先在航

金(會所附近有餐飲夜市)。

站內整理隨身財物，發現存放信用卡、電話預付

次日(主日)早上一對全時間夫婦接待我在會所

卡、現金的「黑色皮夾」竟然遺失，而護照、檳

附近餐飲店共進早餐。上午參加檳城二會所擘餅

城之後的各段行程機票、Hotel 住宿券仍存在，但

聚會與愛筵，餐後財務服事的鄭弟兄轉交給我個

口袋內的幾個馬幣銅板不夠支付機場到市區旅

人奉獻包。

館的車資，幾乎被困在機場內，只好先向機場服
務櫃檯求援，再向機場警方報案。

主日下午北海召會差派弟兄到檳城二會所看
望我。主日晚間參加會所的福音聚會，會後某年

長弟兄開車送我至市區 Tune Hotel 住宿 ( 因為在

主。其次，小子依既定行程從檳城飛抵達吉隆坡

台灣已先支付全部 Hotel 的住宿費 )。

機場的廉價航空站( LCCT )，轉搭往市區的 Shuttle
Bus，車上乘客多屬歐美或東南亞其他膚色種

經歷基督身體的交通

族，座位將滿時卻有一對華人夫婦最後上車，男

一、小子過去有 2 次皮夾遺失在車上的紀錄，

乘客就坐在我旁邊，因車程尚需 1 個多小時，為

但下車後就有警覺，立刻撥電話給汽車公司，很

打發時間，我就在車內將背包裏的「晨興聖言」

快就尋回皮夾，這次遺失在海外，至今仍無任何

取出來閱讀，旁邊乘客看到我的舉動，就用華語

訊息，讓我在主裏學功課。

說「你是弟兄」！後來我們便聊起來，沒想到他

二、檳城、北海召會得知我遺失皮夾，就表明

也是我們當中的弟兄，與陪同後座的姊妹剛完成

要負責小子這趟旅行的基本需求，這樣熱切的接

在澳洲的特會(由李福明弟兄釋放信息 )，返回吉

待，使得原本想放棄後續旅程的我，能以依照既

隆坡探親時與我相遇，這種奇遇在我 19 年的國

定行程：從「檳城」經「吉隆坡」
、
「新山」
、
「東

外旅行經驗都不曾發生過，可見主實在是眷顧我

馬亞庇」回台灣。遺失皮夾的不安心情確實有點

這趟的旅行，竟然安排聖徒在我旅程中出現，讓

攪擾我，所幸當地召會的供給，讓我後續幾天的

我驚喜。

日常生活足夠支應，在 1 月 14 日回到台灣甚至
還剩餘馬幣一百多元( 台幣一千多元 )。

五、我們在任何一件事上，若有一點心願為著
主，主就在環境上為我們調度。過去有幾次帶著

三、或許這就是弟兄形容的「主有祂奇妙的帶

全家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自助旅遊，卻因不認

領」。主一面顧到我對自助旅行的愛好，另一面

識當地聖徒，也不知吉隆坡會所在何處，而這趟

也扭轉我原先規劃的部分行程，讓我經歷「主的

旅程卻因遺失皮夾，讓檳城李弟兄引薦吉隆坡召

頂替」，原先只想參加一場主日擘餅聚會，其他

會的一位全時間弟兄開車到市區中環車站( KL

是自己的安排，但在祂環境的引導，使我能參加

Sentral)接我，並請他帶我到該地會所參觀，讓我

晚間的福音聚會，聽到 3 位弟兄的中英文信息與

能來到吉隆坡會所，滿足我多年的心願，這也是

1 位姊妹的見證，雖然屬靈濃度與台灣略有不

原先規劃行程未能預料的。這趟旅程雖然遺失皮

同，但聽起來卻頗為親切、實際、有感力，讓我

夾，但除了少數財物的損失外，遺失的信用卡與

在海外能重溫主話的甘甜，也認識了一些弟兄與

提款卡，均未遭冒領。

福音朋友，使得我略微體會西馬聖徒對福音等行
動的經營。

六、西馬聖徒對我旅程的服事，有的只是舉手
之勞撥個電話，有的在百忙之中抽出許多時間為

四、除此之外，旅程中還發生有 2 件巧遇弟兄

我解決困擾，在在讓我經歷了基督的身體。願主

的事，首先，在離開檳城二會所的次日中午，我

祝福在檳城、北海、怡保、吉隆坡等地的召會開

的手機需要充電，正在檳城市區尋找販售電源轉

展。

換接頭的商店，向路人詢問，無意間走進光大購
物中心的某家電器材料店，卻聽到有人以華語呼
喚「弟兄」幾聲，轉頭一看正是昨晚開車送小子
到 Tune Hotel 的年長弟兄，沒想到他竟然是店

（李遠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