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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不懈怠 相調心開懷 活力無阻礙 增區新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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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晨復興飽得慈愛
召會今年的主軸負擔是實行「晨興、禱告及相
調」的排生活。實際說來，晨興、禱告及相調這
些操練，是召會生活實行的基礎，因為「晨興是
活力的泉源、禱告是能力的來源、相調是動力的
根源」。一個召會的蒙恩與繁增，與排生活的實
行關係密切，所以召會當前的負擔，就是推動聖
徒，人人晨興，天天復興。已往召會也在每日晨
興上鼓勵聖徒；然而實行的並不普遍，而且不是
每個人的晨興都帶來復興。
啟示叫人心動，見證叫人行動
關於晨興的啟示，雖然神藉著歷世歷代，許多
屬靈人在經歷上的見證，幫助教導我們。但每當
我們謙卑在靈裏時，就知道這操練，還需要藉著
不斷的提醒，才能成為習慣，甚至構成為我們的
性格。若晨興的實行要落實，我們的操練也就有
講究。但這樣的操練是極其有價值的，因為這關
乎我們每日在主面前的光景，也關乎我們的晨興
是否都帶來復興。以下節錄了幾項，我們在操練
時要留意的點。第一、晨興最好操練的時段是在
清早。第三、在團體晨興前，最好先有個人晨興。
最後，在晨興中要作的幾件事。
題到早起，李弟兄說「基督徒的復興不是在午
後，更不是在日落，乃是在清晨。基督徒的人生
不是日落西山，乃是旭日東升，並且我們就是太
陽」。士師記五章三十一節「願愛你的人如日頭
出現，光輝烈烈」。箴言四章十八節「但義人的
途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基
督徒的生活應該跟著太陽走，太陽上升，我們也
上升，我們是一直上升，直到日午。清早也是神
特別要將屬靈的食物，聖潔的交通，分給祂兒女
的時候。在舊約時代，神定規以色列人，每天在
矌野中行走，他們一早要拾取神所賜的食物－嗎
哪，要在太陽出來之前，即嗎哪溶化前，拾取當

期
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日的分。今天我們若要有力量在這人生的矌野中
行走，就需要清早起床享受基督，喫神的話為食
物。千萬不要以為早起一個鐘頭和晚起一個鐘頭
沒有太大分別，你讀經禱告的效果就不一樣。但
為了要能夠早起，前一天的晚上必須早睡。晚上
要有所不為，早上才能有所為。
在個人晨興方面，我們最好每天在與人接觸
前，先來見主的面。個人要一早就來到主面前，
接觸主，與主有交通，先得著從主來的享受，得
著屬靈的復甦，被靈充滿。當我們再來與人團體
晨興時，就很容易挑旺人的靈，而有深淵與深淵
的響應。
至於在晨興中要作的，倪弟兄的「初信造就」
一書中，題到與神交通、讚美和歌唱、讀聖經、
禱告這幾件事。他說在早晨不是讀很長、很多的
聖經，乃是在神面前把聖經打開，仔細的讀一段
話。然後把你與神的交通和神的話調在一起，把
你的唱詩和神的話也調在一起，同時可以加上禱
告。這就是一面禱讀主的話，一面呼求主的名，
一面咀嚼主話，一面又摸主在靈裏面給我們的感
覺。在這樣的與主交通中，或有虧欠的感覺，就
向主認罪求主赦免。或感主恩浩大，就向主讚美
感謝。或感環境艱難而憂慮缺乏信心，就求主加
力。或看見主給應許、恩典的話，就以信心回應。
這樣晨興不須太長的時間，靈裏自然感到飽足。
並且最後還要為著幾件要緊的事，為著自己、家
庭、小區聖徒、召會、及世人的需要，有些專特
的禱告。
台北市召會十三會所的弟兄姊妹，在晨興操練
的實行上是我們的榜樣，由於他們實行「晨晨復
興、日日得勝」的生活，使得召會有活力，他們
不僅人數上年年繁增，由一個會所的三百多人，
增加到六個會所的三千多人，而且他們在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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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2011.04.03

顯出勞而不苦的見證，更叫人受吸引。今年年
實行晨興不僅使我們個人有復興，而且因團體
初，二大組的聖徒們因著他們所做的見證，受了
晨興，還能使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復興，個人得著
鼓勵使得晨興人數，有顯著的增加。因此全召會
光，召會就照亮，個人小得勝，全體都復興。盼
希望藉著四月初杉林溪外出的相調，及台北市召
望我們一生都如此操練，就會像詩人所描述的
會十三會所弟兄姊妹們的見證，再來調整我們在
話，早早飽得主的慈愛，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這方面的操練與實行。
(張振雄)
總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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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春季同工成全訓練報導

留在神聖奧祕的範圍裏

春季全台同工成全訓練，於三月一至四日在中
就要在地上藉著說話，作神的彰顯和代表。所以
部相調中心舉行。此次訓練第一個主題是『在神
在召會中，我們人人都該講說神的話，因為神的
聖奧祕的範圍裏經歷神生機的救恩』；第二個是
話還有美化與殺死的功用，使召會能成為基督榮
已過華語特會信息『講說神的話』。此外，還有
耀的新婦和神團體的戰士。我們要能說話，就需
三個專題交通，與一堂大學服事的研討報告。
要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這話其
頭一篇信息，就把我們帶進神聖奧祕的範圍
實就是基督這活的人位在我們裏面說話。要緊的
裏，重溫屬天的異象；好叫我們的服事，不停留
是─我們需要讓基督說話，讓生命的話從我們身
在屬地物質的範圍，而是在屬天、神聖奧祕的範
上表明出來；這也該成為我們的生活，就是講說
圍裏。不僅如此，我們需要經歷神完整的救恩，
神話語的生活。這樣的說話不是表面、膚淺的，
在法理一面救贖我們，更要在生機一面拯救我
而是對人滿了內裏生命的供應。我們應該在各種
們，使我們經歷神的重生、聖化、更新、變化、
聚會中，講說神智慧的言語，以建造召會。當我
模成與榮化。而經歷神生機拯救的祕訣，乃在於
們眾人都為神說話時，就要看見並經歷神的話繁
那靈同我們的靈。雖然我們受過許多屬靈的教
增、擴長且得勝。
導，但若不在神聖奧祕的範圍裏，我們的生命就
訓練的三個專題交通，分別是『福音化台灣』、
沒有甚麼變化；不是作甚麼的問題，乃是在那裏
『青年得一萬』及『海外開展』。藉此交通，我
的問題。所以在服事上，我們需要受題醒，不僅
們同感對以下負擔的迫切：一、主的恢復在台島
自己要進入並留在這神聖奧祕的範圍裏；我們的
及全地的開展；二、主需要得著青年人來轉移這
工作更是要幫助人也進入並留在這範圍裏。
個時代。召會需要年輕化，全台青年得一萬的目
當我們留在這神聖奧祕的範圍，我們更該經歷
標將會持續下去。為此，我們願意更新奉獻自
說話的神向我們說話，並要我們為祂說話。因為
己，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實行外出叩訪，傳各
神乃是藉著說話，將祂自己啟示出來；如今神乃
界福音、校園福音、兒童福音，以為主得著更多
是在子裏說話，這話實際上就是神自己的說明、
的青年人。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解釋和彰顯。人既是按著神的形像和樣式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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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第一梯次基礎造就報導

立定基礎，造就生命

繼九個梯次大受好評、反應熱烈的初信成全之
後，第一梯次全台基礎造就於三月五至六日，在
中部相調中心歡樂的舉行。與會的四百多位聖徒
分成三個班，就著『生命的認識』、『基督徒的
生活』、『認識主的恢復』三條線，更深的認識

基督徒裏面神聖的生命，並照著裏面的生命過聖
別屬神的生活，且藉著讀召會的歷史，認識主的
恢復。『生命的認識』開啟生命的定義，藉著摸
著生命的感覺而活在生命的交通中；並且對付心
的各部分，讓神的生命在我們身上有出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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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生活』這條線，主要在於看見基督是我們
數雖不及初信成全，但是每場聚會完，看到弟兄
的生命，我們能活著就是基督；同時，也成全聖
姊妹喜樂洋溢的笑臉─眾人所得著的收穫和益
徒們如何為神說話，認識婚姻蒙恩的祕訣、基督
處可想而知！中場休息時間，不時聽到聖徒說
徒的理財，並認識基督徒的苦難。『認識主的恢
到，『這個聚會真是太好了!下次我還要來參加另
復』，以神與神經綸的軌跡、識破撒但的詭計、
一個班…。』
人在歷史中的價值三個角度，從兩千年召會歷史
求主祝福這些話，在聖徒們裏面繼續有回頭的
的長河中，幫助聖徒認識主恢復的意義和歷史，
亮光；並在聖徒裏面繁增、擴長且得勝。也求主
以及我們今日的託付。
繼續使用基礎造就的聚集，讓更多的聖徒在信仰
第一梯次基礎造就除了豐富供應的聚集，還有
上立定美好的基礎，在生命上得著紮實的造就。
深入的分組研討交通、解惑的問答時間。與會人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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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在靈和真實裏的召會生活
第十一篇 在聚會中脫開規條操練靈(二) 第十二篇 關於聚會該有的操練
第十一篇說到，我們的聚會應當充滿話並充滿
靈，滿出喜樂與讚美。在聚會中我們都當擺出基
督，彼此對說，脫開規條並在靈裏聚會，脫開死
道和死禮拜，藉著呼喊主名而被聖靈充滿。
要有這樣的聚會，就需要過一個天天被主話充
滿的生活。話和靈是一而二、二而一。我們若要
被聖靈充滿，就要常常藉著禱讀主的話，把聖經
的話當作禱告的話。我們一將主的話化成禱告，
話就進到我們靈裏；當話一進到我們靈裏就變作
靈，靈在我們裏頭一發表出來就變做話。因此，
我們應當要有常常禱讀主話的習慣。
當我們被靈並被話充滿時，結果乃是在日常生
活並在聚會中充滿喜樂和讚美。喜樂就是我們的
能力，就是我們的得勝，喜樂的元素就是主自
己，而主在靈裏、也在話裏。所以，我們要讓主
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
古時的以色列人一面爬錫安山，一面唱詩讚
美，我們來聚會時也該如此。一路上就在那裏讚
美，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如此，當我們進了會
所，我們的靈就會是釋放的，基督就出來了，我
們就把基督擺出來了。到一個地步不光唱詩讚
美，還可以彼此對說，並且不是用平常的話，乃
是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操練彼此對說
時，不要呆板，反倒要靈活、要隨從靈，而這完
全在乎平時的操練，甚至需要在家裏操練：丈夫
對妻子說、妻子對丈夫說，我們不能把主當作道
理宗教，或把主留在天上，因為主就住在我們裏
面，祂離我們不遠，就在我們口裏、也在我們心

裏。我們也需要操練呼喊主名，使呼喊主名成為
我們的習慣。我們只要呼喊主，祂就得著出路。
我們可以試著操練呼喊主名十分鐘，裏面就會燒
起來，摸著主的安慰和膏油的塗抹，重擔會脫
落。所以，我們也需要藉呼喊主名釋放靈好被聖
靈充滿。
第十二篇說到，我們平時需要訓練自己經歷基
督，讓基督活出來，等到聚會就把對基督的經歷
帶來獻上，如此神就得著敬拜，人就得著供應，
我們自己也得著益處。靈要釋放但也要受訓練，
不能一直喊而令人無法忍受，乃要隨著靈的引導
有高有低；其次禱告並不是作文章，能禱告兩三
句或半句都好，要鼓勵不常開口的人有簡短的禱
告。禱告有時難免會長一點，這時就需要再接上
短的禱告或讚美，使每個人在聚會中都能開口禱
告。常開口的要受約束，少開口的要操練多禱
告，不習慣在聚會中呼喊的人，可以在家裏訓練
自己開口呼求主名直至靈出來。
感謝主，這些信息實在淺顯易懂，對得救較久
的人是補課，對新人是個鼓勵，使我們知道如何
過一個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最近，每當我煮飯、
洗衣、打掃、或坐車時，總是收聽有聲聖經，或
者把早上讀過的經節拿出來，一面作事，一面禱
讀，這使我保持在靈裏，這樣就不容易發怨言，
還能贖回光陰。這些信息也使我們學習在聚會中
如何說話，或禱告或讚美，或為主作見證，不墨
守成規，靈要釋放。 但也要受訓練有配搭，這
就是我們的事奉。
(邱卓美月)

禱告事項
一、二○一一年上半年各項目標如下：
大組
一
二
三
四
總計

晨興
209
171
221
193
794

主日
347
258
352
270
1227

禱告
135
104
139
116
494

2、為升學青少年代禱：高三：楊尚樺、趙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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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洋、張芳瑜、
羅芳偉、楊詠然、金柏昌、楊瑞梅、彭進維、鄭
宇軒、王千楙。國三：廖時擘、張顯主、陳廷睿、
陳以聖、黃浩瑞、朱志平、劉奕恩、潘宣佑、徐
笠仁、陳郡懋、葉祐安、何易宸、陳政廷、周牧
恩、林廷蔚、趙婕、林天蕙、張純容、連立芹、
林庭希、卓孟潔、高曼慈、陳宥安、張恩惠、楊
佑珊、許瑜芳、羅文桾、徐安柔、彭示馨、黃宣
敏。邱丰璽、唐如禎、徐睿辰、林士勛、張聖涓、
鄭宗旻。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 : 譚得、楊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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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區楊自芬姊妹(為乳
癌手術後身體復原代禱)。為鳳山召會柯順清弟
兄女兒柯菲比罹患右肩惡性骨腫瘤，需作化療及
腫瘤切除手術代禱。

排生活
251
253
352
222
1078

二、造橋開展代禱：3/24～5/29，六位全時間學員至
造橋開展。目標 100 人受浸，得 4 個家，開 2 個
兒童排。
三、為日本災後重建代禱：請為 311 日本地震災後重
建代禱，願福音的開展能更多得著這地。奉獻可
註明「日本賑災」
。
四、青職代禱事項：請為每月ㄧ次青職聖徒成全代禱
，求主興起更多青職聖徒能承接託付，在召會中
盡功用，在職場上作見證，家打開成為福音的站
口。
五、大學代禱事項：請為今年有更多考上新竹各大專
院校的新生入住弟兄及姊妹之家禱告。
六、青少年代禱事項：1、為青少年邀約同學參加
四、五月份的青少年福音聚會禱告。

︽︽︽︽︽︽︽︽︽︽︽︽︽︽︽︽︽︽︽

報告事項

一、竹苗區聖徒追求廈門相調行前交通：4/7(四)11：
30 於仁愛會所二樓有行前交通。
（因故無法前來者
請與陳聖典弟兄聯絡 0912305954）
二、青少年國度操練展覽：4/9（六）20：40～21：30
於新光會所舉行，會中亦有國度操練本操練及背
經操練頒獎，請青少年及家長踴躍參加，一同投
入操練行列。
三、書報博覽暨眾召會相調：4/9（六）9：00～21：
00、4/10（日）11：00～21：00 於信基大樓地下二
樓舉行，有福音書房各類書籍產品展出，及各界
福音見證、專項蒙恩展覽。
四、青職聖徒成全聚會：主題：「過一個活水湧流的
生活」4/15(五) 20：00～21：30 於新光會所舉行，
歡迎青職聖徒踴躍參加。
五、青少年福音聚會：4/24（主日）一～三大組、5/1
（主日）四大組。
六、全台初信成全聚會：第十梯次初信成全 5/14（六）
～5/15（日）
（一、二學程）
，費用：每人 700 元，
報名額滿為止。
（詳閱通啟）

︽︽︽︽︽︽︽︽︽︽︽︽︽︽︽︽︽︽

七、大學與青少年參加 2011 夏季訓練激勵方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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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位的大學生（含青少年）參加。預估所需
補助費用計 80 萬元整，截至 3/27 尚差 19 萬元，
請聖徒們記念。(奉獻請註明為著學生聖徒夏季
訓練方案)
八、苗栗公館相調中心購地及整修交通：購置相
調中心土地、建物及修繕經費約需新台幣 2,400
萬元，目前已奉獻 1,500 萬元，尚需 900 萬元，
請聖徒們記念並有財務擺上。
九、兒童讀背經資料下載：四～六月相關文件資料、
兒童排邀請海報、卡片已放至「兒童組美地」網
站，歡迎下載使用。
十、晨興追求材料：4/11 開始，新竹市召會晨興聖言
追求 2011 年國際華語特會信息。第一週追求第
一篇，第二週追求第二、三篇，第三週追求第四、
五篇。

︽︽︽︽︽︽︽︽︽︽︽︽︽︽︽︽︽︽︽︽︽︽︽︽︽︽︽︽︽︽︽︽︽︽︽︽︽︽︽︽︽︽︽
新竹市縣眾召會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1 年 03 月 21 日 至 2011 年 0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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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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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116
192
209
10
36

242
75
179
153
8
63

321
132
296
207
15
111

239
94
205
167
7
30

1094
417
910
736
40
240

125
57
114
81
－
－

139
30
66
67
－
－

96
25
128
40

110
38
154
68
5
33

47
12
61
22
1
7

31
12
60
21
1
5

18
9
19
9
1
6

55
9
65
35
2
12

31
14
59
26
1
4

24
7
35
12
1
2

18
7
26
11
1
5

430
133
607
244
16
100

3
26

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4/03(日)
杉林溪相調1
青少年相調2
4/10(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大組讀經追求

4/04(一)
杉林溪相調2
青少年相調3
19:30少數負責弟交
通聚會暫停一次

全召會集中專項禱
告事奉聚會

4/11(一)

4/12(二)

19:30擴大負責弟交
通聚會

4/05(二)

禱告事奉聚會

4/06(三)

排聚集
4/13(三)

排聚集

4/07(四)
4/08(五)
9：00年長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排聚集

4/09(六)
大組核心交通
18：30 青少年讀書
園及成全
青少年國度操練
4/14(四)
4/15(五)
4/16(六)
9：00 年長聚會戶外 20：00 青職聖徒成 大組核心交通
相調、9：00 竹苗區 全聚會
18：30 青少年讀書
聖徒追求
園及成全
排聚集
排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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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在基督裏的信徒結果子更多

約翰福音十五章一至二節：「我是真葡萄樹，

也就是不傳福音帶人歸主是一種傾向，甚至已成

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裏面不結果子的，祂就

了習慣。在這樣的信徒中間，有的會有千百個理

剪去；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

由，為自己辯解為何不傳福音；也有的對傳福音

子更多。」在這兩節聖經裏，我們可以看見幾個

似乎已經到了麻木的地步。或許這是為何主要先

項目：真葡萄樹、栽培的人、在主裏面的，以及

題到不結果子的，才題到結果子的。因為放眼看

果子。同章的第五節告訴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

看今天的基督徒，多數是不結果子的；而且主在

是枝子。藉著聖經恢復本的註解，我們得知這裏

這裏並沒有給信徒說理由的機會，只要是不結果

的果子並非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所

子的，父就將他剪去。

說那靈的果子，也就是信徒在品格上的美德，也

從主這真葡萄樹上被剪去，就是失去從主而來

非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所指信徒向神所獻上

的生命供應。雖然我們已經得救，有了神永遠的

讚美的祭，就是承認主名之嘴唇的果子。約翰福

生命，也絕不會受審判以至於永遠滅亡，如不信

音第十五章所說到的果子，乃是指信徒在主裏所

者一樣。但在今世，卻有可能失去主生命豐富的

產生的信徒，也就是那些藉著我們福音的傳揚而

供應。有些基督徒認為，家中平安，事業順利，

得救的人。

就是主的祝福了，就在主的供應之下了。但我們

主明言說自己是真葡萄樹，所有在基督裏的信

若認真的看待約翰福音在此所說主的話，只要是

徒是枝子，含意所指非常清楚，就是要信徒結果

不結果子的，就要被剪去。外面的祝福並不等於

子，也就是許許多多得救的信徒。這與提摩太前

裏面生命的供應。主要我們至終都達到長成的

書二章四節「神願意萬人得救」相呼應；只是約

人，好完成祂永遠的定旨，而祂永遠的定旨與我

翰福音所要啟示的，比僅僅「神願意萬人得救」

們今天外面生活的環境並無直接關係，卻與我們

更多。因為萬人得救並看不出得救的萬人與主有

是否結果子有密切關係。只有當我們過一個結果

何關聯，並且又是為著甚麼。然而，約翰福音的

子的生活，才會緊緊聯於主這真葡萄樹，並持續

這兩節聖經至少啟示我們，得救的萬人先是果

享受祂豐盛的生命。主來了，目的就是要叫我們

子，也成為枝子，乃是主這真葡萄樹－生機體的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一部分，與祂有生機的聯結；並且，葡萄樹結果

即使我們都結果子了，父並沒有因此就完全滿

子事實上並非僅為樹的本身而已，主要的是為種

意。因為主說：「凡結果子的，祂就修理乾淨，

樹者，就是父，祂是栽培的人。

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神是宇宙中最高、最豐富

雖然我們作為枝子當結果子，但二節卻先題不

並榮耀的生命，祂當然需要許多的果子來彰顯。

結果子的，父就要剪去，之後才題結果子的，祂

若只有一些果子，是不足以彰顯祂的。祂要這棵

要修理乾淨。這好比作父母的對自己不愛念書的

真葡萄樹擴長到各種族、各支派、各方言、各國

孩子說，考試成績如未達標準，就會受某種懲

家當中，並且結果累累，祂才會心滿意足。所以，

罰。對於許多在基督裏的信徒，似乎不結果子，

即使我們已經帶人得救了，父還要來把我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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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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乾淨」，就是要去除所有攔阻我們能結更多果

淨」。由此看來，無論我們結不結果子，父都要

子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是我們的個性、生活習

在我們身上有所作為，但結果卻不同。願更多在

慣、觀念、文化、傳統、交友等等。一面，在我

主裏面的信徒，能一同體貼父的心意，並實際的

們裏面持續享受祂生命的供應；另一面，在我們

結更多的果子來榮耀祂。

（盧正五）

外面藉著祂主宰環境上的安排來將我們「修理乾
︽︽︽︽︽︽︽︽︽︽︽︽︽︽︽︽︽︽︽︽︽︽︽︽︽︽︽︽︽︽︽︽︽︽︽︽︽︽︽︽︽︽︽

舊約讀經心得

缺少利未人

以斯拉記第二章記載被擄歸回之人的數目，共

以斯拉歸回後沒能獨力完成重建的工作，一面當

有四萬二千六十人。其中有一族人特別稀少，就

然是他需要尼希米那分君王職分的配搭、同工，

是利未人。連祭司四個家族合計都有三千三百十

但不可諱言的，缺少利未人，就是忠信的服事者

六人，而利未全族包括歌唱的、守門的總共卻只

幫助輔佐，必然也是失敗原因之一。同樣的，今

有三百四十一人。（拉二）利未雖是人數最少的

日建造召會，光靠真理教導是不足成事的，興起

支派（參民一，三 39），但到歸回時，竟然比祭

忠信的服事者，在順服的靈裏，殷勤照神命定之

司一家的人還少，真不可思議，必有原因？從歷

路事奉是絕對需要的。許多地方召會顯得軟弱，

史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利未人沒有自己的地

無力繁增，其中一個很可能的理由，便是缺少忠

業，當以色列人離棄神時，少了十分之一的供給

信、勞苦的服事者。

（參民十八 21～24）無法生活，而各奔東西，自

為要興起利未人，且從二十歲（詳見”淺談利

謀生路；不再有作利未人的心志，也無心回歸沒

未人”）就督理建造耶和華殿的工作（三 8）
，必

有產業的故國。當然還有一個隱藏的原因，利未

須及早訓練、成全年輕人，甚至從少年就要開

人的工作吃重、繁鎖，又不像祭司那樣在眾人面

始，看見異象，培養心志，全人奉獻，追求真理，

前顯明、受尊重，若非愛神、有異象、有強烈的

生命長進，學習事奉，功用（恩賜）顯明等都是

心願，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況回歸重建聖

不可或缺的。或許恢復的書以斯拉記中顯示「缺

殿，百廢待舉，任重道遠，離開聖殿、失去事奉

少利未人」的事實，能啟發我們，要多得年輕人，

榜樣的利未後代，極不容易重燃愛火，恢復服事

及早多面成全有心的年輕聖徒，盡早鼓勵他們建

的熱忱。

立紮實的晨興、禱告和讀經等神人生活，再安排

缺 少 利 未 人 的 情 形 到以 斯 拉 歸 回 時 更 形 嚴

他們加入召會性重要的服事，操練實際參與召會

重，在近一千五百位與以斯拉一同上來的人中，

建造的工作，如打開家接待聖徒、作排或區聚

居然沒有利未人在裏面（拉八 15）
。經一番努力，

會、作兒童排、傳福音，或在大會中帶詩歌、作

最後加入的利未人也不過區區三十八人。還好總

見證、作總管，乃至申言作主出口等。總之，積

算還加了二百二十位殿役，服事利未人。（16～

極多面培養、成全年輕聖徒是召會建造的當務之

20）無論如何，前兩次的歸回行動，缺少利未人

急。另外，也提醒我們寶愛、關心、保護年輕有

是明顯的事實。這給主恢復一個警惕，建造經過

心聖徒不要被仇敵破壞，不要被世界擄走，不然

破壞，聖徒流落世界後，即便能挽回，重過召會

要回復到原初愛主、單純服事的光景，其難度可

生活，但要恢復從前事奉的熱心，任勞任怨、殷

能超乎你我想像，只有依靠主的慈愛與憐憫了。

勤服事的光景是極不容易，需要求主特別憐憫。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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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蒙恩見證

與主相見在清晨

大約一年半前，我剛搬回到新竹過召會生活。

的服事配搭，以及區內傳福音的事上。處處都得

那時，對於 407 區內的弟兄姊妹還不熟悉。記得

到了主的恩典及祝福。末了，希望弟兄姊妹都能

在一次小排聚會中，宗斌弟兄問我是否可以和他

對晨興有負擔、有渴慕。對晨興的操練，殷勤不

一起晨興。之前我也操練晨興，但因為晨興伙伴

懶惰。能將一天最好的清晨獻給主，這是我們蒙

們及自己工作時間的緣故，一週晨興的次數，大

恩絕佳的路。

都只能維持在二到三次。最多也就是三次。因

（楊明）

︽︽︽︽︽︽︽︽︽︽︽︽︽︽︽︽︽︽︽︽

此，當弟兄問我的時候，我就自然的問他是要在
一週的那幾天？沒想到宗斌弟兄的回答卻是「每

我們在區裏的晨興是面對面的團體晨興，有在

天」
。那時，被弟兄愛主及對晨興的渴慕所感動，

學的也有在職的。時間是四十分鐘至一小時，從

就答應並開始了晨興的生活。目前，我們共有四

深深的呼求主名開始，唱詩、挑旺靈、禱讀經節

位弟兄，每天早上 6:45 一同晨興。

和分享。在晨興的末了，我們還會有交通，關於

我們的晨興是先從呼求主名開始。我們的呼

個人的生活、課業或是與同學或家人相處的情

求，不只是喊一喊”哦！主耶穌！”而已。我們

形，並且為彼此有代禱。晨興結束後，我們一同

乃是一早就將我們的全人轉向主。希望藉著呼求

吃早餐，每一個人都得著真實的復甦、精神奕奕

主名，而能夠從一開始就摸著主，並能從主得著

的預備上學、上課。沒有想到藉著晨興也能更了

供應。接著，我們每人會輪流禱告，為著我們能

解彼此的情形。

有機會一同晨興，一同追求主的話感謝神。感謝

這個學期，從寒假開始，有三位姊妹和一位弟

主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並求主加強祂的供應及膏

兄，半年前他們站在台上作見證時，有的才剛受

油的塗抹。然後，我們會將當日的經節一同讀兩

浸，有的還是福音朋友，經過這樣天天晨興，原

遍，並會選出一段經節禱讀。希望藉著禱讀，能

本不敢開口的，或是不懂得禱讀的，都有了突

夠將主的話好好的喫進來，得著一天的加力。之

破。他們在禱告中對主的摸著和經歷是往前的，

後，我們就會進入當天的晨興餧養及信息選讀。

沒有人勉強他們晨興，實在是主親自吸引他們，

每人輪流，一人一句，彼此配搭進入當天信息的

他們有了享受，還邀福音朋友一同來晨興，及參

內容及負擔。最後，弟兄們會輪流的禱告。除了

加禱告聚會，每日的晨興使他們在主日能申言分

為當日晨興 內容的負 擔及區裏或 召會的行 動

享。

外，有時也會為區內有難處的聖徒或家庭禱告。

我們的神是有秩有序的，基督徒的生活也當是

這樣聽起來好像全部的晨興時間會很長，可是

有秩有序的。藉著晨興我們受了規律，早晨就來

我們每次大約只花十五至二十分鐘。藉著晨興的

到主的面前。天天享受主作我們的食物，這會重

操練，我們不僅各人吃飽了屬靈的早餐，整天得

組我們，使我們能照著神之所是的來生活、行動。

著加力、聖別。更藉著晨興的操練與弟兄們培養

（黃詩蘋）

出屬靈的默契，進一步帶進同心合意的服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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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我要在這裏作一個強的見證：藉著弟兄們在晨

這學期剛搬進姊妹之家，對我來說轉變很大，

興實行上的堅定持續，主賜下了豐厚的恩典。不

在神的家中生活學到很多。還沒搬進來之前，在

單在 9 個月前增區的事上，即便現今在交通大學

學校宿舍過著沒有主的生活，每天沒有目標，沒

有約束。發生事情，也不知道怎麼處理，很難過，

生病或忙碌，每個人都要晨興，人人都要晨興－

很無助，一回宿舍面對的就是電腦，宿舍裏沒有

晨晨復興，因為主是我們的糧食，天天吃祂，喝

讀書風氣，而且日夜顛倒。我決定不要再過這種
沒有意義的生活，得救一年半了，要讓自己在有

祂，吸取他，讓我生活總是充滿活力，感謝主!
(元培 蘇雅蕙)

主的環境中生活。在姊妹之家與弟兄子妹們相處
得很好，每天都很喜樂，有事情可以彼此交通面

︽︽︽︽︽︽︽︽︽︽︽︽︽︽︽︽︽︽︽︽

對。每天早上晨興，雖然一開始會起不來，但我
漸漸發現起不來是一種損失，藉由主的話得著加

我就讀元培科技大學餐管系一年級，去年十月

力，就知道怎麼行才是對的，不僅助我怎麼對付

七日得救，我從這學期開始入住弟兄之家，和其

撒但，更讓我體會有主真的很幸福!
我很喜歡主說的一句話：「疲乏的，祂賜能力，
無力的，祂加力量」。我希望不只是有困難的時

他剛到召會生活的弟兄姊妹一樣，一直無法敞開
自己，也無法突破自我的限制，禱告時常只有短
短的一兩句而已。但是透過個人的禱告，簡單的

候呼求祂，更是要時時呼求祂!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六節說到:「我們都如羊走
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
歸在祂身上」。

呼求主名，我的靈就得著釋放。也因著弟兄們的
扶持與帶領，使我能認識這包羅萬有的基督。
在晨興時我不只學習如何去禱告、禱讀經節，

我們都是軟弱的，常常走偏了路，但唯有主在
我們裏面，就不懼怕不孤單了，感謝主!
（元培 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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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操練自己，敞開我的靈，接受主給我的供應。
有一次在晨興時讀到一處經節：『而且主就是那
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當我讀到
這經節時，心裏面就向主說：『哦！主耶穌，我

我在去年中秋節得救，因為讀書需要，我每週

要祢，我真的需要祢，求祢從我身上去除我裏面

回桃園打工，寒假前都無法過召會生活。寒假

的罪，解開綑綁在我身上的枷鎖，進到我裏面，

時，我在學校打工並住姊妹之家，開始有了晨興

使我得到靈裏的自由。』當我這樣向主尋求時，

生活，每早晨當我聽見服事者呼喊「哦!主耶穌，

我才發現我是多麼的軟弱，我多麼的需要倚靠這

哦!主耶穌！」我就起來了，若想多躺一下，姊妹

位真神。

們就來叫我起床，疲憊的我總是賴床。我在寒假

當我倚靠主時，我的心就覺得很平安，不懼怕

住的最後一晚，我禱告主，希望能自己起床，感

外在的一切環境。我也藉晨興時將我心中的憂

謝主！隔天讓我早起且換我叫姊妹們起床。

傷、煩惱都卸給主，呼出我的一切不滿，吸入主

如今開學了，因著是宿舍幹部，不能住姊妹之

一切的豐富。每次在晨興享受主話之後，自己就

家，且作為宿舍幹部都要凌晨睡，每天早起騎車

能得著復興、得著新的供應。感謝主，讓我在每

去姊妹之家晨興，雖疲憊，卻很喜歡去。聽了台

日的晨興裏都能來享受祂、讀祂的話，靈裏就得

北十三會所弟兄姊妹的的見證後，我也學習把隔

著飽足，自己也就能更剛強。阿們，感謝主！

天一早需要的物品先準備好放在桌上，不管我們

(元培 陳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