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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正常青職聖徒生活的目標與職責
大量得著在職青年是台灣眾召會近年來的主

己也從小羊升格當母羊，使他感覺緊張害怕，但

要負擔，我們也在這身體的水流裏緊緊的跟隨，

也因著這樣，激勵他要努力的裝備自己。主真的

並在以往青職專項服事者，所勞苦的根基上繼續

很奇妙，自從他的母羊不在身旁，他開始習慣地

往前。今年三月十三至十五日新竹與永和召會在

不依賴母羊，也能自己獨立餵養小羊，他見證說

宜蘭英仕山莊有青職的相調，並邀請林天德、李

要讓他自己快快成長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先當

光弘弟兄專為青職聖徒有話語的供應。四月份有

母羊。所以他希望藉著青職排，能讓他帶更多的

青職的成全、五月二十日有一連串的青職福音活

福音朋友、同事來參加，與他一同享受生養的喜

動，都是為著大量、普遍的成全青職聖徒盡功

樂。

用。二月起，每個照顧組至少有一位負責弟兄和

李弟兄在「給在職聖徒的信息」一書第八篇中

大區負責，拿起青職召集人的負擔，每週六或週

提到：在職青年為著過正常的生活與事奉，必須

三有愛筵及一個小時的禱告交通。緊接著每月青

在生活上，與世人不同。世人屬於世界，也為世

職主體服事者有禱告事奉交通，分別召聚四個照

界。但我們信徒屬於主也為著主，因我們為主的

顧組的青職服事者，一同有甜美的禱告與交通。

愛所困迫，而為主活著。從前我們不是為主活，

經過交通，弟兄們覺得五二０的福音服事，應該

所以我們的生活是和世人相同的一套，但是現在

由青職聖徒一同擔綱，無論帶詩歌、話語講台、

是為主活，所以要規劃出新的生活模式。生活模

作見證全由他們自己統籌負責。因為這場福音聚

式應該適合為主活著並事奉主，時間、體力和財

會是讓青職弟兄姊妹來操練靈，還福音債的大好

物都該有預算，每一週、每一天都該畫出一定的

機會。青職關心青職，青職得著青職；讓青職聖

時間歸主，體力也該有歸主的預算。財物的預算

徒有負擔邀約公司同事、朋友，並與全召會聖徒

歸主用，該照主所賜的昌盛逐漸加增，人只要有

一同配搭，邀請一百位青年人前來參加聚會。結

心，怎樣都可以擺上十一奉獻。羅馬十二章給我

果當天有九十多位青年福音朋友前來參加，十位

們看見，要實行身體生活，第一就要將身體獻

青職得救。雖然成果未能盡善盡美，但藉此已加

上，要奉獻身體就是要奉獻時間。在實行上，根

強並鼓勵青職弟兄姊妹們，在專項的服事上，人

據前面的預算，來實行身體及時間的奉獻。要傳

人盡功用。已過六月五日（端午節）新北市召會

福音得新人，對罪人感興趣，人撒謊你要可憐

三重區青職來訪，新竹青職的弟兄姊妹們，在科

他，他得救就不撒謊了，因人天生就是敗壞的，

園會所愛筵、編曲、彈吉他、唱詩、歡迎他們，

主若沒救你，你也不會好到那裏。所以要為不信

每位青職聖徒火熱的接待，三重的弟兄姊妹深受

者禱告，不是憑一時的熱心乃是正常的按期盡

感動。有位青職弟兄見證他帶了兩個福音朋友，

職。照顧家聚會成全新人。帶領聚會聯絡聖徒，

其中一個受浸了。這是他帶的第一個小羊，他自

彼此交通、關切、相愛、照顧。參加區聚會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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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基督的身體，使包羅萬有的基督得到無止

們的召會活動(相調、青職排…)。五、2011 年底

息、無限制的繁殖與擴增。

前人人結ㄧ個常存的果子。並在青職專項禱告聚

所以為著過正常青職生活的目標與職責，服事

會中傳輸負擔 1、為 6/17(五)青職成全聚會禱告，

者定規具體的操練與實行—傳職場福音(向同事

求主釋放更多青職聖徒一同有分。2、為青職聖

表明信仰)，一、 每週與同伴為同事或朋友代禱

徒能在職場接觸同事傳福音，結果子代禱。3、

(至少兩位)。二、每人每週發 5 封福音信給朋友

為夏季現場訓練和錄影訓練『詩篇結晶讀經』代

或 同 事 ( 可 使 用 水 深 之 處 (luke54.org) 的 福 音 信

禱，求主賜青職聖徒對高峰真理有胃口、有渴慕。

息)。三、每人每週打 2 通問候朋友或新人的電

（林哲明）

話。四、成立職場 RSG；或邀同事、朋友參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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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福音聚會報導

青職配搭齊傳揚，福音得人主顯彰

感謝主，已過五月二十日在科園會所舉辦的青

私下在主面前多有豫備與禱告，被聖靈澆灌下來

職福音聚會滿了主的祝福，這實在是身體裏行動

的膏油所塗抹，竭力擺上屬於自己的那一份。當

的蒙恩！因著前面弟兄們對於神的經綸有清楚

天傍晚一開始的愛筵時間，正逢園區下班、路況

的異象，看見神要在全台各地得五十萬的青年

車流最繁忙的時刻，中職聖徒們早已預備好喜樂

人，在遍地叩門好迎接主的再來。由於這樣的託

地迎接陸續進來的弟兄姊妹與福音朋友。七點二

付，服事者們帶領我們持續進入每年全台青年得

十分聚會開始時會場已經坐滿八成，人仍持續湧

一萬的福音負擔中。

進，到後來甚至有許多人是站著聆聽信息的，這

不論是在一次次青職核心交通中，或是在每一
次的青職成全聚會裏，神總是藉著前面弟兄不斷

讓原本還擔心小信的我，不得不讚美稱頌主是如
此信實的那一位。

的向眾人傳輸，青職聖徒也見證分享如何在職場

藉著職場受壓甚重的姊妹作經歷主的見證、初

中運用各樣的智慧，並藉著不同的形式傳揚福

得救的新人作信主的見證、弟兄傳揚神的話帶眾

音，在在都加強我們的信心，並經歷實際內住在

人看見神的國是那不能震動的國、從水和靈生才

我們裏面的主，就是那可以湧流出來的活水！每

得以進入神的國、弟兄登高呼求主名，在身體的

位青職弟兄 姊妹也因 此都 一同領 受這樣的 負

配搭下，總共呼召了十位蒙恩受浸的新人，我們

擔，更加放膽的去向外邦人講說神的話：有的在

知道這不是我們做的，完全是神在這些新人身上

公司盥洗室邀約同事小排、有的在便利超商店前

動了善工，新人才能如此蒙福，榮耀歸主！我們

向偶遇的青年人傳講福音、或有進餐廳用餐時與

所處這末後的世代是敗壞的、不能存到永遠的，

旁桌的青年人發福音單張、或有特別下班後安排

神要藉著各樣的環境讓人認識祂自己，藉由我們

時間路上接觸人…等等，把我們所享受的主向眾

這一般基督徒來作祂團體的彰顯。所以我們要時

人來分享。更是邀約他們一同有份週中的青職小

時刻刻儆醒在神面前，過享受主並傳揚福音的生

排或週末的相調行動，好把人帶進召會生活中。

活。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加緊腳步在人面前傳

為著這個福音聚會，弟兄們也不斷向主尋求合

揚福音，等候主的再來！也求主持續記念這九十

適的配搭人位，要讓青職弟兄姊妹們盡肢體的功

二位福音朋友、也藉著我們的牧養使這十個果子

用：帶詩歌、作見證、傳講信息，服事者配搭呼

常存。

召受浸。被安排到各環節服事的弟兄姊妹，無不

（青職服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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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神與復活的神」
第五篇 審判的神 第六篇 賜福的神

在聖經裏，神有許多不同的稱呼。這些稱呼，

沒錯；但就著神而言，他的光景卻是如銅牆鐵

每一個都指出神那一面的特性。在本書中，說到

壁，讓神無法再進一步的啟示祂自己。因此神必

我們的神是創造的神、救贖的神、審判的神，與

須先打碎這些障礙，好使約伯能在認識神的事上

賜福的神。

往前。所以我們若在生活中遇到難處，我們的態

在我原初的認知裏，神在起初是創造的神，而

度首先應該立刻俯伏在神面前，求神賜光、求神

到了這世代終了的時候祂是審判的神。但在這本

除去遮蔽！這是一個蒙福的態度，能使我們在光

書中卻說，神不僅在起初是創造的神，即使到了

中受調整，並在神的光中自己審判自己，進而使

今天，祂仍是繼續祂創造的工作。比方祂為我們

我們更進一步的被神浸透、並蒙神賜福。

創造了一個新的環境，有時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新

我們的神向著我們的心總是賜福的心。試想，

的心境。我們身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神給我們開創

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

的，因為祂是創造的神。

也把萬有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羅八 32)

又說到祂是審判的神，祂不僅在末日會有一個

有甚麼祝福比神的兒子耶穌更大的祝福？有甚

普世的清理、審判。按著聖經的記載，祂從造人

麼價值比永遠的生命更有價值？我們千萬不要

之後，就已經有一連串的審判與清理。即使到了

誤會了神，如同約伯在遇見神之前和他的三個朋

新約時代，當亞拿尼亞夫婦欺哄聖靈時，神也出

友所說的那些胡話！凡能正確面對神所部署的

來嚴厲的審判。就算在我們個人身上，也常會感

環境的人，結局總是能結出生命的果子，並成為

覺到神管教的手在我們的環境中出現。

眾人的榜樣，就如本書中所舉拿俄米的故事一

召會與信徒屬靈經歷過程的演變，常是起始於

樣。

神創造，經過神施恩、生活的歷程，伴隨神審判，

讓我們都向神有一個禱告：「主啊，求你保守

從而帶進神啟示。之後神又來一個新起頭，又開

我活在祢的面光中，常常除去我的遮蔽，除去我

始新的一個段落。神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人在祂

的驕傲、自義。並賜我謙卑的心，每當祢有對付

面前，照著祂所喜悅的，存著敬畏與敬虔事奉祂。

時，能快快的轉回到祢面前。求祢免去我走迂迴

我們從約伯的經歷可以很清楚的看見神的目

的道路，使我在祢面前常作一個蒙恩的人。阿

的。神擊打約伯是因著他稱義自己的敬畏神、遠

們！」

（陳榮裕）

離惡事而完全落在黑暗裏。就著人而言，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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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印度急切需要之交通
一、印度書房有負擔印製 3,000 本英文新約聖經
恢復本，每本成本約 4.5 美元，共約 13,500
美元，折合台幣約四十萬。
二、有一位同工 E.Philip，在印度的工作上一同配
搭，牧養召會上盡心竭力，但日前罹患行動
神經上的疾病，有一段時間甚至半身不遂。
經過聖徒們的禱告和主的醫治，病情已有進
展，雖能靠枴杖行走，但行動仍不方便。因
弟兄的疾病，家中無以為濟，弟兄休養復健

期間，生活、孩子的教育每個月仍需約 250
美元，盼望在身體的交通中能顧到弟兄的需
要一年，共約十萬台幣，使弟兄能安心休
養，恢復後繼續為神所用。
（印度開展弟兄們）
以上印度開展急切需要共需約台幣五十萬元，
請求竹苗眾召會聖徒在身體裏紀念。奉獻款請註
明「印度開展用」（此奉獻無法開立奉獻證明）

禱告事項
大、交大外籍生能興起正常的英文聚會代禱。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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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青少年代禱事項：為升高中及大學青少年代禱。
六、兒童代禱事項：請為今年兒童專項繁增目標代
禱：50 個兒童排、300 位兒童過召會生活。
七、請為病痛聖徒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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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召會柯順清弟兄女兒柯菲比
手術已完成，但仍須繼續化療，願主加強其體力
及免疫力完成化療。208 區胡開泰弟兄母親吳台
容姊妹(為肺癌腫瘤能被抑制並縮小代禱)。

一、二○一一年上半年各項目標如下：
晨興
209
171
221
193
794

大組
一
二
三
四
總計

主日
347
258
354
270
1229

禱告
135
104
139
116
494

排生活
251
253
352
222
1078

二、造橋開展代禱：一、盼望得救的一百二十八位新
人們能參加召會的主日聚會(年底前至少一次以
上)。二、為著學期末了，育達得救的新人能參
加相調或特會代禱；並能交接給他們家鄉所在地
的聖徒照顧餧養。
三、印度學員開展：5/17～7/22 為期十週，請為著清

︽︽︽︽︽︽︽︽︽︽︽︽︽︽︽︽︽︽︽

報告事項

一、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6/14（二）19：30 於
仁愛會所（會有新增五大組之交通）
。
二、全召會青職聖徒成全聚會：6/17(五)20：00 於新
光會所舉行。主題：實行神命定之路－福，請青
職聖徒一同前來參加，藉彼此分享和見證，同享
身體的豐富。
三、青少年報告：青少年初信成全：6/18 晚上 20：30
～21：30 於新光會所，歡迎新人一同參加。
高國中教職與青少年排服事者相調交通：6/18
（六）10：00～11：30 於仁愛會所三樓。
竹苗區青少年得勝生活訓練：8/5(五)～8/7(日)於
仁愛會所舉辦，費用 700 元，各大組彙整報名截
止日期：7/3 。（詳閱通啟）
四、小六受浸聚會：6/18（六）15：00～17：00 於仁
愛會所舉行。
五、二大組福音聚會：6/19（日）18：00 愛筵（各家
帶菜），19：30 福音聚會，於經延會所舉行，歡
迎邀約福音朋友與會。
六、小六畢業相調：6/24（五）～6/26（日）於南投
縣竹山鎮「迦南美地生態園區」舉辦，費用：1,500
元，報名截止日期：6/12（詳閱通啟）
七、竹苗區姊妹聚會：6/25（六）19：30 於仁愛會所
舉行。主題：屬靈同伴。歡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八、暑期聖經研讀班：第一週 7/17～7/22、第二週 8/7
～8/12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每週 3,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者 6,000 元。限額 300 人，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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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報名或額滿為止。
（詳閱通啟）
九、夏季現場暨錄影訓練：現場訓練－7/22（五）～
7/24（日）；錄影訓練－白天班：7/25～7/30、夜
間班：7/25～8/6（週二及主日除外），以上訓練
皆在仁愛會所舉行（7/24 上午為各大組集中），
報名奉獻款 600 元，報名截止日期：7/18。
（詳閱
通啟）
十、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剛、柔、順」：7/29（五）
～7/31（日）於桃園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舉辦，
費用：1,600 元（不含車資）
。報名截止日：6/12，
限 250 人(額滿為止)
十一、全台眾召會第二梯次基礎造就聚會：8/13（六）
～8/14（主日）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班別更正
為（A 生命的認識、B 基督徒生活系列、C 召會
歷史）每班 300 人（額滿為止），費用每人 700
元。（詳閱通啟）
十二、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會：8/19（五）～8/20
（六）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 600 元，
報名截止日期：6/19。（詳閱通啟）
十三、印度急切需要之奉獻：為著印度開展英文新約
聖經恢復本及同工之需要，約需新台幣五十萬
元，請聖徒們記念並有財物擺上（詳閱報導 3 之
交通）
十四、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追求進度：6 月追求兩次（一、18～25 頁
第 6 行；二、25 頁第 7 行～34 頁）。
2011 年 05 月 30 日 至 2011 年 06 月 05 日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一
二
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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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95
141
165
10
48

306
125
233
194
15
77

207
98
191
166
7
49

1010
410
768
678
40
259

71
47
90
73
－
－

175
26
75
85
－
－

94
24
199
53
3
23

119
32
139
71
5
32

41
12
61
23
1
6

46
14
44
42
1
10

22
6
23
10
1
8

53
13
65
30
2
13

33
14
39
25
1
4

13
7
16
10
1
4

25
6
26
15
1
7

446
128
612
279
16
107

237
92
192
153
8
69

召會生活雙週曆

下
週

6/12(日)
6/13(一)
6：45 集中晨興成全
新加坡聖徒來訪2
東馬聖徒來訪2
19:30擴大負責弟兄
大組讀經追求
交通聚會
6/19(日)
6/20(一)
6：45 集中晨興成全
18：00二大組福音
聚會
19:30負責弟兄交通
大組讀經追求
聚會

6/14(二)

6/15(三)

19：30全召會集中禱
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6/21(二)
6/22(三)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6/16(四)
6/17(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9：30全召會青職
及竹苗聖徒追求
聖徒成全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6/23(四)
6/24(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小六畢業相調
及竹苗聖徒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6/18(六)
大組核心交通
青少年初信成全
15：00小六受浸聚
會
6/25(六)
大組核心交通
竹苗區姊妹聚會
15：00小六受浸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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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約翰福音十五章的彼此相愛

約翰福音十五章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一到
十一節，說到我們這些枝子與主這真葡萄樹之間
的關係；第二段是十二到十七節，說到枝子之間
彼此的關係；第三段是十八到二十七節，說到我
們和世界的關係。若神的兒女能從這章聖經清楚
看見我們與主、與彼此，以及與世界的關係，將
對基督徒的生活大有幫助。
在第一段裏我們與主之間的關係重在要住在
主裏面。這樣主自己、主的話、主的愛也都要住
在我們裏面，並且主也就住在我們裏面，使我們
多結果子。這是指我們與主垂直的交通。然而，
在這宇宙的真葡萄樹上，並非只有「我主與我」、
我「一枝獨秀」，還有許許多多其他同有主神聖
生命的枝子。因此，我們也需要與其他同作枝子
的聖徒有水平的交通。主這真葡萄樹的生命，在
我們重生得救後，就注入到我們個人裏面，也注
入到其他重生得救的人裏面；也就是說，今天這
一個同樣的生命流通在所有的枝子裏面，如歌羅
西書三章四節所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
所有的基督並非個人的生命，乃是一個團體的生
命，是「樹」的生命，而非僅是「枝子」的生命。
在第二段裏的十二和十七節說到主要我們彼
此相愛。主在十二節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
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誡命。」在十三章三
十四節，主說，我們要彼此相愛，這是祂所賜給
我們的一條新誡命。主是如何愛我們呢？在十二
節之後，十三節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沒
有比這個更大的。」主就是十三節的那個「人」，
祂為我們－祂的朋友捨命。主在十四節說：「你
們若遵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我們被主稱為祂的朋友，因為我們遵行祂所吩咐
我們的。祂所吩咐我們的當然有許多，但在十五
章，祂要我們住在祂裏面，不要離了祂，與祂斷
絕交通。接著就是十二節所說的彼此相愛。若沒
有前面的住在主裏面，接受祂生命的供應，我們

就不能結果子，也不能彼此相愛。所以祂在這章
沒有先要我們彼此相愛，而是要我們先住在祂裏
面，才能經歷之後祂所要我們經歷的。
主愛我們，表現在祂為我們捨命。我們彼此相
愛也當表現在為同作肢體的弟兄姊妹捨命。經文
中的命在希臘原文乃是魂，捨命就是捨魂。當我
們為弟兄姊妹捨棄自己的魂生命、魂的權利、魂
的感覺和魂的享受時，就是我們彼此相愛的具體
實現。當一位弟兄因失業而憂慮時，我們願意分
擔他的憂慮，甚至照著我們個人在主面前領受信
心的度量暗中擺上財物，這是我們實際的經歷彼
此相愛。當一位姊妹因處境艱難而心情悲苦時，
我們願意放下個人魂的享受，而在主面前與她一
同背負她所承受的苦，這也是我們實際的經歷彼
此相愛。若主開我們屬靈的眼睛，除去我們的帕
子，我們會看見需要我們這樣去愛的信徒比比皆
是；不僅是久未來聚會的信徒，也不僅是偶爾來
聚會的信徒，連那些常聚會的信徒都需要我們這
樣去關心。主要我們彼此相愛，並不是要我們只
去愛某些人，而是沒有選擇的彼此相愛。我們若
真彼此相愛，我們就真的與主成為一，甚至就是
在活主。這必會翻轉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使我們
的召會生活滿有衝擊力。
主在十五節說：「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奴僕，
因為奴僕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
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難怪主要為我們死，因為我們知道祂的心意，也
就是父的心意。根據整本約翰福音，主乃是要藉
著祂的成為肉體、釘死和復活，將祂的生命分賜
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能成為祂的家、祂的生機體
和祂的新婦，為使祂在地上的經綸得以完成。當
我們一面作為祂的朋友，明白祂的心意，另一面
我們過一個團體彼此相愛的生活時，就要成為祂
的複製、繼續和擴增，使父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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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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和殿

毫無疑問，以西結書一章論及神榮耀顯出的異
象是全卷書的核仁。整卷以西結書都在此異象的
管治和控制之下，尤其是豫表神居所的殿與神的
榮耀和此異象最是關係密切。然而就本書啟示的
發展看，神的榮耀曾因以色列人的墮落、敗壞和
玷污、犯罪一度離開聖殿，後來又因以色列人生
命的恢復和重建聖殿再度回到殿中。這段過程含
有許多的屬靈啟示和意義，我們不應輕忽放過。
先看神的榮光即榮耀與帳幕和殿之關聯的歷
史。從帳幕造妥立起的第一天，耶和華的榮光（原
文與榮耀同字）充滿了帳幕（出四十 34），到士
師以利的時代，約櫃被非利士人擄去，以利的兒
婦生產臨死前，給孩子起名「以迦博」（意無榮
耀）說，榮耀離開以色列了（撒上四 21）
。後來，
所羅門王建造聖殿完成，耶和華的榮光又充滿耶
和華的殿（王上八 11，代下七 2），直到以色列
人被擄，以西結在迦巴魯河邊見異象。
以西結第八章（以西結被擄後六年），神特別
在神的異象中（結八 3）向以西結提到以色列所
行四件極可憎的事：一、祭壇門的北邊，在門口
有這觸動主妒忌的偶像。
（5）二、院門口，挖牆
進門後，四面牆上雕著各樣爬物和可憎走獸的
像，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這些像前有以色
列家的長老七十人站立，沙番的兒子雅撒尼亞也
站在其中，各人手裏拿著自己的香爐，煙雲的香
氣上騰。（10，11）三、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
口；在那裏有婦女坐著，為搭模斯（米所波大米
人的一個神祇）哭泣。（14）四、在耶和華殿的
內院；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在廊子和祭壇之間，
約有二十五個人，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
他們正朝著東方拜日頭。（16）主的榮耀不能容
忍假神的像，這些拜偶像的事惹起主的妒忌。因
此，神的榮耀就逐步退出，分四個步驟：一、以
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應指在聖殿至聖所
裏的約櫃上）
，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
（九 3，
十 4）二、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裏出去，
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舉起翅
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旁邊。他們
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

的榮耀。（十 18，19）三、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
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指橄欖山）上。（十
一 23）四、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藉著神的靈將
我帶進迦勒底，到被擄的人那裏。我所見的異象
（指神的榮耀）就離我上升去了。
（24）
（註：以
上分法和聖經提要第二卷和恢復本以西結八章
三節註 1 稍有不同）根據以上歷史記載，神榮耀
臨到帳幕和聖殿都是一次到位，乾淨俐落，但衪
離去卻顯得何等遲緩的、依依不捨的、不甘願
的、不得已的離開衪的聖殿和聖城。衪也何等渴
望有一天以色列家回頭轉向神，好叫衪的榮耀重
新回來。這都說明了衪是如何在執行審判時還帶
著無限的恩慈，盼望衪的百姓悔改。
感謝神！以西結在神聖別建造的異象中（四十
1～四八 35）
，講過外院、內院、殿和殿四圍之地
後，終於在四十三章一至七節豫見神的榮耀回到
殿中。「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方的路而來，祂的
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祂的榮耀發光。其
狀如同我所見過的異象，就是如同祂來滅城時我
所見的異象；那異象如同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
異象；我就面伏於地。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
進入殿中。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正當那時，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對
我說話，有一人站在我旁邊。 祂對我說，人子
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
住在這裏，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四
三 2～7）這豫言將完全應驗於國度時代。主的榮
耀回到殿中，因為殿重新建造完成了。這含示在
新約經綸中，若要讓榮耀的神住在召會中，召會
就必須建造起來，成為神的居所（弗三 14～21）
。
殿的南門和北門是為著百姓的方便，但朝東的門
不但是為著百姓的方便，也是為著主的榮耀。召
會必須向主的榮耀敞開，使祂的榮耀能進到召會
裏。寶座是為著神的管理、行政和國度；主的腳
掌是為著祂在地上的行動。只有建造起來的召會
纔能給主立場，以執行祂的行政（太十六 18～
19）
，並在地上行動（徒十三 1～3）
。不僅如此，
召會是主能居住而得安息與滿足的地方（提前三
15）。因此，我們必須起來建造眾地方召會，並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相調

2011.06.12

在一裏迎接主再來，好進入國度時代，神的榮耀
（董傳義）
回到聖殿，永遠停在那裏不再離開。阿們！
︽︽︽︽︽︽︽︽︽︽︽︽︽︽︽︽︽︽︽︽︽︽︽︽︽︽︽︽︽︽︽︽︽︽︽︽︽︽︽︽︽︽︽

造橋開展得救新人見證分享
我是杜雪花姊妹，於四月二十一日得救。得救
前約有三、四年，因為一些問題，我每天只能與
以前我的心很慌，常常煩惱我的工作，憂慮孩
酒為友，藉酒澆愁，靠酒成眠。感謝主，藉著弟
子，還有家裏很多事。得救後，有姊妹陪我一起
兄姊妹向我傳福音，我信主了。得救以後，很感
向主禱告，把我一切的憂慮、煩惱都交給主耶
謝弟兄每天與我晨興，禱告，我裏面真的感覺很
穌，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輕鬆，心煩的事慢慢變
踏實，很喜樂。感謝主給我一個新的開始，我也
少，心也不再那麼慌，所以我非常感謝主耶穌和
願意戒掉抽菸喝酒的壞習慣，真的很感謝主。
弟兄姊妹們。
我是林淼榮弟兄，於四月十一日受浸得救。信
我是廖益煒弟兄，四月十二日在我家的浴缸裏
主以前，好像甚麼都沒有，空空盪盪，孤孤單單。
受浸得救的。一開始感覺有點奇怪，漸漸的就不
現在信主以後我感覺天天充滿了希望，以前甚麼
這麼怪了，心裏的感覺蠻喜樂的。最近早上晨興
都沒有，現在甚麼都有了。弟兄姊妹對我的關
讀主的話和禱告，心裏變的比較充實，一大早精
照、對我的愛深深的感動我，我天天充滿了希
神也變的比較好了，願你們喜樂！
望，我一天一天的更健康，謝謝你們！
我是何運鴻弟兄，於四月十二日受浸得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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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信的故事

我是 2010 年 11 月份信主得救的，回想去年 11
我能真正擺脫撒但的控制，重獲自由，不再做罪
月剛接觸到福音時，一句『信而受浸的必然得
的奴隸。
救』，深深打動了我沉睡已久的心，因為多年來
接著媽媽也跟著受浸信主，讓我更加確信，主
沉迷於賭博、電玩無法自拔。即使好幾次想要改
的話是信實的，
『一人得救，全家必定得救』
，現
過為善，到最後只是自欺欺人，根本無法做到，
在我跟媽媽在北埔，每週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甚至還連累母親為我背負債務，雖然心中有虧
我愈過召會生活，我內心就充滿了喜樂，以前舊
欠，卻掙脫不了那無情的枷鎖。所以當時有一個
生活中所有不好的習慣，漸漸離我遠去，所以我
念頭，心想如果世上有一真神，能幫我對抗心中
相信主的恩典夠我用，我也知道我在那加我能力
的惡魔，我就願意信他，同時我口裏也承認他，
者裏面，凡事都能做。感謝主使我能認識基督的
奇妙的事真的發生了，雖然我只是單純的仰望
奧秘，享受祂做我完全的救恩。（北埔 官炫延）
主，可是祂給我的救恩卻是那麼迅速且確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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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全家蒙恩得救

感謝主，哈利路亞！之前我是個單純的在職婦
女，生活單調，也沒有虔誠的信仰，但現在是滿
了喜樂且穩定的過召會生活。記得去年十月份的
某一個星期日，家中的兒子(光遠)對我說:媽媽，
今天我和阿公要去召會，當時我沒有什麼反應，
隨口就答應他了。那裏知道神的救恩就此臨到我
家。先是開展隊的學員，來我們家叩門和我公公
傳福音，並邀請他參加聚會及星期三的客家排，
經過學員們及召會的弟兄一兩次的邀請，他老人

家大概也瞭解了，所以從此就拒絕了他們的邀請
(因為他還是要拿香拜拜)。
再者，就是我和我先生(洪雙)及我們家兩個孩
子(光遠、光瑋)，有天晚上，光遠又對我說:明天
有召會的人要來我們家，問我可不可以？當時我
和我先生的反應是:來我們家幹嘛？我們不可能
當基督徒，更何況家裏還要拜拜呢！但是到了次
日，學員們還是來了，我先生一見他們啊，馬上
揮手對他們說:不行！不行，我們家不可能信主耶

穌，但他們還是笑著臉對我先生說:我們可以進去
他們信主之後的喜悅，說真的，漸漸的我們一家
坐坐嗎？我先生想說，那倒也無妨，便領他們進
對這種聚會滿了喜樂，終於我們一家四人在去年
家中坐。他們開始對我們傳福音，當時我們的態
11 月 27 日在北埔鄉召會受浸得救，蒙主的揀選
度是有點應付的心態，心想你們還是早早離開我
及救贖。
們家吧。到了第二天他們又來了！我們照樣還是
在我們正式成為基督徒的那一刻，心裏有說不
請他們進來，而這次他們向我們傳揚聖經的真理
出的感動，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當然，在信主
及教我們讀聖經、唱詩歌。每次我們都沉浸於當
的開始，並沒有那麼順遂，和我公公難免有所爭
中。他們便和我們約定毎個星期二、四歡迎他們
執，對他來說，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幾乎要
來嗎？我們便一口答應了。經過幾天後，我還是
鬧家庭革命，在當中，召會的弟兄姊妹常常幫我
將我心中的不安表明，讓他們知道，畢竟我們家
們禱告，不時的呼求主名。直到今日得救，近半
是拜佛的，如果信主耶穌，必定和家人會有衝
年的時間裏與召會的弟兄姊妹聚會交通相調或
突。讀聖經和唱詩歌及弟兄姊妹的分享，固然讓
者與其他召會的弟兄姊妹相調，彼此的連結，使
我們喜樂，我和我先生始終無法突破心中那一道
我們有份於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基督身體的交
牆，在受浸前的這段日子，學員們及召會的弟兄
通，感謝主耶穌的保守，阿們。
姊妹輪流的配搭，陪我們讀聖經、唱詩歌及分享
（北埔 張朱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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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區聖徒追求分享

在身體中一同建造，在話語上更深扎根

這次的追求課程使我受益良多，雖然要付代價
早起，並帶著孩子來回花費四十分鐘的車程，多
虧有弟兄姊妹接送和照應，使這不算短的路程，
因著去程有晨興的禱讀與供應，回程有課程的心
得分享，而變得豐富、充實且愉快。
這是我第一次在召會中追求，和以往在其他教
會有很大的不同。起初我壓力很大，因為不習慣
在眾人面前申言，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因著
被聖經真理構成不夠所以不敢講，只能拚命吸
收。
後來，在課程分組討論時，聽著弟兄姊妹分享
彼此的摸著及看見，並輪流講說神的話，一個接
一個不斷的堆加，帶領我一步步更深的看見神，
心中的喜樂真是泉湧而出，我深刻的感受到原來
這就是「在身體中的甜美」，真是靈裏滋潤又甘
甜。
感謝弟兄們在信息裏的服事，使我對讀經有許
多的學習，不再是掃瞄式的帶過，而是認真去看
神要說什麼，以及神要對我說什麼。這次追求舊
約的三卷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從這三卷聖經，弟兄們幫助我看見舊約人物以斯
拉、尼希米、末底改及以斯帖這些合神心意的
人，如何貼近神的心意，做個性格正確的人以及
做正確的事。

在屬靈書報的追求，教導我要在日常生活中真
實應用，操練與神的靈調和，要在生活上更正確
的對準神，做一個正確的基督徒。
最近讀以斯帖記，讓我體會到神的作為及神的
手。在以斯帖記都沒有提到神，但弟兄的分享堆
加，幫助我們看見神的手在作工，也看見神在我
們中間，而非遙不可及。
在我最近的經歷上也是如此，主說聽道也要行
道，聽命勝於獻祭。起初操練在靈裏只是若有似
無的感覺，不確定自己是否在靈裏還是在心思意
念裏。但是，還是提醒自己時時轉向靈，呼求主
名、禱讀主話、享受在主的安息裏。回顧這一個
多月來，我的生活雖然沒有”看見”神，卻是從
週遭的人事物及時間的串連深刻的看出有神的
手一路同在與引領。我常以為感覺不到祂，但祂
卻一直真實的在我身邊垂聽我的禱告和祈求，供
應我的每個需要，以斯帖記所經歷的神，原來如
此真實和親近。
神的愛是何等豐富而包羅萬有，我的經歷只不過
是像在大海中飲了一瓢水，我十分渴慕更深及持
續的經歷基督。我要跟隨羊群的腳蹤行並從尼希
米記中學到，不僅要建造自己這部份的城牆，也
連結在肢體裏一同建造；以及如以斯拉在神的話
語上更深的紮根。
（苗栗 彭盧玟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