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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事的託付與異象期
目前在新竹召會中的青少年，絕大部分都是我
們本地聖徒的兒女，父母親都在召會中，也都愛
主並事奉主。但針對這班青澀羞怯、半大不小青

務或房子，乃是基督自己。
如何讓下一代承繼上一代呢？這是因著父母
的薰陶，使得孩子從小就受到屬天的教育，也受

少年，服事上常讓我們感覺不易，也在信心上面
臨挑戰。這真叫我們在服事上格外需要主的恩典
與加力。啟示錄十四章 1～5 節論到初熟的果子
有幾個特點：1、他們生活行事上是緊密跟隨基
督，而最終一路跟隨至天上的錫安山（1 上、4
中）。2、他們是與主和父是一（1 下）。3、他們
對主讚美的聲音是鬨嚷又莊嚴（2）。4、口中也
滿了對主特別、特殊經歷的新歌（3）。5、是未
受玷污，口中沒有謊言，也是沒有瑕疵的（4 上、
5）。5、是初熟的果子（4 下）。這實在是我們服

到屬天的傳輸。如出埃及記論到當小孩子問起過
逾越節時，就要告訴他，爸爸媽媽是如何得救
的。所以聖經給我們看見孩子的屬靈幸福是寄託
在父母身上。在申命記六章那裏，神要摩西作一
件事，祂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話，第一、
你要記在心上－背聖經。然後要殷勤，殷勤乃是
重在用神所 給我們的 一切話來教 導我們的 孩
子，也就是殷勤教訓你的兒女。怎麼教訓呢？無
論你坐在家裏；你行在路上；或是躺下；起來都
要談論。最後祂又說你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手是

事上管制的異象：要作出或陪出得勝者－初熟的
果子。使我們的青少年喜歡運用靈來跟隨內住的
基督；並且凡事上尋求與主是一；口中滿了呼求
主名和唱新歌；也操練常存無虧的良心及天天享
用話中之水的洗滌；最後使他們都成為主的滿
足。為此，我們所需要的配合如下：
注重家庭教育－用主的話殷勤教育兒女
從舊約開始，我們就看見神非常注重家庭的教
育。祂不只注重家，更注重家庭的教育。從亞當
身上看見神的救恩；在亞伯身上看見他走救恩之
路，亞伯養羊為藉著流血的祭來救贖他，並為著

人做事最主要的工具，代表我們的行事爲人，就
是說主的話要繫在你我的行事為人上面。這就是
把主的話和你我對主話的喜樂、享受、寶愛，充
滿家的每一個房間，這是我們的家教。
在主裏教養兒女
一、兒女是神所託給的產業，要格外鄭重從神
領受這榮耀的託付（詩一二七 3）
。二、每一個孩
子一生下來，就該把他們奉獻給主，並且全家也
藉此有更新的奉獻（羅十二 1）
。三、每天為兒女
提名禱告，使他們一生活在主的恩中（撒上十二
23）。四、教養兒女，不憑自己的好惡，更不隨

聯合並稱義取用遮罪的皮子，這一切都是他從父
母的養育中得知的。以挪士身上，除了承繼蒙救
贖，還需要呼求耶和華，以得滿足。接下來以諾，
不只承繼上述幾項，更是與神同行。聖經說，挪
亞與神同行之後，又與神同工建造方舟。這些都
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的傳家之寶，不是外面的財

便惹兒女的氣。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養育他們，
並且要仔細聽他們深處的聲音，摸著他們深處的
感覺，好運用各樣的機會，引導他們更深的聯於
基督、經歷基督（弗六 4）
。五、每週該有溫馨甜
美的家聚會，使全家在詩歌和主的話中得餵養、
得滋潤、得成全（西三 16）。六、兒女是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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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版，要小心自己的言行，身教重於言教；父母

主保守（傳十二 1）。

愛主，兒女自然愛主；父母愛土，兒女自然愛土。
父母清心禱告，兒女就走上正道；父母批評論
斷，兒女就頑梗背逆。照著肉體撒種，就從肉體
收敗壞；照著靈撒種，就從靈收永遠的生命（加
六 7~8）
。七、不只注意兒女的學業，也要注意他
們的行事為人、待人接物：比方對父母的孝順；
對弟兄姊妹的友愛；對親友的禮貌；對家事的殷
勤等等（弗六 1、提前三 4、箴二二 6）。八、要
注意兒女屬靈的前途，過於屬地的前途：不要勉
強兒女參加太多的才藝班、補習班，免得他們的

使我們的兒女盡功用並打開家作家中小排
我們不僅需要藉著家中牧養，以基督傳家，使
我們的兒女有基督豐滿的所是；另一方面也需要
為著使我們的兒女成為盡功用的肢體，而在家中
開排過身體生活。在排中他們人人尋得屬靈同
伴，有追求、相顧、享受主、晨興的同伴，也成
為活力的同伴，有負擔為同學得救有爭戰的禱
告。並且渴慕將他平日所認識與經歷的包羅萬有
基督當作福音與同學分享，好使我們兒女藉著平
日正常喫喝享受主，並湧流基督，而成為健康的

心離主越來越遠；卻要鼓勵他們參加召會的青少
肢體，人人都有分基督身體的建造。 （陳聖典）
年聚會、讀書園，趁年幼記念主，一生愛神，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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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書介

靈的操練與神的建造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六一年在台北所釋
放的信息，同年也交通到「教會建造的異象」
、
「召
會建造的藍圖與立場」、「祭司職分與神的建
造」。這是主帶領我們，一面看見召會建造的異
象，一面看到召會建造的路，乃是在祭司身上。
本書是在另一角度上給我們知道，神的建造與靈

所讀的感覺，從深處化作禱告，你越禱告裏面就
越有感覺，禱告到末了，你裏面就全是基督，滿
了基督，你也必定滿了喜樂，滿了平安。
但在我們事奉上，我們談話太多，商量事情太
多，彼此交通太多，研讀太多，聽得太多，看得
太多，就是禱告太少。以致我們靈裏貧、弱、死、

的操練有相當關聯。
書中共有十五篇信息，論到建造與靈的關係，
而我們靈操練最好的憑藉有兩方面－禱告與讀
經，結果我們就消極的脫離形式規條，積極的流
出聖靈的活水來。
神永遠的心意乃是生命與建造，所以神將一切
放在基督裏給我們享受，聖靈將主耶穌實化在我
們裏面，而產生召會的建造－神人的調和。
故此，神給人的兩大禮物－聖經和聖靈。聖經
是神的話，是神給人享受的憑藉之一，也是基督
的啟示和說明，其中藏有基督的靈。聖靈是神應

舊的光景。所以我們必須在話和靈這兩面都有平
衡的發展。
在主恢復這幾十年的歷史中，聖徒在個人或團
體聚會中人人寶愛主的話。但今日召會在神面前
的缺欠，就是真實的交通和禱告，以及在生活與
聚會中的調靈。所以，我們首先必須轉過來，專
專注重靈的加強。調靈的基本原則，就是操練
靈。在日常生活中要個人操練靈，即使我們是走
在路上，或者坐在車上，我們裏頭還能不斷的禱
告。這種隨時的禱告，就叫我們一直運用靈，操
練靈，而使我們的靈越過越強越盛，我們真實的

許的中心，是基督的實化。我們如何接觸神的話
和靈？簡單的說，要接觸神就要讀經，要接觸神
的靈就要禱告。今天讀經禱告最簡捷、最有效之
路就是你讀到甚麼就化禱甚麼，讀多少就禱告多
少。話是叫我們明白、認識祂；靈是叫我們接觸、
摸著祂。你去明白、了解的時候，是動你的理智，
動你的頭腦；禱告乃是動靈的問題。我們若肯把

長進就在於此。另外就是每次和地兄姊妹在一
起，也都該把靈釋放出來，和弟兄姊妹一同禱
告、操練。比方，我們每一次聚會，不管是甚麼
性質的聚會，不管有甚麼人在場，我們的靈都該
自由的釋放出來。我的靈出來，你的靈出來，他
的靈出來，大家的靈都出來了，眾人靈靈相調，
匯為一流，自己就顯出生命活水的光景。我們去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報導

2011.06.19

看望弟兄姊妹，總是盡量帶人一同禱告，若是能

告，讓人在靈裏直接遇見主，得著供應，解決問

拿出二十分鐘的時間，和他一同跪在主面前禱
題，果效必定大多了。
（陳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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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靈的操練與神的建造
第一篇 召會的建造與靈裏的禱告、第二篇 禱告主與充滿靈
讀這兩篇信息最深的感受是，神藉著化身在子
裏，子又實化為那靈，而讓這位經過過程的神得
以成為人的供應和享受，應付人一切的需要。同
時，因著人接受神，讓神應付人的需要，至終卻
成就了神的目的─人調到神裏面，浸沒在神的靈
裏，失去自己，同被建造成為一個身體，作神的

福音所說「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又說「只
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
際，…祂要從我有所領受而宣示與你們。」人只
要相信主耶穌，就能接受主經過死而復活所成為
的那靈，接受耶穌基督的全備供應─生命、力
量、智慧、道路、糧食、活水…，來應付人生一

居所，榮耀的家。
神的屬性、美德，諸如愛、光、恩典、忍耐、…，
正是人的需要。只因人不過是器皿，有這些美
德、屬性的“空殼子”，人還需要神的生命、神
的自己作實際，作內容，才能應付人生一切的需
要。所以當初神造人的時候就把人擺在生命樹跟
前，要人主動接受生命樹所表徵神的生命。可惜
人沒有這麼做，反而接受知識善惡樹，接受了罪
的生命，所以人也就落到悲慘的光景。但神沒有
放棄原初的定旨，因此，祂親自成為人，就是神

切需要。
以上是神經過幾個步驟來應付、滿足人的需
要。而在人這一面，當我們相信、接受主後，最
重要的就是要禱告。而且禱告的主題，需要是主
耶穌自己遠超過我們的難處與需要。耶穌是神的
具體化身，神一切所是都在這位耶穌基督裏，祂
足能應付我們的需要。我們每天要有一段「我主
與我的時間」
，和祂談心，向祂訴說，將「垃圾、
難處」倒給祂，並吸取祂一切的豐富，最終就能
被祂頂替與充滿，而能在各樣事上得勝有餘。並

的兒子。神把祂一切的榮耀、豐盛，一切的所是、
且不斷這樣經歷的結果，也就讓我們逐漸脫離我
所有都放在祂兒子裏面。人接受、相信祂的兒子
們的罪、己、舊造、天然，而逐日被變化成為主
（耶穌）也就得著神，得著神的愛，神的恩典，
所要的金、珍珠、寶石，與眾弟兄姊妹同被建造，
神的豐富。神的兒子又藉著死而復活成為那靈、
成為彰顯神的團體大器，神榮耀的居所，至終完
賜生命的靈，內住在所有相信接受祂的人裏面，
成於新耶路撒冷。
（邱智誠）
作他們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這就是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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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5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總

計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日本賑災

苗栗相調
中心購地

專 案
學生夏訓
累計收支

本月收入

1,977,732

1,475,832

46,100

43,500

412,300

1,103,100

本月支出

2,106,016

1,604,116

46,100

43,500

412,300

0

本月結存

-128,284

-128,284

0

0

0

1,103,100

禱告事項
四、印度學員開展：5/17～7/22 為期十週，請為著清
大、交大外籍生能興起正常的英文聚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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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升高中及大學青少年代禱。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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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5 區馬呂月妹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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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肺腺癌受抑制並縮小代禱)；201
區鄧新國弟兄（為中風後復健順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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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270
1229

禱告
135
104
139
116
494

排生活
251
253
352
222
1078

二、請為「詩篇結晶讀經」現場訓練和錄影訓練代禱：
求主賜我們饑渴慕義的靈，享受那靈向眾召會所
說的話而得飽足。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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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交接給他們戶籍所在地
的聖徒照顧餧養。

︽︽︽︽︽︽︽︽︽︽︽︽︽︽︽︽︽︽︽

報告事項

一、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聚會：6/19（日）15：00 於
仁愛會所三樓舉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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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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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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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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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全台眾召會第二梯次基礎造就聚會：8/13（六）
～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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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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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每班 300 人（額滿為止）
，費用每人 700 元。
（詳閱通啟）
七、全台路加相調聚會：8/20（六）12：00～8/21（日）
12：3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歡迎在醫療院所、
醫學院校服務、就讀之聖徒(或福音朋友)、眷屬，
及一同配搭服事的弟兄姊妹參加。費用：成人 800
元、學生 600 元、學齡前 3-6 歲兒童 400 元、嬰
幼兒不佔床免費、不住宿者 600 元。報名截止日
期：7/24。（詳閱通啟）（會有兒童及青少年的服
事）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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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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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沈家本弟兄與林慧雯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7/2（六）
10：00～11：20 於科園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
往扶持並為雙方親友代禱。
2011 年 06 月 06 日 至 2011 年 06 月 12 日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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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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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600
286
1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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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2
163
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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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6/19(日)
6/20(一)
6：45 集中晨興成全
15：00竹苗區負責
弟兄交通聚會
二大組福音聚會
19:30負責弟兄交通
大組讀經追求
聚會
6/26(日)
6/27(一)
6：45 集中晨興成全
小六畢業相調3
大組讀經追求

19:30負責弟兄召聚
專項核心交通

6/21(二)

6/22(三)

6/23(四)
6/24(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小六畢業相調1

禱告事奉聚會
6/28(二)

排聚集
6/29(三)
美國夏季訓練

排聚集
排聚集
6/30(四)
7/01(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美國夏季訓練
美國夏季訓練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6/25(六)
大組核心交通
竹苗區姊妹聚會
小六畢業相調2
15：00小六受浸聚
會
7/02(六)
大組核心交通
美國夏季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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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傳福音奔跑基督徒的賽程

哥林多前書九章二十三節：「凡我所行的都是
去獎賞，就是主給忠信跑完賽程的人特別的享
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享這福音。」接著二
受。
十四節：「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
事實上，要享受福音，最直接的路就是傳福
的只有一人？你們應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
音，過一個福音的生活。保羅說凡他所行的，都
賞。」當我們仔細讀上下文，不難領會保羅乃是
是為福音的緣故，含示他過生活就是為著福音。
指傳福音就是在跑基督徒的賽程。行傳二十章二
他曾織過帳棚，為了供給他和他同工的需要，他
十四節：「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
也有不工作而專心服事的時候。但無論他或工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
作，或全時間服事，都是為著福音的緣故，都是
事，鄭重見證神恩典的福音。」乃是印證這樣的
為著過福音的生活。當他過這樣福音的生活時，
領會。這節所說的「路程」，與提後四章七節保
他說他就與人同享這福音。這樣看來，雖然基督
羅說「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的「賽程」，
徒的生活有外面飲食、車子、房子、妻兒，甚至
在原文是同一個字。當我們思想這幾節聖經時，
是將來退休的需要，但那些不該是目標，我們的
應當可以看出保羅將他重生、蒙主呼召之後的人
目標該是傳福音。並且這樣福音的生活，不但使
生看作是是一個路程，甚至是一個賽程，是需要
我們自己享受了那叫我們得救的福音，更使我們
用跑的來完成。而他將傳福音當作是這個賽程，
與人同享這福音。雖然這是一種勞苦，卻是有享
並且傳到殉道才說他跑完了這個賽程。
受的勞苦，甚至至終能叫我們得主獎賞的勞苦。
生命讀經有一段關於林前九章二十三和二十
既然主量給我們每一位得救的人都有一個賽
四節的話：『事實上，二十四節不該與二十三節
程，我們就不能不跑，並且我們必要跑完這個賽
分開，因二十四節是解釋二十三節所說同享這福
程。但我們的態度將決定我們如何，以及何時完
音的意思。賽跑是勞苦，但得著獎賞是有所享
成這個賽程。保羅在林前九章十七節說：「我若
受。今天我們傳福音時就是在賽跑。但在主來時
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管家的職分
得著賞賜，獎賞，乃是得著特別的享受。』從保
卻已經託付我了。」故此，我們寧可甘心樂意的
羅所說和所活的，我們可以看見，基督徒的生活
來奔跑這個福音的賽程，好使我們今天就有享
乃是一場賽跑。若我們今天過一個傳福音的生
受。若有信徒覺得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已不如以前
活，我們就是在賽跑。反之，若我們今天不過一
來得享受，應當從保羅在此給我們的開啟和勸勉
個傳福音的生活，到了我們人生的終點，或到了
得著鼓勵，前來奔跑這個福音的賽程，如此就能
我們見主的時候，將無法像保羅那樣有把握的
恢復一個信徒對主該有的享受。
（盧正五）
說：「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我們將會失
︽︽︽︽︽︽︽︽︽︽︽︽︽︽︽︽︽︽︽︽︽︽︽︽︽︽︽︽︽︽︽︽︽︽︽︽︽︽︽︽︽︽︽

舊約讀經心得

以西結的四種身分

以西結在他所寫書卷前三章，經歷觀看異象
（結一 4，15，27），聽見聲音（一 28，二 2），
喫書卷（二 8，三 1）和講說主話（三 1，4）的
同時，神清楚地賜他四種身分，好在地上為祂盡
職。

首先，以西結出生就是祭司，「耶和華的話特
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一 3）。布西，
意，可輕視的，或被藐視的；以西結，意，神加
強，或願神加強。作為布西的兒子，以西結是受
人藐視，被人輕視的申言者，但他被神那全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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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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強。以西結是羞辱之子，卑屈之子，受神指
派給以色列人作兆頭，就是他們蒙羞的兆頭（十
二 6，11，二四 24，27）
。他是蒙神加強並加力的
人，能忍受一切的羞恥、羞辱，好作神的申言者，
神的出口，盡他的職事。以西結身為祭司，是一
個活在神面前、事奉神、並與神調和的人。他在
被擄之地的迦巴魯河邊，不在聖殿裏；但他仰望
神、禱告神、接觸神、與神交通、並等候神。因
為以西結是這樣的人，所以諸天向他開了，他就
看見神的異象。所以「祭司」是以西結在神前第
一個身分，也是神的話（表達神心意）和神的手
（表現神能力）臨到他的基本身分。
其次，以西結看過異象後，神要他起來，和他
說話，那時「靈就進入我裏面，使我站起來；我
便聽見那對我說話者的聲音。」
（二 2）注意此節
「靈」是以西結能站起來和聽見主話的關鍵。結
果神第一次差派他說，「我差你往他們那裏去，
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他們或聽，或
不聽，（他們原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們中
間有了申言者。」
（4，5）以西結將聽見神的話，
向以色列人講說，便成了「申言者」。可見申言
者不是講自己的話，而是講說神的話（三 4）
，當
然也包括說豫言（十一 4）。
第三，當以西結照神吩咐，喫過書卷，神告訴
他，對他所說的一切話，心裏領受，用耳聽聞（三
10）
，並經歷神的靈和神的手（12～14）後，神就
對他說，「我立了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你要
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其中警戒一字
原文有閃爍、發光、警告和教導等意，因此守望
者不只像申言者說神的話，更要藉書卷的話或神
說的說，使人蒙光照，受教導，甚至嚴厲的警告
他們。所以，以西結身上不僅有神的手（2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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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24），還強調耶和華的榮耀（23）。
末了，以西結不只拿鐵盤作鐵牆給以色列家作
一個兆頭（四 3）
，自己本身也成了神給以色列家
作「兆頭」的（十二 6）
。兆頭原文亦作記號，其
字源意使光亮、美麗的（吸引人注意），因此神
要藉以西結所行、所表現的或所遭遇的，吸引以
色列人的注意，使他們蒙光照，認清自己的光景
是何等悖逆、敗壞，也豫知將來的遭遇（11～
16）。兆頭按字面領會不具備人位，不該是人的
身分，然而聖經不過借用此字，卻有更深的意
義。或許由十二章十一節便可理解，那節說，
「你
要說，我是你們的兆頭：我怎樣行，你們所遭遇
的也必怎樣。」顯示以西結豫表耶路撒冷的首
領，和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全家（10），他這活
「兆頭」是有人位的。
除了上述四種身分外，神還對以西結用了一個
在舊約頗特別的稱呼「人子」（註：舊約中，另
一被稱為人子的是但以理，不過他只被稱呼一次
（但八 17）
，不像以西結多次被如此稱呼）
，特別
是前述後三種身分，神差派或設立他時，一開口
一定都提到他是「人子」
（二 1，3，三 17，十二
2，3）。這似乎在提醒或強調，以西結是站在人
的地位上為神說話作「申言者」；為神警戒以色
列家作「守望者」；更代表以色列人作「兆頭」，
豫先顯示或遭遇以色列人要面對的境遇。（詳
見”神的異象啟示的四步”）以上四種身分中的
第一種，對新約信徒來說是普遍的、團體的，因
為我們是君尊的祭司體系（彼前二 9）
。後三種都
是神設立的，其中第四種「兆頭」較少人有此經
歷，或許只有在主職事裏，經苦難、受成全而模
成神兒子的形像（羅八 29）可以比擬。
（董傳義）

︽︽︽︽︽︽︽︽︽︽︽︽︽︽︽︽︽︽︽︽︽︽︽︽︽︽︽︽︽︽︽︽︽︽︽︽︽︽︽︽︽︽︽

造橋學員開展見證

耶穌是主，基督得勝

路加福音十二 49：「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若
是已經著起來，那是我所願意的。」這話也可譯
為，「我何等願意是已經著起來的！」從使徒行
傳的記載我們看見，在主受死以後，這火就成了
火焰。開展中，火在我們身上燒了起來，不僅如
此，藉著多的交通和禱告，也在社區的弟兄姊

妹，在竹苗區的大專學生中燒了起來，讚美主把
我們燒成一團熱火，使我們帶著衝擊力也出去燒
別人。
(蔡志勤)
︽︽︽︽︽︽︽︽︽︽︽︽︽︽︽︽︽︽︽︽
這九週開展下來，我經歷到主在這時代的行動
是快速的。以往在實行神命定之路操練開展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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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訓練中心一學期才帶兩個人得救。但是，
提摩太前書二 4：「神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
在這裏主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尤其在育
全認識真理。」我們的救主神願意萬人得救，神
達的開展，有連續兩天都在一個晚上就帶了十個
也願意得救的人完全認識真理。越傳福音越強烈
人得救，其他幾天平均也有七到九位。馬太福音
感覺「人人都需要耶穌」，許多人不信是因為沒
二十四 14：「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
有聽過耶穌，也不知道神的救恩是什麼，所以，
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我要一生與主配合，
只要我們去「傳」，人聽見福音，就能信入主耶
傳揚國度的福音，迎接主的回來。
(何俊明)
穌。很享受和弟兄姊妹一同傳福音，一同牧養新
︽︽︽︽︽︽︽︽︽︽︽︽︽︽︽︽︽︽︽︽
人，若沒有基督的身體，開展是不會這麼喜樂
哥林多後書四 5：
「因為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
的。當每一個人都擺上自己的那一份，有的分享
傳基督耶穌為主…」在造橋這裏的開展，我們看
詩歌、有的分享主的話、有的分享生活上的經
見了宣揚高品的福音，不在於人聽不聽得懂、人
歷。我們一同在身體中牧養新人，就能結長存的
的學識有多少、也不在於我們的口才好不好；我
果子。這樣的開展真的太榮耀了，也非常的喜
們不是傳我們自己，乃是傳耶穌是主。我們每一
樂。我願意一生都過這樣開展的生活，不論去哪
次的出去，就是尋找這天的平安之子，他們的心
裏，都願意在基督的身體裏，走神命定之路。
眼若是看見了福音的光照，就能得救並且得著真
(吳筱茵)
正的自由。這樣一個高品的福音是何等的有價
︽︽︽︽︽︽︽︽︽︽︽︽︽︽︽︽︽︽︽︽
值，也是何等的寶貴，這是我們所要作的，也是
提摩太後書四 2：「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
我們所要傳的，叫我們遇見人，不講別的，只講
時，都要預備好，…」這兩個月，無論得時不得
「耶穌是主！基督得勝！」
(于煥永)
時，我們每日都對各種人說基督。我們拿起傳揚
︽︽︽︽︽︽︽︽︽︽︽︽︽︽︽︽︽︽︽︽
福音的負擔，無論得時不得時、時機便利不便
羅馬書十 14：「然而人所未曾信入的，怎能呼
利、受不受歡迎。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人遇見
求？所未曾聽見的，怎能信入？沒有傳道的，怎
的問題千百種，而我們又只是二十多歲的年輕
能聽見？」因著我們出去傳福音，人就聽見話，
人，人怎麼會聽我們說些什麼呢？但從頭一天直
聽見話就信入主，信入主就呼求主名，結果就必
到如今，我們能見證，在我們這瓦器裏是有寶貝
然得救。在造橋，許多人因此從黑暗轉入光中，
的，這寶貝就是基督，主耶穌自己。是主作他們
有初信者因此和我們一同出去傳福音，並且羨慕
人生的意義，是主成他們喜樂的秘訣，主更成為
和我們過一樣的生活，走神命定之路太有價值
他們各樣難題的解答。感謝主！這樣的生活真是
了！
(王力巧)
太榮耀了。
(朱曉語)
︽︽︽︽︽︽︽︽︽︽︽︽︽︽︽︽︽︽︽︽︽︽︽︽︽︽︽︽︽︽︽︽︽︽︽︽︽︽︽︽︽︽︽

壯年班受訓蒙恩見證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攜手奔跑屬天賽程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聽見壯年班美妙動人的
歌聲，內心深深受吸引，當時我就向主許了一個
心願：「若有機會我一定要參訓！」2010 年初，
主聽了我的禱告，我在工作中得着釋放，同年秋
天就與我姊妹一同參加壯年班的訓練。
受訓前我是個律己甚嚴、生活緊繃的人，生活
就是「忙、盲、茫」，沒有目標也沒有喜樂，真
是勞苦重擔。感謝主！壯年班幫助我建立晨晨復
興的生活，藉著定時禱告，享受與主情深的交
通，並且與弟兄們操練「禱、研、背、講」而能

漸漸地被主的話構成。
天天來到生命活水泉源的跟前，享受三一神甜
美的分賜；在核心課程中，我研讀新約各卷書得
豐富：首先是約翰福音、以弗所書和哥林多前書
說到神的分賜，其次是羅馬書說到神是恩典；末
了是哥林多後書提到神的職事。真是豐富且述說
不盡，訓練使我贖回光陰竭力追求真理。
在壯年班我學習與弟兄們同心合意配搭，服事
的過程中尊主為大，遇有意見不同時，我們就轉
向主，在靈中交通操練「不堅持」，弟兄和睦，

在「愛」中顧到身體的感覺。我們夫婦能同心參
改變了我，除了配搭內務環境整潔，也藉著團體
加訓練真好，週末一同作功課、一同配搭看望、
晨興及上課使我享受眾人裏面的基督，在陣容堅
傳福音，阿利路亞！同心攜手奔跑屬天的賽程。
強的教師們傳輸之下，得著屬天的供應，並天天
(竹東 楊清淞)
經歷享受神聖三一的分賜。這學期在召會歷史的
︽︽︽︽︽︽︽︽︽︽︽︽︽︽︽︽︽︽︽︽
課程中，看見歷世歷代的榜樣，他們是如此地為
在 2009 年新春華語特會中，聽見壯年成全班
主擺上一切，更加強我奉獻的心志。
的詩歌展覽，使我們內心深受感動，甚至我們高
這學期還聽到幾位姊妹說：「我和我弟兄長得
一的兒子在會場中還很認真的對著我說：「媽媽
很像！」，雖然聽到時心裏還蠻高興的，因為夫
你也可以去參加壯年班！」當下我就說：
「好呀！
妻愈相愛就愈像，但這不是我的目標，誠如年長
我先去壯年班，以後你大學畢業也參加全時間訓
的趙弟兄勉勵我們的話：
「趙」這個字是：
「一個
練！」。感謝主沒有忘記我年輕單身時曾向主許
走、一個肖」，我們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一直跟
的心願，就是：「我要參加全時間訓練！」竟然
著主走，而且要愈走愈像主！這一次夫婦能同心
在經過了 20 多年我頭髮都白了，才兌現了我這
參訓真好，夫妻是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也盼
張屬靈的支票，所以 2010 年夫妻就一起來參加
望在攜手奔跑屬天賽程中，我們更愛主而更像
壯年班訓練。
主，我們願意交在主訓練的手中，求主繼續製作
受訓前我是個鬆散、凡事差不多就好的人，比
我們，感謝讚美主！
(竹東 楊鄧惠華)
較喜歡單獨一個人完成工作。感謝主！參訓後主
︽︽︽︽︽︽︽︽︽︽︽︽︽︽︽︽︽︽︽︽︽︽︽︽︽︽︽︽︽︽︽︽︽︽︽︽︽︽︽︽︽︽︽

幼幼排蒙恩見證

在主沒有難成的事

感謝主！賜給我們有肉身的下一代。在我們所
在的區附近，陸陸續續有姊妹生產，於是我們就

一下並且好好享受主。聚集中，有在手中抱的小
孩，地上爬的，剛會走路的，從剛出生兩個月到

開始尋求是否要有幼幼排的實行，但在我天然對
於聚會的觀念裏，始終覺得聚會就是要好好的禱
告，唱詩歌，讀主的話，若要實行幼幼排，那聚
會流程應該是怎樣呢？
最近小區都有週週叩訪的行動，我們也帶著孩
子一同外出接觸人，叩到一位太太，他的小孩十
一個月大，他很親切的邀請我們進去他家，而我
們也很自然的就唱起兒童詩歌，分享召會中所實
行的品格教育，突然間，我就懂了，原來這就是
幼幼排，很自然在生活中傳福音，沒有規條，沒

三歲的都有，並且有老中青少的弟兄姊妹來配
搭，這樣的排聚集，真的很壯觀，也顛覆了我傳
統老舊的觀念。而我們也在靈裏新鮮活潑的配
搭，吃完飯後就唱詩歌，讀一段簡短的信息，每
週一位媽媽輪流預備，會後為孩子們禱告。實行
到現在已經一個月多了，幾乎每一次都有福音朋
友來，還有一次因著竹大學生要作 1～3 歲幼兒
的觀察，而來了四位福音朋友，感謝主！這都是
主豐厚的祝福。
因著幼幼排的實行，我們幾位姊妹天天三通晨

有聚會儀式，流程。有一次在我們的區傳福音社
區沒有約到人來，裏頭覺得對主很虧欠，以前弟
兄們都會說我們要作兒童排來得父母，這句話對
我只覺得是口號，但因有了上次叩訪的經歷，還
有小區需要繁殖擴增，所以我就跟主宣告，我們
要開幼幼排來得父母！
因此就跟區裏的聖徒交通，大家都有負擔，有
姊妹願意週週為我們預備飯食，也有姊妹一下班
就來扶持，幫我們照顧小孩，使媽媽們可以休息

興，為著福音朋友，為著聚集禱告。晨興時孩子
會在旁邊吵鬧，但我們仍然喜樂被主充滿。有一
位姊妹平常比較沒有聚會，也開始週週來聚會，
有負擔把家打開。幼幼排結束會後，我們會留下
來繼續接觸福音朋友，或是回訪，或是去叩門，
這樣的生活，使我們天天新又活，也實在能見
證，在我們不能，但在主豈有難成的事！這就是
我們蒙恩的幼幼排，願主繼續賜祝福！
（朱魏君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