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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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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興起傳福音，帶人得救同過召會生活
神來尋找失喪的罪人
創世紀第三章 8 節說：「天涼的時候，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那人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裏

陷入像經營公司盈虧獲利的困惑中—不太關心
人是否有正常屬靈吃、喝的享受，而著重於關心
主日聚會來了多少人。所以李弟兄教導我們，關

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耶和華神呼喚那
人，對他說，你在那裏？」。那人和他妻子，是
指亞當和夏娃，因吃了善惡知識樹的果子，產生
了人第一次的墮落，結果就是罪進入人的身體，
成了罪的肉體。人的靈死了，人與神隔絕，人失
去了他向著神的功用。因此，人的靈、魂、體三
部分，都因墮落而被破壞了，不能完成神永遠的
定旨，無法代表神、彰顯神。至終人服在虛空、
敗壞的奴役之下。現今時序已漸近歲末年終，天
氣也逐漸轉涼，人的心因著遠離神，受那惡者的

於如何接觸不信者（其實連剛得救的初信者也是
一樣），最有果效的四件事，要我們瞭解清楚並
付諸實施。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禱告。一個接觸
不信者最有果效的人，必定是個禱告的人；初信
者得救後還需要持續餵養禱告。第二件事，要到
主面前去，求祂使我們對這些事有負擔，我們該
求主給我們負擔接觸不信者，（關心初信者過召
會生活喜樂不喜樂？）。第三件事，為著兩三個
確定的人禱告求引導，如我們的同學、室友、鄰
居、親戚和朋友（每位初信者一定要有乳母專差

殘害，歲末天涼人總是容易觸景生情，也比較願
意向福音敞開。所以耶和華神也在那裏呼喚著
說：人啊！你在那裏？我關心你；我要來拯救
你。大本歌 664 首，是美國盲人姊妹柯蘿絲貝所
寫，一首很感人的福音詩歌，李弟兄將他歌辭修
改得更通俗一點，歌詞為：「速興起傳福音！速
搶救靈魂！請你看千萬人天天沈淪！莫塞住憐
憫心，莫看重金銀，鬆開手，傳福音，趁著現今。」
傳福音的目的與四個實行的點
傳福音的目的乃是為著神殿的建造，帶罪人得
救同過召會生活，為著召會的建造。我們不僅需

託付）。第四件事，確定的為著主，使我們為有
負擔的對象禱告。每週該有一兩天分別出來，專
一的在主面前為福音對象禱告，因主最容易答應
的禱告，就是我們題名為罪人禱告；（有時初信
者一得救後，遇到攔阻就不願意來聚會，甚至躲
著你）。所以我們不只該結果子，並且要果子長
存，與我們一同過喜樂的召會生活。
把握今年最好的得人機會
11 底到 12 月份，是最重要的得人月份，我們
需要速興起傳福音、接觸人，並為不信者禱告。
召會聖徒們需要接受負擔，人人走出去接觸人、

要大量的得著青年人，更需要藉由帶人得救，使
自己在生命的經歷上長大成熟。我們不僅需要關
心區裏主日聚會人數的統計，我們更需要關心每
一個得救後的新人，是否有受到妥善的餵養、成
全。並從人數的擴增上，來核對我們對弟兄姊妹
門的愛和對主的享受。因我們的墮落天性，容易

傳揚福音。感謝主！今年竹苗眾召會在「全台青
年得一萬」的呼召上，同心合意齊心努力，在造
橋育達技術學院傳福音及三、五大組的叩門行動
中，得著了許多平安之子。是到目前為止達成「全
台青年得一萬」比率最高的召會。因著對人的負
擔，我們不可懈怠，12 月 8 日有竹苗眾區的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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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聚會。12 月 23 日有青職愛筵福音聚會，12
月 25 日有一大組的年終愛筵福音聚會…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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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我們去得人、帶人得救，同過召會生活。
（林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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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仙台開展隊報導

配合神聖經綸有分召會擴展，

看見召會需要得著青年人配合神聖經綸，有分召會擴展
已過週三(11/9)我們前往山形市，與弟兄姊妹一
同有分福音行動。在過程中，我們珍賞聖徒們福
音的負擔與迫切的靈。當天上午我們一抵達山
形，就先與住在山形和東根的聖徒們，到一位目
前接觸許多，但仍在公會裏聚會的竹田弟兄家中

裏，我們陪讀了約翰福音三章一至七節，在信息
陪讀完後，我們進一步和他讀到了關於信而受浸
的註解。並問他是否相信，便進一步的鼓勵他受
浸。感謝主！當天中午他就得救了。在隔天晚上
我們與聖徒配搭再度去看望他，並與他約定固定

聚集。在聚集裏，竹田弟兄問道為甚麼我們會來
到日本東北地區傳揚福音，負擔是從何而來。在
聚集裏，聖徒們也一同擺出恢復本聖經註解的豐
富，並且享受詩歌。
下午，我們分組在山形車站附近傳傳福音，我
們留到幾個敞開的名單。看著弟兄姊妹們積極地
接觸路人，並且向路人介紹恢復本聖經，帶人呼
求主名，這樣的光景真是激勵我們。求主加強在
山形地區的見證，繁增、擴展祂的召會。
在身體配搭中，得著青年人

享受主話的時間，求主加多祂的憐憫，使他能成
為常存的果子。
至於和石澤同學的家聚會過程中，除了原先可
配搭的聖徒之外，也臨時有兩個家前來會所，並
和我們一同配搭，令我們大受鼓勵。用餐後，我
們一同唱詩並且讀了一點聖經，相信主的話就是
生命的種子已經種到他裏面，盼望聖徒能持續堅
定的牧養接觸他。
相調見證合一，看見召會需要
主日(11/13)我們參加山形、東根及米沢地區聖

之前我們在仙台會所附近的公寓叩門時，接觸
到了幾位頗敞開的青年人。其中有二位青年人—
田中信也及石澤徹；田中同學為了重考大學一個
人從青森到仙台這裏租了間公寓，為著補習及豫
備考試；石澤同學則是從山形到仙台就讀專門學
校。
因此，我們與聖徒一同配搭去看望他們時，就
邀約這二位青年人週四(11/10)到會所和我們一同
用餐。當天我們豫備了簡單的料理來愛筵他們，
並和聖徒一同配搭聚會。在和田中同學的家聚會

徒的集中主日聚會，在會中我們一同讚美，並見
證我們在基督裏是一。山形目前沒有會所，平日
聚會是在一位弟兄的家裏，每二週會集中一次，
當天還有一位是在自由團體裏聚會的富樫弟兄
參加。因着在這地的弟兄姊妹較少，各地與各地
間的距離也較遠，弟兄姊妹們如此出代價的在主
名裏聚集，顯得格外寶貴。願主記念祂在東北地
區各地的見證，並為弟兄姊妹間的相調開路，使
主恢復的見證，在東北各地的得著加強。
（轉載自全時間訓練秋季海外暨台灣開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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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班查隆開展隊報導

加強牧養聯繫，聖徒配搭，新人更敞開

受浸人數突破一百
本週主將二十一個果子加給我們，開展隊受浸
人數突破一百位，至本週共計一百一十位，其中
有六個家，還有許多半家得救的新人有心愛主，
但受到配偶或家人意願的限制，實在需要主綑綁

魔君，得著他們的另一半。本週主給我們一個
家，是一對年輕夫婦，因著隊員前去與弟兄的母
親家聚會，母親也和我們一同向兒媳傳福音並解
釋受浸，就這樣得著第六個家。另外，十日那天
同時一對姊妹、一對姊弟和一對兄妹受浸；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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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那天同一 棟上下樓 的鄰居同時 願意前來 受
浸，並在受浸後藉著陳明真理，願意取下頸上的
偶像項鍊，歸還朋友或交由弟兄們處理，為此我
們讚美主得勝的名！
加強牧養聯繫
為著使後續服事者能順利交接，本週加強了回
訪與家聚會，希望能將得救的新人每一位都走過
一次，情形好的能再成全，尚未穩定家聚會的能
成為固定牧養對象，久未能聯繫者能再聯絡上。

另外也求主釋放新人能前來排聚集與區聚會，盼
望我們所結的果子能常存，過團體的生活。
聖徒配搭，新人更敞開
本週有曼谷七、八區以及九區的聖徒來配搭，
開展在身體裏就蒙福。藉著聖徒與我們前去叩
訪、家聚會以及邀約前往二十日的召會成立聚
會，許多新人們就向我們更加敞開。求主加給祂
的召會牧人和教師，使新人得穩固。
（轉載自全時間訓練秋季海外暨台灣開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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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五課 神命定之路是要得著全家

我們在考慮神命定之路傳福音的操練與實行
時，必須把神救恩的單位包括在內；神給我們得
救的應許是以家當作單位，得救乃是一家一家
的，我們需要按著神的話到神面前來求，不只是
為著自己，乃是為著家到神面前辦交涉。也因
此，我們有一個盼望，就是在肉身生在我們中間
的兒女，在屬靈上就也得生在我們家裏。主把他
們擺在我們手裏，他們若不得救，我們就不讓他
們出去。在聖經中，無論新舊約都可以看到神救
人是一家一家為單位。挪亞是全家進入方舟；受
割禮的應許是給亞伯拉罕全家；逾越節的羊羔總
是一家的人共同接受；祭司的職分完全是以家為
單位的；紅繩子的救恩乃是救喇合全家；舊約裏
耶和華的祝福也是以家為單位，約櫃停在俄別以
東的家，神就賜福給他全家。新約中得救也是一
家一家的：撒該一家、一個大臣的全家、呂底亞
一家、禁卒一家、基利司布全家、司提反家、阿
尼色弗一家。
初信的人應當把家裏所有的人都帶進這救恩
裏，並為此禱告，神要尊重你的信心。盼望初信
的聖徒看重這事，一得救就必須把家人都聚集在
一起宣告說：
「從今天起，我的家是屬乎神的。」
而不顧家人真實的光景是否屬乎神，他們反對或
是贊成，都要這樣宣告。初信的人一起頭這樣宣
告：我的一家是歸與主的，抓住這個韁繩，然後
事情就成就在你身上。要常常在家中這樣宣告，
總要帶領家人到主面前，一個都不漏掉。做家長
的要站在家長的地位上宣告說，我的家要相信

主，我的家不能有不信。家長能夠替這個家斷
定，你有信心宣告，你用權柄帶領，就自然而然
的把兒女都帶進來，「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的宣告是每個家長都應當有的。
當你站在這樣的地位上時，下面的人都得來，無
法逃掉。千萬不能放鬆家裏的孩子，更正教的失
敗就是容讓家中的下一代信仰自由。作家長的人
有權柄把全家人帶來，叫他們得救。不只家長要
抓住這事，就是另外的人也得抓住他的父家來
求，像喇合一樣為著這一個家在信心裏求。對我
們傳福音的人，傳福音的目標都該是一家一家，
你要一個家，就得一個家。你如果只要一個人，
就只得著一個人，神是按人的信心來成就事情。
當我們出去叩門，就可以接觸全家，我們出去的
時候不要顧到人數，要顧到全家。我們應該得著
家中的每一分子。我們若恆忍堅定持續的出去，
每年至少必能穩固得著兩個可靠的家。
看見家是神對待人的單位，就能得著許多的祝
福。我們要學習抓住神的應許，全家的得救是一
個最大的原則，一個人得救，全家就得救。在這
件事上，我們這個人在神面前總得站住，然後你
那家在神面前就改變。不管父母立了多好的榜
樣，兒女將來如何發展，乃在神的憐憫。父母必
須維持高的標準，同時需要信靠主。我們兒女的
得救和屬靈幸福對我們也是試驗，我們只該盡我
們的責任，照著主的教訓養育兒女，他們是否蒙
揀選，不在於我們。
（謝苗琳）

【禱告事項】
一、為竹苗區眾召會今年第四季達成各項預算（特別是主
日聚會人數）禱告。
二、為聖徒普遍實行財物奉獻，以應付召會日益增加的經
常支出禱告。
三、為國家經濟情勢及政局能持續穩定發展，在位者敬畏
神，使福音越發在這地廣傳禱告。
四、青職代禱事項：1、請為各大組願意打開家傳福音、接
待、牧養成全青年人代禱。2、請為青職聖徒願意操練
過團體神人生活代禱。
五、大學代禱事項：請為竹苗區福音節期得救之初信者（目
前 98 人）後續牧養，使他們成為長存的果子代禱。
六、青少年代禱事項：請為各校園排傳福音及各大組青少
年福音聚會邀人、得人禱告。

七、請為病痛聖徒代禱：505 區馬呂月妹姊妹(乳癌轉移受
控制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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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區張炎柱弟兄（為胃腸基質瘤
術後標靶治療代禱）
；302 區吳李麗卿姊妹肺炎病情獲
得控制，已轉普通病房，仍請繼續代禱；103 區劉滬
生弟兄母親劉趙維珍姊妹因肺及胃部嚴重積水，目前
已轉普通病房治療。204 區蔡富達弟兄胃癌（病理報
告正常，癌細胞未擴散）請為術後康復代禱。二大組
高玉露姊妹車禍肋骨斷裂，目前於家中靜養，請為身
體康復代禱。

────────────────── 【報告事項】 ──────────────────
一、小五小六受浸聚會：12/3（六）15:00～17:00 於仁愛會
所，請向各大組兒童窗口報名。
（完成浸前預備課程追
求者，請攜帶學習單及得救見證，可獲贈受浸禮物一
份。）
二、全召會小五、六主日成全集中相調：12/4（日）請家
長於 9：30 前將兒童送至新光會所。
三、竹苗區福音收網聚會：12/8（四）19：30 於仁愛會所
舉行，主題：「人生的最高境界」。請為此禱告並盡力
邀請福音朋友與會。
四、希臘文班：12/9、12/16、12/23、12/30 每週五 8：00～
10：00 由楊景旭弟兄授課，地點於仁愛會所五樓經綸
室，教材每人約 300 元，意者請洽黃信雄弟兄。
五、一、二大組新春相調報名：2012 年 1/20～1/22 於苗栗

錦水溫泉飯店舉行，費用：食宿每人 2,400 元，若（尚
有 4 人房 4 單床 3 間、6 人房 3 間）報名截止日期：
11/30 或額滿為止。報名者請儘速繳費，才算完成報名
手續（詳閱通啟-請上新竹市召會網站報告事項中下
載）
六、三、四、五大組新春相調報名：2012 年 1/20～1/22 於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費用：食宿每人約 2,350
元（視房型而定）
（尚有 4 人房 14 間）報名截止日期：
12/19 或額滿為止。報名者請儘速繳費，才算完成報名
手續（詳閱通啟-請上新竹市召會網站報告事項中下
載）
七、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12
月追求進度：第十二章。

───────────────────────────────────────────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2011.11.14～2011.11.20）
主日
大組/召會

新
竹
市

新
竹
縣

苗
市
縣

一大組
二大組
三大組
四大組
五大組
合計
大學
青少年
竹東
竹北
湖口
寶山
關西
芎林
新豐
新埔
北埔
合計
竹南
頭份
後龍
造橋
苗栗
公館
頭屋
大湖
三義
銅鑼
通霄
苑裏
合計
總計

禱告

排生活

晨興

兒童 兒童

目標 人數 目標 人數 目標 人數 目標 人數 排數 人數
334
273
176
283
230
1296
160
174
120
130
70
60
26
70
45
25
30
576
100
100
30
40
200
20
40
20
20
20
20
20
630

331
262
176
240
211
1220
158
165
85
138
50
54
14
49
27
15
24
456
73
68
19
23
144
11
46
20
13
17
14
14
462

123
101
56
130
110
520
－
33
40
50
16
20
13
—
15
12
20
186
—
—
—
—
45
12
20
10
10
10
10
10
127

2502 2138 833

163 241 245
68 271 181
51 174 148
77 227 196
94 256 182
453 1169 982
73 － 156
47 106 70
25 200 152
40 170 156
12
80
62
15
70
55
5
30
13
15 — 50
14
45
50
7
30
19
9
50
36
142 675 593
20 — 41
27 — 25
4
— 10
12 — 25
51
76 107
7
12
8
16
30
29
9
20
22
6
20
18
8
20
20
7
20
20
2
20
15
169 218 340

203
193
120
201
155
872
－
84
80
80
40
50
16
—
30
16
20
332
—
—
—
—
90
14
30
14
14
14
14
14
204

218
156
120
174
118
786
114
88
44
81
25
44
9
20
27
13
18
281
29
33
9
17
82
7
27
20
11
12
12
4
263

12
8
8
8
7
43
－
－
3
6
1
1
1
2
1
1
1
17
3
5
1
1
3
1
1
1
1
1
1
1
20

49
67
38
39
50
243
－
－
31
54
6
8
6
16
3
5
0
129
3
13
0
4
4
16
7
0
0
0
0
0
48

764 2062 1915 1408 1330

80

420

日期
11/27（日）
11/28（一）
11/29（二）

內容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9：30 負責弟兄召聚專項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11/30（三）
12/01（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12/02（五）
12/03（六）
12/04（日）
12/05（一）
12/06（二）

大組核心交通
15：00 小五小六受浸聚會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9：30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全召會集中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12/07（三）
12/08（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19：30 竹苗區福音收網聚會

12/09（五）
12/10（六）

大組核心交通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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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猶大書中對三班人的警告

猶大書的主題乃是「為信仰爭辯」。寫作的背

在這簡短的書信中提到對三班人的警告

景是在召會墮落和背道的光景中，寫作的時間與

（11）
：首先是該隱的道路。該隱並非不事奉神，

彼得後書的時間相彷。本書四至十九節與彼後二

而是隨從己意事奉神的宗教道路，也就是沒有異

章非常相近，有可能是在召會中領頭的彼得與弟

象的事奉。其次是巴蘭的錯謬。巴蘭是申言者，

兄們為著背道的光景有所交通。因此，寫了這兩

卻因著工價教導人錯誤的道理，並濫用某些恩賜

封書信，針對那些不敬虔的假教師和假申言者有

的影響力，將神的子民帶到對偶像邪惡的敬拜。

非常嚴厲的對付。

貪愛不義的錢財會叫人闖奔巴蘭的錯謬。末了乃

猶大書只有二十五節，乃是寫給那蒙召、蒙愛

是可拉的背叛。可拉是利未的子孫，是被命定事

並蒙保守的聖徒，要為那共享之救恩，就是那一

奉神的人，卻因著想要高抬自己，背叛神行政的

次永遠交付聖徒的信仰竭力爭辯。這信仰不是主

代表權柄，就帶來死亡的毀滅。想想看！這三班

觀的相信，乃是客觀的信仰，就是神在新約中所

人都不是異教徒，而是有分事奉神的人。前者是

賜給我們之遺命的內容，也就是關於主的身位和

因沒有異象的事奉、次者是貪愛不義的錢財，而

救贖的工作。

後者是不守住自己的等次，想高抬自己，因而背

本書乃是對付背道者的異端。這些背道者，猶

叛。他們因而成為愛筵上的暗礁、餵養自己的牧

大在十五節，用了四次不敬虔來形容他們說，
「…

人、沒有雨水的雲彩並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

定罪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憑不敬虔所行一切不敬

又死，連根被拔出來（12）。

虔的事，又定罪不敬虔之罪人…」。這班人也是

本書的末了對信徒的囑咐，我們必須在召會生

作夢的人，憑肉體行事，輕慢、毀謗掌權者（8），

活中操練三個「在」
（20～21）：在至聖的信仰上

他們毀謗他們所不認識的，他們就像那些沒有理

建造自己，就是在祂的話裏被建造；在靈裏禱

性的畜類一樣（10）。他們是屬魂而沒有靈的人

告；在神的愛中，等候主，這是我們的盼望。然

（19）。這裏的意思是：他們有靈卻不用靈，也

後我們會產生對別人存畏懼的心，以憐憫照顧別

不在意靈，甚而棄絕靈，就好像沒有靈的畜類一

人（22～23）。結果，會使我們向神讚美和對人

般。這話對我們是警告，也是相當的提醒，在召

常存著盼望，並將榮耀和權能歸於祂，直到永永

會生活中要操練並運用我們的靈。

遠遠。阿們！

（洪明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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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讀經心得

約拿和耶利米

約拿和耶利米分別是約拿書和耶利米書的作

靠的意思。關於這點很值得我們對約拿和耶利米

者，也是書中主角，前者比後者早二百多年，應

在盡職上的表現加以留意、比較，作日後服事主

是不相干的兩個人，但兩人都受主重用，是神的

的借鏡與參考。

僕人和申言者，只是他們對神的託付有相當不同

忠信一向是神對衪僕人的要求，對摩西（民十

的態度與反應，特別在「忠信」的事上不同。忠

二 7）、撒母耳（撒上二 35）和大衛（撒上二二

信一字的含意除有信心、信靠外，還有忠心、可

14）等都如此；到新約也一樣，連主耶穌也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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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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摩西那樣（來三 2）。保羅說，「在此所求於管

去向他們傳神的話，使他們悔改而不遭災禍、滅

家的，是要他顯為忠信。」
（林前四 2）因此對事

亡。簡單說，約拿是一位愛國的申言者，為救自

奉主的僕人而言，不僅對主要盡忠心，還得有信

己的國家，寧可背棄神、不順從神。這點神似乎

心，就像主所說，「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

也不忍苛責（或許也能體諒），除用神蹟不令他

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葬身魚腹外，並未加以責備或教導，最終卻用遮

（太二四 45）然而我們若看看約拿和耶利米的例

蔭使他舒服的蓖麻和尼尼微城中未能分辨左右

子，就知道對主忠信並不容易。

手的幼童對比，開啟他認識自己對世人的憐惜。

約拿大約和申言者以利沙同時代，他是亞米太
的兒子，是西布倫（今加利利）邊境上的迦特希

只是就約拿對神的託付而言，可說是「信而不
忠」。

弗城人（參王下十四 25）。其地距耶穌的家鄉拿

耶利米出生便雅憫地亞拿突城（在耶路撒冷城

撒勒僅數公里。從約拿書記載可看出約拿對經書

東北約四公里）的祭司之家，父親是希勒家。耶

十分熟悉，特別是詩篇。他在大魚腹中的禱告共

利米是從中興的約西亞王十三年開始盡職，直至

八節，其間他引用詩篇至少九處，若把重複出現

猶大國亡，被遷徙至埃及。耶利米可說是猶大亡

的都算上超過十二處。幾乎節節都有詩篇根據，

國前，最末了一位神重用的大申言者，他雖忠心

句句都藉詩篇發表。實在令人驚嘆約拿對經書的

地代神向以色列人申言，但因所言未立即應驗，

認識與經歷。然而這麼熟知神律法和話語的申言

他在受盡譏誚、凌辱、戲弄、苦害甚至下監之餘，

者，卻不聽命或順服神的命令和帶領，甚至到末

對神的話信心動搖，也對神諸多抱怨、不滿，甚

了還頑強違抗神對尼尼微人的慈愛與憐恤。實在

至認為神誆哄了他（耶二十 7）
，不過他仍繼續他

令人費解！然而細讀約拿對神話的反應，不難發

申言的職事，未曾退縮或逃避。（詳見”申言者

現其實約拿的問題不在他對神的話或豫言缺乏

的道路”）總之，耶利米在盡職的事上，是「忠

信心；他的不順服也不是因為怕去對尼尼微人照

而不信」，這正與約拿相反。

神的話宣告了卻不應驗。這可由後來，神因尼尼

上述兩位申言者的例子提醒我們，申言者不應

微人信服神，禁食、披麻蒙灰地悔改並呼求神、

有自己的揀選和好惡，即使是為維護神的聖民，

回轉離開惡行，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臨與

有時也會害事，會蒙蔽我們對神和衪經綸的認

他們，約拿對神發怒的抱怨，看出一二。另外有

識，而對神不忠心：另一面為神申言，不能看環

人認為約拿所以逃往他施不到尼尼微傳神話，就

境和立即的果效，否則容易對神和祂的話失去信

是因為他早就料到神會後悔而不兌現他對尼尼

心。我們這些新約的服事者應認識神新約的經綸

微人宣告的話，令他受辱、不堪。不過這對一位

並學習否認己（太十六 24），積極操練靈（提前

認識神的心意和作事法則的申言者而言似乎也

四 7 註 4），憑靈而活，憑靈而行（加五 25），在

嫌牽強。一個較為大家接受的理由，是約拿豫知

靈裏事奉（羅一 9）
，就必能忠信服事直到路終（太

百多年後亞述人（尼尼微為其京城）將成以色列

二五 21，23）
。阿們！

（董傳義）

國的大患，而不希望尼尼微人得拯救，所以不願
︽︽︽︽︽︽︽︽︽︽︽︽︽︽︽︽︽︽︽︽︽︽︽︽︽︽︽︽︽︽︽︽︽︽︽︽︽︽︽︽︽︽︽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配搭看望，享受身體生活的實際

因著主的憐憫，七月於訓練中心結訓後，在身

怕。但藉著聖徒們在愛裏的扶持，並同心合意的

體的交通中，讓我有機會來到北埔服事。開始

配搭下，從七月到現在，我們實在經歷主在各面

時，因著自己對於服事的不老練，加上北埔也是

的祝福，主要蒙恩有以下四方面：

新開展出來的召會，裏頭難免有些許的緊張和害

一、相調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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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傳二章那裏有一幅動態召會生活的圖畫。聖

兄姊妹到會所一同晨興、享受，但最近因著弟兄

徒們天天挨家挨戶的擘餅、用飯相調，就使他們

們的負擔，我們開始利用這一天聚在一起，不僅

在同心合意裏，滿了神的祝福。我們首要的蒙恩

一同晨興、追求，更開始規劃看望福音朋友及較

也就是藉著這挨家挨戶愛筵相調的實行。為了打

軟弱的聖徒。在已過幾次的實行中，不僅被看望

破形式化的聚會生活，在週中的日子，除了禱告

的聖徒得加強，弟兄姊妹都在這樣的聚集中被點

聚會、小排聚會和主日聚會，聖徒們聚在一起追

活，也開始主動規劃需看望的福音朋友和聖徒名

求，為著召會的目標和行動禱告，以及赴主筵席

單，還有操練預備福音信息、詩歌，在這樣實行

享受主外；聖徒們也都從主領受負擔，願意主動

下，看見聖徒裏頭福音的負擔，一再被加強。

打開家愛筵，到各家去探訪；所以在一週的召會

感謝主，在職事的帶領下，讓我們看見召會生

生活裏，有時我們幾乎是天天見面相調、愛筵，

活並不是靜態的聚會生活，乃是動態的身體生

藉著這樣的相調，自然而然就調出一種彼此相

活。我們實在經歷藉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

愛、同心合意的光景。

告，挨家挨戶的看望顧惜、愛筵相調，就使我們

二、看重禱告聚會

有真實彼此相愛的光景，有同一的目標，為著召

雖然北埔的聖徒大多年幼，大部分都是去年十
一、十二月才得救。但是因為相調的得好，願意

會的繁增，主就將祝福更多加給我們。

來參加禱告聚會的弟兄姊妹，有時將近主日人數

（北埔 陳秋蟬）
︽︽︽︽︽︽︽︽︽︽︽︽︽︽︽︽︽︽︽︽

的一半。在聚會中，有些聖徒不太會禱告，但都

配搭看望，何等喜樂

很竭力操練，有時雖然只有一、二句，靈卻是新

十一月一日真是喜樂豐富的一天。早晨與弟兄

鮮，激勵人。藉著人人開口禱告，加上推動的負

姊妹們在會所裏晨興、唱詩、禱告，同時也享受

擔明確（學生工作，得青年人；年底三十人穩定

姊妹們準備愛的早餐。真是主的帶領和安排，讓

聚會），聖徒們開始漸漸對召會的往前有負擔，

我有機會和弟兄姊妹這樣彼此的交通，聯結一

更願意主動一同進到配搭中。

起。於是我們同心合意，去看望召會中的弟兄姊

三、學生工作

妹。我們是神家中的親人，本該有相互的關愛，

學生工作主要的漁場乃是北埔國中，原本在七

讓弟兄姊妹都經歷在神家中是多麼的幸福。

月左右，我們學生穩定聚會的人數只有二位，但

首先，我們前往位於大湖的邵弟兄夫婦家，他

藉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幫助學生拿起負

們因父親離世，忙於父親的後事，家中也正好有

擔邀約同學，聖徒家打開愛筵，還有在學校附近

客人急於出門，所以我們簡短的交通後，隨即離

的家打開接待學生，每週有固定的聚集。就在這

開（即便如此，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仍一再的感

樣的配搭之下，主就將祝福加給我們。從九月開

謝這樣的看望關心，還有無法招待我們的虧欠，

始實行到現在，已有三位學生受浸並且穩定在聚

讓我們深感溫馨）。隨後我們來到附近的陳弟兄

會中，另外還有四位福音朋友，持續的與我們有

家，陳弟兄看似微恙，但因著弟兄姊妹的來訪，

聚會。目前已有至少六位的學生穩定在主日聚會

不免看出他喜樂的心情。我們陪他禱告、唱詩，

中，每當看見這些孩子們在聚會起來唱詩、禱

也聊聊家常，陳弟兄也用他慣常說笑的方式與我

讀、申言，就使我們靈裏滿了喜樂，大得激勵，

們交通，熱情的招待我們喝他自製的茶，原本帶

也加添了我們北埔召會的活力和盼望。

有愁容的陳弟兄，也在這樣的交通裏，轉而沉浸

四、活力排的實行

在喜樂中，心中充滿感動。

在社區的部分，北埔因有許多聖徒在園區工

接著我們就去看望行動較不方便的李金山弟

作，都是輪班作二休二。因此，一週當中至少會

兄，抵達時李弟兄正汗流浹背的在大太陽下工

有一天，大家會一同休假。已過我們只有招聚弟

作，看見我們的來訪雖然很驚訝，卻十分喜樂。

李弟兄雖然在行動上不是很方便，但他裏頭愛主

家打開以後，更進一步享受被成全的生活，是

的心還是一樣。經過了交通我們也纔知道，原來

多麼的喜樂。主不僅在我裏面活著，更豐富的住

這個家族已有好幾個成員都受浸得救，但為著生

進我的家裏，讓家人、學生還有福音朋友一同來

活勞苦工作的緣故，幾乎無法有任何的召會生

就近主、親近主，享受祂的愛，這是多麼美好奇

活。李弟兄也與我們交通到家中一位成員目前車

妙的事。主也讓我看見在福音的事上，只要弟兄

禍重傷的情形，情況十分嚴重，於是我們為他們

姊妹同心合意禱告，把負擔帶到主面前，我們必

這一個家禱告，禱告中弟兄也感動得流下淚來。

蒙光照，主也必帶領我們一同往前，宣揚祂的好

看望至此，也到了中餐的時間，我們就簡單在

信息，讓主親自來吸引他們，使我們能結果子，

街上買了中餐回會所用餐，然後延續早上晨興的

擴大主生機的身體。

內容，繼續追求主的話，享受主的供應，叫我們

雖然最近公司的營運不理想，甚至休假的時間

這樣一整天下來也不覺得累。感謝主！我成了我

比工作還多，若是從前的我就會擔心生活是否會

今天這個人…，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受影響，可是當我學會藉著禱告將憂慮卸給主

（北埔 朱瑞珠）
︽︽︽︽︽︽︽︽︽︽︽︽︽︽︽︽︽︽︽︽

時，就從主得著釋放，而不被自己的煩惱的思緒

享受身體生活的實際

休假時與弟兄姊妹一同配搭看望。我們利用共同

所捆綁。感謝主，是主為我開道路，也帶領我在

在已過的召會生活裏，讓我經歷了豐富的基督

的休假時間，一同晨興、禱告、享受主話，接著

徒生活，每當思念主的救恩，就使我感動不已。

到一個個的弟兄姊妹家探訪，陪他們唱詩讚美

當我被呼召成為神的兒女後，感謝主，是祂帶領

主，不僅讓他們感受到主的愛，我們自己也享受

我有智慧的心，能領略祂生命的話，主的愛也深

主的成全。希望我們北埔召會，在主的帶領下，

深的吸引我，在我裏面擴增，使我享受祂的闊、

弟兄姊妹彼此都有愛的聯結，一同享受主，彼此

長、高、深，不但喜樂的過召會生活、享受讀經、

成全，一同被建造有身體生活的實際，讚美主！

學習禱告，也對召會的生活與服事有更深的了

（北埔 官炫延）
解。
︽︽︽︽︽︽︽︽︽︽︽︽︽︽︽︽︽︽︽︽︽︽︽︽︽︽︽︽︽︽︽︽︽︽︽︽︽︽︽︽︽︽︽

全台姊妹相調特會蒙恩分享（三）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

在這次集調中，弟兄們一直強調進入真理的
重要性。主恢復四大支柱缺一不可，但其中真
理這一項卻是最關鍵。若是不認識真理，傳福
音開口就會辭窮，生命經歷也是膚淺，結果就
使召會受虧損！
在信息中提到我們要從自己裏面遷出來，進
入三一神裏面。應用於召會生活的實際光景，
在召會事奉中最有害的的因素不是野心，也不
是自高，而是意見。也許我們是以溫柔謙卑的
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意見，但這並不能使我們與
人建造。我真是受提醒：多年過召會生活的經
歷，也許自以為知道事奉該如何作，但我要學
習操練從「我不知道」來進入服事！然而學習
沒有意見，並不是藉著糾正自己或者改良自己
的行為，而是藉著從自己裏面遷出來，進入三

一神裏面。這種神聖的遷移，要使我從我老舊
的天然、己釋放出來，就需要真理的話在我裏
面重構並光照，使我能真正進入真理的實際
裏！
藉著這次的集調，深深覺得不能再留於對聚
會信息的感動，需要主給我堅定持續的恩典，
竭力進入真理的追求！雖然每週為著清大學生
開家多次，再加上家務、孩子、召會生活等，
生活真是忙碌！但這不能成為我鬆懈追求真理
的藉口！準備愛筵或開家服事對我並不為難，
反倒是滿了喜樂！但要將真理生命供應給人，
就需要有勞苦且扎實的真理裝備，這能使人真
正得幫助。求主加我恩力，使我的服事能因著
有真理的話而有長遠的價值。
(陶侯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