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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揚馨香

生命水流

榮耀錫安山

剛強開拓

讚美主，在這九週開展行動中，主為我們帶來

在元培和玄奘的開展中，弟兄姊妹們同心合意

豐沛的生命水流，未來我們更需要竭力往前，不

的配搭，我們不知道別的，只知道供應生命。雖

只將新人妥善安頓在社區家排的照顧中，更需要

然那一段期間天氣並不是很好，在校園中也會被

一個剛強開拓的靈，能夠繼續為主出代價，不妥

趕出來，但「死」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就

協，操練靈，釋放靈，順從靈，充滿靈！

能在人身上發動。藉著不斷的邀約家聚會，許多

為著這一百四十四位新人，我們感謝主，祂量

福音朋友就因此得救，然後被穩固下來。並且因

給我們的恩典總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從一開始

著在開展據點有新設立的小排聚會，新人們不僅

的中華開展，我們經歷到什麼是時代的禱告，遠

能夠自己來，甚至會邀同學一起來，這個據點就

處望見就憑著信心往前，看見主作了何等奇妙的

成了主在元培和玄奘的見證。當我們再進入第二

事。中華的門向著弟兄姊妹大大的敞開，從校園

梯次社區叩訪時，看見這樣的叩門對聖徒們已經

到宿舍，從宿舍到社區，凡我們腳掌所踏之地，

成為一種生活，他們會對週邊地區有負擔去叩

都有這生命河的水漫溢過去。到了社區開展，我

門，去回訪。甚至一些人掛記著之前所遇見敞開

們看見什麼是聖靈的水流，在全召會的配搭中，

的家，帶著學員們一同去回訪，去看望。也許說

我們隨流往前，每到一個社區，都會看見四處都

的不多，卻有一種生命的馨香之氣能摸著人，這

有弟兄姊妹在叩門。即使被拒絕的多，接受的

是何等甜美的配搭。

少，但神的福音終究被傳揚開來了。有些家庭或

雖然我們即將返回訓練中心，但我們仍盼望能

許不太敞開，但在弟兄姊妹們配搭回訪下，一家

更竭力的往前，與主配合，繼續在這地得人，繼

一家就這麼被釋放了。不分電訪邀請，或是熟門

續為這地禱告，使聖靈水流在香山地區更加澎湃

朋友，他們都在這聖靈水流中一同蒙恩，在福音

洶湧，使主的見證在這裏更為剛強明亮。阿利路

聚會裏，呼求著祂的名受浸！

亞，讚美歸神！

（FTTT 開展隊學員 林俊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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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恩見證 ◆
（一）福音聚會報導
感謝神，祂在基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率領我

詩歌、見證、信息、呼召與施浸等。此一福音配

們，並藉著我們去香山那地顯揚因認識基督而有

搭方式，不僅打破了大組藩籬，更讓所有弟兄姊

的香氣。在召會帶領下，本次福音開展動用了身

妹都能有份於美地的開展。只見弟兄姊妹們個個

體的力量，竹苗眾聖徒、全時間及壯年班訓練學

動起來，處處捷報頻傳，兩次收網福音聚會陸續

員一同配搭開展香山。為了讓一、二大組無後顧

收割了二十二位果子。

之憂，全力邀約香山地區的福音朋友，三次社區

五大組聖徒在已過的四次叩訪中，也許是因為

福音收網聚會分由其他各大組配搭。之前四月十

星期五效應，週五晚上社區民眾多出外休閒或跑

四日、四月二十八日的兩次收網，聖徒們靈裏高

去採購生活用品，一直讓我們未能遇見好機會。

昂，拿起其中所有的聚會服事，包括飯食、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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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果子，叩訪中也讓我們遇見不少平安之子，但

樂！最後總計有三位弟兄、九位姊妹（共十二人）

週五叩訪的受浸人數卻一直掛零。在五月十八日

受浸，使香山開展的受浸人數達到了一百四十二

晚上叩訪前，隊長也體諒我們，因為隔天（十九

位。神為我們所預備的，真是超過我們所求所

日）即由五大組來終極總結這次的收網福音，因

想！我們何等有福，能與祂同工，有份於香山開

此不忍給我們太大的壓力，並且一直鼓勵我們。

展的成果。感謝主，願祂不僅給我們生產之福，

但當禱告完畢要出發時，雨就跟著下來，雨勢雖

也給我們乳養之福，能夠藉著持續的餵養照顧，

大，卻未澆熄我們的士氣，聖徒們仍忠信地配搭

使每一個果子能夠常存。榮耀歸神！阿們！
（五大組 裴晉哲、盧志文）

完成叩訪行動。
五月十九日當天，天氣雖然有點陰霾，但比起

︽︽︽︽︽︽︽︽︽︽︽︽︽︽︽︽︽︽︽︽

（二）福音聚會見證

前一天的大雨，實在看見主的手在管制調度，叫

喜樂迎向人生

我們的福音不受打岔。五大組的聖徒很早就到經
延會所禱告，並預備福音前的愛筵，準備在基督

我於 1992 年就讀交大博士班二年級時受浸。

身體中一同結福音新果。感謝主，能有份於這樣

我來自金門，高中畢業後來台灣唸大學。小時候

的服事，大家都顯得非常喜樂，也都期望末後的

總想著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錢、會不會有成就，

榮耀能大過先前的榮耀，讓主藉這次的福音，大

所以我就好好唸書，想改變家族命運。我認為唸

得榮耀。這次總共預備了二百二十人份的海苔飯

書要有霸氣，有時也真享受讀書。只是夜深人靜

卷、三明治、粽子、水果及飲料，十分豐富，希

時，偶而會感到若有所失，唸的這些書好像沒甚

望福音朋友藉此能感受到主的愛。下午6:00前，

麼用處，隱約之中覺得人生一定有一個目的，一

就有許多聖徒陪同福音朋友陸續抵達，有的朋友

個更高、更有意義的目的。就這樣，我的生活常

甚至是自己前來的。弟兄姊妹一面陪同用餐，一

常交織著「追求學問的饑渴」與「虛無的困惑」
。

面也開始福音談話，很快的福音朋友人數就接近

我第一次呼求主名是在系上教授李崇仁弟兄

到四十位，會場也幾乎快被坐滿。為了不拖延時

的研究室。他說生活中若覺得不如意或煩悶時，

間，福音聚會提早於6：40開始。在聚會一開始，

可以嘗試呼喊主名十二次，我就跟著他呼求主名

即有一群聖徒走上三樓，為現場的四十六位福音

十二次。接著他對我說：你得救了，因為聖經說：

朋友提名代禱，迫切地盼望他們都能受浸歸主。

『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不知道這是怎

為了這次的福音，負責詩歌、信息與呼召的弟

麼一回事，怎麼會有這種迷信的事。但是有一天

兄們，不僅提早一個多月預備交通，作見證的一

晚上，我穿過清大校園要回交大博愛校區，在路

位姊妹和二位弟兄，也都在靈裏早作準備。除了

上我想著自己是多可憐，還沒吃晚餐、研究沒進

寫好見證稿，多次修正，還在大組的集中禱告聚

展、摩托車壞掉、腳踏車被偷…。就這樣想著想

會中預先試講並接受邱弟兄的調整。所以在福音

著，我突然想起老師說的：「可以呼求主名十二

聚會時，他們都早已被聖靈充滿。現場只覺得詩

次」。我就在黝暗的路上開始呼求主名，那是我

歌、見證、信息、呼召一氣呵成。不僅詩歌挑旺

生平第一次自己呼喊主名。

人的靈，見證感動人的心，「神的兒女大有前途，

我原本對福音毫無興趣，每次和基督徒同學辯

有輝煌的福分」的信息更讓在場福音朋友渴慕成

論，我都會贏他們。但我拗不過他們一再的邀

為神的兒女。只見在末了呼召的時候，朋友們陸

約，終於參加了福音聚會。那天會所裏坐滿了

續起身走向浸池換裝受浸，不禁叫我們歡呼喜

人，我在聚會中非常不自在，因為我五音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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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完全唱不出來。聚會到最後，有一位弟兄在

我也深信，召會生活將會使未來的我更好，更喜

台上呼召，說願意受浸的站起來唱詩歌，當時好

樂 ， 更 討 主 的 喜 悅 。（ 502 區

像所有的人都站起來了，兩旁陪同的弟兄也一直

︽︽︽︽︽︽︽︽︽︽︽︽︽︽︽︽︽︽︽︽

楊濬哲）

自基督來住我心，喜樂潮溢我魂

鼓勵我。那時我緊張極了，瞬間直冒冷汗。但奇
妙的是，我站起來後，竟然能跟著大家唱詩歌，

我是清華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的學生。我並非

裏頭也忽然有一個聲音說：「信祂絕對沒有錯！

生長在基督徒的家庭裏，甚至在進入大學以前都

信祂絕對沒有錯！」於是就在這種裏外都催促的

沒聽過福音，也沒讀過聖經。得救以前，我沒有

情況下，我成了那天第一個受浸的人。

特別的興趣，唯一的興趣就是讀物理，因為我覺

受浸之後，我一直得到弟兄們話語上的幫助。

得物理很有趣，而其中最令我感到高興的就是讀

看到週遭弟兄姊妹都很喜樂，這種氛圍也不知不

懂的時候，或是解決了難題的時候。在高中時，

覺改變了我，使我慢慢地有自信，比以前開朗，

我喜歡物理到一個地步，可以整天都在算物理，

個性也逐漸脫離內向。由於弟兄們用話語供應

甚至晚上睡覺時也在算物理。我原本以為我的生

我，加強我，使我打消博士班休學的念頭，並使

活因物理而喜樂，我很滿意這樣的生活，但大學

我能在四年拿到學位。記得在寫畢業論文時，因

學力測驗放榜的那一天，成績卻令我非常不滿

為我並不十分聰明，因此天天晚上跪在床上禱

意，我因此成了一個愁苦的人。之後在豫備七月

告，求主給我智慧和文筆。主也果真答應了我的

參加指定考科的四個月內，我仍然熱愛我心中的

禱告，讓我在一個月內完成論文。我永遠記得那

物理。但由於學測成績的不理想，再加上自我的

真實從主得著加力的過程：一週構思、一週草

要求與期許，我臉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我幾乎

稿、一週修改、一週定稿。全部論文一氣呵成，

笑不出來。好不容易經過了這一段時間，我順利

口試時教授們都誇讚我寫得好。

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但考上的喜樂並沒有維持
太久，我發現我大部份的生活仍是不喜樂的。

畢業之後，我陸續在科學園區工作，並去長庚
大學擔任教職。由於我從小在金門長大，一直想

但奇妙的是，當時我裏面有一個渴望：「我要

去大陸，主也真讓我有機會在 2003 年去大陸工

找尋人生的意義。」並且我也有感覺，我可以在

作，2010 年底再回到新竹科學園區。在大陸期

聖經中找到答案。於是，當晨星社的同學來邀我

間，從上海、天津、再到北京，環境不是很平順，

參加讀經聚會時，我便欣然答應了。起頭我並不

但一直有召會生活，弟兄姊妹的扶持和聖經的話

能完全明白所讀的聖經內容，但因為聚會氣氛很

幫助我度過各種環境，那些在愛裏的關懷和扶持

甜美，弟兄姊妹很像一家人，並且每一次讀經聚

代禱，至今印象深刻。過去這些年間，我的生活

會前一天，總會有弟兄打電話給我，關心我的近

大部份都是和基督徒在一起，這保守我的生活單

況，並且會跟我說：「容丞，最近好嗎？物理有

純。我以前不常笑，因為不怎麼喜樂，不太關心

問題嗎？沒關係，明天讀經聚會後，我們可以一

人，也不太受人關心，獨來獨往。但因著常和弟

起討論。」就這樣，這甜美的召會生活就一次次

兄姊妹在一起，現在比較有笑容，感情也比較柔

吸引我去參加。然後，我也在開學後第一次福音

細。藉著主話的餧養，我每天都經歷神聖生命新

聚會中，因為摸著主的愛是永遠的愛，願意受浸

鮮活潑的供應，喜樂平安洋溢我心。我外面的人

接受主。

雖然在毀壞，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由於我認

受浸之後，弟兄們不僅繼續邀請我參加讀經小

識了這位真神，今天的我比昨日好，比以前好。

排，也邀我去住弟兄之家。弟兄之家就是大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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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督徒住在一起的地方，大家彼此像家人一樣地生
活在一起。每一次當我到弟兄之家時，弟兄們總

相信這次的行動除了得救的果子讓主喜樂之

會熱切的問候與關心，問我需要什麼。不僅如

外，能讓主永世記念的應該是弟兄姊妹在身體中

此，他們也會愛筵我點心或是早餐。此外，我也

同心合意的配搭。開展過程中數以千計之叩訪人

很享受早上與弟兄們的晨興，就是藉著禱告與讀

次的調度，繁雜浩大的事務分配，在在都需要周

經來享受主。在弟兄之家晨興的那一天，就是我

密的規劃交通。雖然計畫一直都趕不上變化，但

一週中最喜樂的一天。我實在是經歷了主在我裏

因應各種新的需求，專項配搭的聖徒們個個都能

面作我的生命，我能見證這生命是令人喜樂的生

使命必達。我們所服事的專項是「飯食組」，由

命。以前，在宿舍裏早上一起床，第一句話常常

我和徐志明弟兄、項巧玲姊妹、駱滿珠姊妹、韓

是說「完了，慘了，又要遲到了」，結果那一整

永偉弟兄與各區聖徒一同配搭。在長達九週的開

天就真的是慘了。可是在弟兄之家晨興後，我總

展期中，我們的負擔是要學員、配搭聖徒和所邀

是喜樂的從那裏出發去上課。由於我習慣坐在教

的新人與朋友們，吃得健康，吃得喜樂，在用餐

室第一排，並且是在老師正前方的位子。上課

的事上無後顧之憂，並且可以達到相調和餧養顧

時，我常常因為裏頭的喜樂而忘形，以為是在聚

惜的效果。在前後兩週的大學校園開展期間，駱

會，因此老師每講一句話我就很自然的說「阿

姊妹發揮多年團膳的功力，加上眾多姊妹的配搭

們」，而老師將定理證明出來的時候，我就阿們

奧援，每天都供應豐富而可口的美食，不僅使許

的更大聲。當下的我，一點也不以為意，因為我

多新人得救，並且駱姊妹自己也大得復興。真是

只覺得心中無比喜樂。

感謝主！另外需要特別一提的是，開展才進入第

後來，我就因著被召會生活吸引而決定搬進弟

三週，六位開展隊學員就主動要求，為了開展的

兄之家，雖然聚會越聚越多，但我並不覺得是守

需要，除了邀約新人來團體用膳外，他們自己可

宗教義務，或是浪費我時間。反而，我覺得更有

以簡單的吃便當，好節省更多時間用在叩訪和陪

享受，更為喜樂，天天過著甜美的召會生活。現

人上。我真的很稀奇也很寶貝年輕人有這樣的心

在的我不再是一個常愁苦的人，因為有基督在我

志。相信這段期間學員們所吃的數百個便當與速

裏面作我的生命和喜樂，也有弟兄姊妹在外面作

食，以及他們為主所付出的代價，主必記念這件

我的家人，這真是何等美好的生活！

美事。

（510 區 林容丞）

回顧這一段期間的服事量和配搭聖徒們無盡
的付出，我心中充滿感激和喜樂，主的恩典實在

︽︽︽︽︽︽︽︽︽︽︽︽︽︽︽︽︽︽︽︽

（三）服事配搭蒙恩見證

夠我們用！在配搭過程中，有你有我，有新人有

只要在 GOOGLE 打下『香山開展』關鍵字，就

朋友，有主有聖徒，這是多麼溫馨可貴的經歷。

可以看見從 2012.03.26 以後香山開展行動在歷

每當我回憶 起在中華 大學學生中 心用餐的 盛

史上留下的輝煌紀錄。外面看得見的是，主將得

景，每當我想起在元培街 298 號川流不息的學生

救的人天天加給祂的召會；裏面看不見的是，聖

人潮，每當我想起用餐過程中四處揚起的禱告、

徒們打破玉瓶將上好的愛獻給主。開展期間適逢

呼求主名以及受浸的歡呼聲，這情景在我們所有

今年的梅雨季，無數的夜裏，聖徒臉上分不清楚

配搭者的心裏，都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願我們

是雨水、汗水還是淚水，一步一步，一波一波將

的服事能討主的喜悅。榮耀歸神，阿利路亞！

身上溢漫的活水傾倒在香山這廣大屬靈的沙漠

（209 區 葉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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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難忘的服事。我從未有過相關經驗，

2012.05.27

許多同伴一同配搭，因為有他們的扶持，所有圖

也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該怎麼做。但一切都在主

資才能如期完成。

的引領與身體的交通中，一步步地靠著信心踏

在開展期間，每當我看見弟兄姊妹們一組一組

出。

的深入社區，讓福音快速地廣傳，我心中就不禁

當 2011 年底弟兄們交通要開展香山區時，我

歡喜快樂，感謝主讓我有份這一次的服事。以往

心裏確實感到歡欣。不過因為我住在這區域已經

我總覺得自己能盡的功用有限，但是藉著這一次

十多年了，瞭解這裏的人情文化。要在一塊佔新

福音開展，我不只盡上自己一份，更讓我得到激

竹一半面積、並且狹長海岸線佈滿了偶像之地傳

勵，我需要獻上那起初的愛，更多的為主擺上，

揚福音，可以想見將會遭遇多少的攔阻。所以這

好迎接主的再來。

件事我也就擺在一旁，沒再去注意。一直到今年

（青二區 賴育群）

︽︽︽︽︽︽︽︽︽︽︽︽︽︽︽︽︽︽︽︽︽

初，弟兄們開始積極交通，準備在全時間開展隊

我於 2006 年九月新竹市召會訪問東馬時受浸。

的配搭下開展香山區時，我才恍然大悟，主的行

得救以後，曾和一些聖徒配搭傳福音，得了好幾

動是快速的，而我卻還不儆醒。

個果子。但等到天然熱心過去之後，發覺結果不

從二月底開始，弟兄們開始規劃各樣事務配

再是那麼容易。去年廖述濤弟兄與我交通寶山召

搭，我分配到文書組服事，負責地圖資料的製

會叩訪蒙恩的情形，使我原已冷沉的福音負擔重

作。此時我想起，我讀中學時地理從沒拿過好成

新燃起。我與一些聖徒配搭，在南大路社區叩訪

績，現在卻要負責地圖的整理，希望別累著開展

二個多月，得了三位新人，過程中滿了對主的經

進度才好。一開始時，我毫無頭緒，只好打開網

歷。當香山開展喊出受浸一百人的目標時，我覺

路上的空照圖，開始為這個地區禱告。當時主讓

得是天方夜譚，自然也就沒有很強的負擔。當陳

我看到的是一塊一塊偏遠的村里，那都是我以往

聖典弟兄邀請我擔任飯食組配搭服事的聯絡人

從未去過的地方，而這些區域裏有許多人未曾聽

時，我還怕自己搆不上。但當我實際進入開展的

過主名。這時我有一股莫名的感覺，主提醒我不

服事交通之後，我在交通中看見許多前面弟兄的

能放過任何一戶開展可到之處。所以我就從人數

榜樣。每一次大家都花了很長的時間交通，並且

最多的里、從南到北開始規劃。除了不能進去的

大家都同心合意的禱告，把許多複雜的事務安排

社區與大樓，每一張圖資在圈選時，我裏頭都有

的井然有序。大組裏的弟兄們在那一段開展前的

個禱告，總覺得這一塊區域裏一定有人是需要福

預備階段裏，也不斷地有交通，並且一週好幾

音的，不能漏了他們。而在劃定每張地圖的範圍

次。這些情形使我慢慢放下自我，進入聖靈的水

大小時，主也提醒我要顧到身體的配搭，因為範

流中。

圍太大，聖徒會疲累而叩不完；但範圍太小，又

我有一位住在香山的舅舅，一直都沒有將他的

怕大家出了代價卻空手而回。區域大小與戶數都

名單和住址填在調查表上。一天晚上我夢見我到

要安排地十分適當。此外，製作地圖的過程非常

了舅舅家，他熱切的接待我。這時我突然驚醒，

耗時，許多圖資都是在夜深人靜時進行規劃。所

流下眼淚，我真是小信的人，對不起主和舅舅。

以這一段期間，我常常是加完「地上的班」後，

隔天早上主日聚會後，我就將舅舅的基本資料填

回到家裏繼續加「屬天的班」。主讓我實際經歷

報出去。當我悔改轉向主，神蹟奇事就不斷地發

到，我們需要作忠信精明的服事者，而不是敷衍

生。我父親邀了葉伯斯先生參加主日聚會，當他

搪塞，交差了事。更令我慶幸的是，在過程中有

隔週再到陳炳傑弟兄家參加小排聚會時，他就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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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了。我母親在大賣場遇到陳芬香小姐，邀請她

題發生爭執，吵到最後，妻子一氣之下說「不去

參加主日聚會，她第二次再來時也受浸了。我自

了」。還好我們立即回轉到靈裏，向神禱告，支

己在週六傍晚去打籃球時，遇見好友陳智盛，我

取祂的大能以勝過我們的軟弱。當天晚上我們和

邀他第一次來參加週四小排聚會時，他就在我家

配搭的趙振 國夫婦就 在松嶺路帶 一對母女 得

的浴缸裏受浸了。另外，王吳嫦仙師母的孫子多

救。這個經歷令我印象深刻，祂非但平靜風浪，

年來都陪她參加主日聚會，但卻一直未能得救。

拯救我們脫離了撒但的攪擾，還使我們剛強得

在香山開展期間，炳傑弟兄在一個主日聚會裏向

勝。之後幾天，我雖然感冒，喉痛聲啞，但我靠

他發出受浸的呼召，感謝主，他就欣然且單純地

著主的恩典，堅持繼續配搭。因為我比較熟悉社

受浸了。

區的路，怕弟兄姊妹叩訪時浪費時間在找路，錯

在這一波福音開展的水流中，福音朋友和新人

失了平安之子。因此我仍然參與帶組叩訪，服事

不斷出現，我們的小排聚會成了福音小排，每個

各大組來配搭的聖徒們。每當我走出去，我就經

人都說自己的見證，盡功用，傳福音，讓我看見

歷主剛強的大能，病痛不再能纏累我，而我也覺

了基督身體的實際。我和同區的凱揚、炳傑弟

得康壯有活力。週二禱告聚會時，弟兄們要我起

兄，都報名每週至少三次的叩訪配搭。在這過程

來作見證，我把這些經歷交通出來，並且越說就

中，我經歷了最大的「福音相調」，從第一大組

越摸著主復活的大能。

到第五大組，從竹縣到苗縣，我們認識了幾十位

感謝主，香山開展期間如此多的經歷，讓我實

聖徒，而且一起爭戰的經歷令人無法忘懷。凱揚

際經歷了以弗所書第一章第十七、十八節的話：

弟兄連續兩週都帶人得救，一位帶回會所受浸，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

另一位直接在家裏浴缸中施浸。這些見證不但開

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光照你

了我們的眼睛，並且激勵我們不放棄每一天的叩

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

訪機會。

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耀，有何等豐富。』阿利路

在第七週的福音行動裏，一天晚上準備出發去

亞，榮耀歸神！

（106 區 徐志明、徐田素禎）

南大會所禱告之前，我和妻子為了孩子的教育問
︽︽︽︽︽︽︽︽︽︽︽︽︽︽︽︽︽︽︽︽︽︽︽︽︽︽︽︽︽︽︽︽︽︽︽︽︽︽︽︽︽︽︽

◆ 負擔與展望 ◆
我們參與香山開展九週的經歷，很像門徒當初

為了多得幾個果子，多找到幾個平安之子。

和主在以色列遍地傳道的經過。那日門徒看見主

感謝主，回顧我們一起走過的路，我們滿了感

行了許多神蹟，我們則經歷了中華、元培、玄奘

謝讚美，祂實在祝福了我們，不論叩訪小組帶了

三所大學奇蹟式的開展，在那兩週裏，聖徒們同

幾個新人受浸，或是連續多日徒勞無功，我們的

心合意向學生傳講「人生的奧秘」，主就把得救

行動都是為著身體，顧到身體，並且在一個身體

的人一個個加給我們。那日門徒和主耶穌在傳道

裏行動。就有形的目標（受浸一百人）而言，我

時常受到拒絕和辱罵，而叩訪的弟兄姊妹們在社

們早已達成；就無形的目標而言，每一位參與行

區裏也經歷了不知多少的羞辱、驅趕和橫眉冷

動的人都經歷了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不僅

語。那日門徒陪著主耶穌經過撒瑪利亞，主慨歎

深處的恩賜被挑旺，並且剛強活力，喜樂滿懷。

「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我們多少弟兄姊妹在

我們都能作見證，這樣的開展，無論是一二大

叩訪期間為主受苦，食不得飽，睡不安穩，就是

組，還是跨區來協助的三、四、五大組，只要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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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需拿起所有的負擔和實際行動，就像使徒

與叩訪，人人都剛強得勝。
但是主的帶領並沒有停在這裏，我們沒有理由

行傳二章所說的，「他們都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

為受浸一百多人而沾沾自喜，後續的牧養工作正

訓和交通裏，持續擘餅和禱告。…挨家挨戶擘

等著我們，包括如何帶領反應良好的朋友早日受

餅，…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和他們加在一起。」

浸，如何幫助新人提高屬靈胃口，如何在新增家

主不僅在「傳福音」的事上轉我們的觀念，祂更

排裏加強新人照顧餧養，如何在新設的小區裏強

要在「餧養人」的事上改變我們的召會生態。在

化生命供應並穩定聚會人數，這些都有待我們繼

九週期間，我們是人人皆兵，區區叩訪；但在九

續挽起衣袖、彎下身來，為主作忠信精明的僕人。

週之後，我們更要家家照顧，排排餧養，使這百

在過去九週期間，我們有全時間訓練中心六位

餘位新人成為常存的果子。

學員的配搭，他們全天候進出校園，叩訪社區，

弟兄姊妹們，成功的開展不是只帶人受浸而

電話回訪，默默承擔許多開展工作。但學員回去

已，得人之後的留人、養人、建造人是更重要且

以後，我們將失去這些有形的倚靠。就像是主升

長遠的工作。受浸是一時的，成長是一生的。領

天之後，門徒們必需從祂「有形的同在」，轉而

人歸主是初始起點，建造召會是終極目標。為了

學習祂「無形的同在」。所有的電話回訪、社區

使新人常存，我們後續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花

叩訪、晨興陪讀、聚會接送，統統都要回歸社區，

費更多的時間，經歷更重的勞苦。

盼望「香山開展」不停在第九週，讓主大能的運行使它成為永續的開展；
盼望「香山傳奇」不是歷史故事，讓我們一起書寫使徒行傳第二十九章。
（陳聖典、譚光鼎）
︽︽︽︽︽︽︽︽︽︽︽︽︽︽︽︽︽︽︽︽︽︽︽︽︽︽︽︽︽︽︽︽︽︽︽︽︽︽︽︽︽︽︽

◆ 勉勵的話 ◆
九週香山開展很快地即將結束，而主也賜給我

訪，更是開展能持續往前的最大動力。尤其在第

們超過 140 位平安之子，盼望藉著聖徒們合適的

二階段開展時，雖然之前已得著相當多的平安之

牧養與餵養，使他們成為常存的果子，與我們加

子需要牧養餵養，但弟兄姊妹仍堅定持續前來配

在一起。

搭，出外叩訪，得人得地，實在帶下了主繁增的

回想這段開展的日子，實在經歷到主聖靈的帶

祝福。

領與祝福。首要就是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與

感謝主！祂不僅給我們有生產之福，更賜給我

配搭，這也是開啟新約所有屬靈福分的萬能鑰

們乳養之福。福音開展雖然即將告一段落，但牧

匙。不管是小區、大組，甚至是竹苗區眾召會，

養與成全才正要開始。要來的新人快樂園更希望

不分彼此，皆為福音開展同靈、同魂一同爭戰。

所有得救的新人都能前去參加，藉著屬靈生活的

開展期間，聽到許多叩訪與牧養的見證，許多

操練與餵養，打下穩固的根基，繼續留在召會生

聖徒請假、提早下班，甚至未吃晚餐就前往配

活中得著供應、接受成全，以成為建造召會的材

搭，擺上人力與物力，以奉獻為彩飾，就是希望

料，也為著即將成立的第六大組作預備。求主祝

能為開展多盡一份心力，著實令人感動。

福祂在新竹的見證。

此外，弟兄姊妹堅定持續地禱告並實際參與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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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開展統計週報表

◆ 開展統計 ◆
週次：第九週

日期

福

接觸
人數

家

排

區

出訪
人數

叩訪
戶數

5 月 18 日

37

181

156

0

2

6

2

0

0

0

0

0

0

5 月 19 日

23

102

104

12

5

7

0

3

8

0

0

0

0

5 月 20 日

0

0

0

0

7

5

0

4

4

0

6

5

1

5 月 21 日

3

30

30

0

5

4

4

5

4

1

0

0

0

5 月 22 日

0

0

0

1

5

7

0

0

0

0

9

8

0

5 月 23 日

3

0

0

0

12

4

2

4

0

0

0

0

0

5 月 24 日

0

0

0

1

4

3

0

12

8

1

3

6

0

合計

66

313

290

14

40

36

8

28

24

2

18

19

1

受浸 照顧人 新人

福音
福音
福音
照顧人 新人
照顧人 新人
朋友
朋友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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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開展統計總表
週次：第一週～第九週

日期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總計

福

接觸
人數

家

排

出訪
人數

叩訪
戶數

264

14

1327

29

22

8

10

0

0

0

0

0

0

383

977

1890

26

39

23

14

22

13

1

1

1

0

595

2051

2417

9

17

14

7

15

14

6

5

8

0

214

793

667

18

76

24

35

3

7

0

10

17

1

46

440

945

3

56

33

24

19

14

3

23

23

0

218

121

1985

31

146

52

33

11

10

1

17

22

0

256

1281

1913

12

78

52

7

56

35

12

36

27

11

274

3576

1241

2

40

52

5

31

19

10

26

21

5

66

313

290

14

40

36

8

28

24

2

18

19

1

2316

9566

27024＊

144

514

294

143

185

136

35

136

138

18

受浸 照顧人 新人

福音 照顧
新人
朋友 人

區

福音
福音
照顧人 新人
朋友
朋友

備註：總計欄之 「接觸人數」為已加權調整過之數量。(接觸人數＝叩訪戶數×1.5＋名單登記人數)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