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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的禱告（六）
關於禱告實行上的細節（續）
第四，我們絕不該想要在禱告中改正或說服別人；反之，我們應該是透明的、超越的。我
們不該摸着屬地的差異，乃是要超越這些。我們在禱告中不該「坐車」，行駛在這些情形裏，
反而要「坐飛機」，飛行在這些之上。我們絕不該在禱告中想要轉變、說服或改正別人。這
不是真實的禱告，這是行不通的。
使我們所在地的召會成為禱告的召會
我們應當在我們的禱告中，特別是在團體的禱告中，學習並實行這些實際的事。我們需要
奉獻、認罪、並照着裏面的膏油塗抹來禱告。我們絕不該想要藉着我們的禱告去摸着別人，
乃要單單讓主直接摸着他們。然後就有新事發生。領頭的人特別需要更多禱告，甚至比別人
更多，他們必須幫助別人有真實的禱告生活。他們該去幫助一個一個的弟兄有禱告。今天的
難處是當我們有釋放信息的聚會，就有許多人來；但是禱告聚會卻只有三分之一的聖徒來。
似乎有人說，「釋放信息我就來，但若是只有禱告，我就留在家裏休息。」在一些公會裏，
可能只有三個人來禱告聚會：牧師、牧師太太、和管會堂的。他們要唱詩歌時，牧師領詩，
牧師太太就彈琴，管會堂的跟着唱。我看過這樣的光景。在一些地方，五個領頭人當中只有
兩個人來禱告聚會，而其他三位都不在。禱告聚會若只有幾個人來，那個召會是最弱的。然
而，正常的情形是：禱告聚會比其他聚會來的人更多。如果召會有禱告聚會，所有的信徒都
來了，那個召會就是最得勝的。那是一個活的召會。我們自己要禱告，也要幫助別人禱告。
我們必須使我們所在地的召會，成為一個禱告的召會。要接受這話，並盡力實行。我們這樣
作，一面會看見困難，但另一面卻會看見祝福。
要開始這種禱告並不容易，這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仇敵絕不會讓召會實行這種禱告。
所以我們必須忍耐以爭戰。的確，我們必須禱告。我們若過不去，就該禁食，甚至需要整夜
不睡，透徹的禱告。我們若這樣禱告，就看見主會多多的進來。我們不該忘記曾有一次，門
徒因着一個癲癇鬼的事來問主：「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鬼？」主回答說，「這一類的鬼，
若不禱告禁食，它就不出來。」（太十七 19，21）
禱告不是簡單的事。在這宇宙中不只有物質的世界，也有屬靈的世界。邪惡的屬靈勢力一
直在對抗、阻撓、攔阻主的工作。我們必須禱告來應付這局面並爭戰。我們不能僅僅藉着教
訓道理來建造召會。甚至我們傳福音時，也不是僅僅傳揚，就能把人帶到主面前。我們需要
禱告爭戰，以對抗那壯者的詭計，使主能捆綁那壯者，讓他手中所有的靈魂得着釋放。這不
是單單憑着教訓或傳揚，惟有藉着得勝的禱告纔能完成。
願我們都對這事有深刻印象。這篇信息不是僅僅在課堂上的功課，而是屬靈的訓練，要我
們學習主的道路。我為着這事仰望主，宣告說，為着這事，我的心完全與主站在一起。願主
在這事上感動我們，過於任何其他的事；我們必須到祂面前，為着召會生活的實行而禱告。
－全文完
（
《實行召會生活的基本原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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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以基督為我們的人位並活祂」負擔的話

第六篇 使徒的職事與基督天上的職事合作
「基督的身位和祂的職事一樣，有兩方面。
祂在地上的時候是為人的耶穌。然而，祂升到
天上之後，卻是得榮的基督。祂地上的職事僅
僅持續了…三十三年半。相反的，祂天上的職
事卻是永遠的、無窮無盡的。可惜的是許多基
督徒只注意基督職事的頭一部分。…祂地上的
職事完成了救贖，…然而，這個完成只是把祂
引進天上的職事裏。如今祂正從事一個比祂在
地上時影響還要深遠的職事。不要以為主耶穌
坐在天上無事可作！祂正在管理宇宙中的萬
事萬物，…如今，…祂正在為…眾召會一直作
工。」（基督天上的職事，第一篇）大多主的
僕人們注意到主在馬太福音末了給我們使命
的前半：「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
入父、子、聖靈的名裏。」（二八 18，19）卻
似對其後半：「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甚
麼，都教訓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

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二八 20）視若無
睹；大多神的兒女亦珍賞並享受主在約翰福音
中對九種不同之需的人美妙的牧養（二 23～十
一），卻不領悟這一切的牧養皆是指向並總結
於在本書末了，祂對那享受過祂牧養，也應起
來同有分於「你牧養我的羊。」（約二一 16）
之重大託付的第十種人的牧養（約二一 3～
17）。今天，眾召會要得着建造，天天有主活
的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迎向祂的再來，絕
不能只寄望於僅得着無數被浸入父、子、聖靈
之名裏的人，乃在於他們是否也從施浸的人繼
續在主一切的教訓中得着充分的牧養？然
而，當主為此來問我們：「你愛我比這些（一
切屬地屬人的纒累）更深麼？」
（約二一 15），
我們是否能回答：「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
你。」（約二一 15）而不再由己束帶，隨意往
來（約二一 18），成為甘為牧養羣羊至死忠信
的人？
劉葵元

結晶圖表
第七篇 完全與神和好並且心寬宏，好在神的經綸裏正確的代表神 2018-2春季-7

壹 完全與神的和好
一 領人和好歸神
二 兩步與神和好
1 兩階段的和好
2 使罪人脫離罪
a 罪人蒙赦免
b 基督已擔罪
3 使信徒脫肉體
a 使人向神活
b 進一步和好
c 主觀的釘死
4 完全與神和好

貳 和好使人心寬宏
一 根據和好的程度
二 人的寬宏或狹窄
三 嚴以待己寬待人
四 智慧與廣大的心
1 狹窄帶來愚昧
2 窄小產生驕傲
參 如何正確代表神
一 保羅是神的大使
1 代表神的權柄
a 權柄已賜給基督
b 基督得最高權柄
c 夠資格作神大使
d 新約執事代表神
一) 使徒代表基督
二) 肢體代表元首
2 地上神的代理

二 摩西失敗的功課
1 沒有尊神為聖
2 須按神的性情
3 在態度行動上
三 正確代表的資格
1 先服權柄
2 認識自己
3 認識神旨
4 願否認己
5 與主是一
6 不照己意
7 待人親切
8 在復活裏
9 自願卑微
10 能受頂撞
11 自覺不配
12 正確代表

第三頁

舊約「撒母耳記上」讀經拾穗
本週進度
撒母耳記第二十四章。
生命讀經
第十四篇。
經文大綱
一、一至二節，大衞從西弗曠野上去，住在隱基
底的山寨裏。
二、三至二十二節，掃羅落在大衞手裏，大衞卻
不殺他。
真理要點
一、大衞從西弗曠野上去，住在隱基底的山寨
裏。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有人告訴他大衞的下
落；掃羅就挑選三千精兵，出去尋索大衞。
二、大衞不肯殺掃羅，但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
然而，甚至在這件事上，大衞也心中自責，因為他
敬畏神，知道掃羅乃是神的受膏者（4 下～7）
。在
神的國裏，有神聖的權柄等次。掃羅不是自立為
王；他乃是神所立所膏的王，所以掃羅是神聖的權
柄，大衞為此敬畏神。大衞守住在神選民中神所命

定的權柄等次，這為他將來作神選民的王立下良好
的根基。他若背叛掃羅，以後的人就會以他為榜
樣，來背叛神所命定、所設立的王。
三、大衞敬畏神並尊重神的生活，征服了鹵莽的
掃羅，使掃羅不再追趕大衞（16～22）
。大衞在與
掃羅的關係上，對於在作為神國之召會生活（羅十
四 17）裏的新約信徒，是很好的榜樣。
生命經歷
一、在神的行政中，領頭者的失敗對我們總是試
驗。揭露領頭者的失敗，會使我們在消極一面涉及
神的行政，因而失去神的祝福。我們若留在神行政
下正確的地位上，領頭者的失敗也會成為我們的祝
福。
二、大衞向掃羅求訴，掃羅多少也受感動（8～
15）
。大衞在這裏所作的，正是新約所教導的，不
要以惡報惡，反要以善勝惡。最後，大衞敬畏神並
尊重神的生活，征服了鹵莽的掃羅，使掃羅不再追
趕大衞。大衞在與掃羅的關係上，是我們今天過召
會生活很好的榜樣。
鄭佳琪

各環系列交通

青少年組報導
青少年福音
校園工作的重要
眾召會得着新接觸的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
打發我們的青年人去校園。現在主的恢復需要甚麼
呢？請你們記得，主的恢復需要大量的人。為了產
生大量的人，我們必須帶進青年學生，所以校園工
作非作不可。我們的福音工作，該特別注意中學生
和大學生。並且我們該費上一切，倒上一切，來拯
救、栽培、造就、並帶領他們。再者，因着教育普
及，各地學校都很多。校園就如同魚池，學生就像
魚。現在「魚」都集中在「魚池」；所以我們也必
須進到各大學、中學、小學傳福音。這需要各地召
會有專人接受負擔，服事校園福音，尋找各種機會
進到校園傳福音。

福音分享
感謝主，在一年級上學期的時候，我們得知了一
些也是一年級，但沒有穩定聚會的弟兄。我們在上
學期結了三個果子，下學期到現在也結了三個。享
受早晨和中午與弟兄們的校園禱告，藉着禱告，我
們一個一個的名字都帶到主的面前，求主加強我們
的牧養，也求主穩固他們的小排。主實在很祝福我

們，雖然一開始會有一些的困難，對牧養人也不是
那麼的熟悉，但藉着與弟兄們的交通與禱告，主祝
福了我們的牧養，許多久不聚會的弟兄以及小羊現
在都可以穩固在小排裏面，小排裏弟兄平均的人數
也提升了。讚美主，這是主的恩典。
台中一中
感謝主，這個學期到目前為止，僑泰高工結了五
個果子！我最寶貝奕智弟兄的得救。他是由社區聖
徒接觸到而轉給我們的，那時候小排服事者還跟我
說，他是個很單純的人，會主動去問甚麼時候有小
排。不過很可惜的是，他週五要補習，因此一直不
能進到小排裏。直到我們第一次的福音聚會（因那
週四提早放學，所以我們就成功邀到他來到週四的
福音聚會）
。在週三的時候，我就為這場福音聚會
迫切禱告，在禱告中主用了五餅二魚的圖畫光照
我。在馬太福音十四章，我們看見門徒在黃昏時，
請主解散羣眾，他們好為自己買食物；而主卻告訴
他們：
「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喫罷。」門徒也
因而發現，最近除了五個餅兩條魚，再沒有別的。
所以，若沒有主的說話，門徒不會看見自己只有五
餅二魚。但當他們把這些交給主，在主的祝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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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使五千人喫飽還留下十二籃。主也實在暴露我，
叫我知道我所擁有的只是「五餅二魚」
，但我若願
意交出我有的，仰望主祝福的手，就能使眾人飽
足！因此，我就再將自己奉獻給主，轉向祂的祝
福。主也在禱告中加強我的信心，叫我確信一定會
有人得救！讚美主，主的祝福實在是大的，奕智就
在那場福音聚會中受浸歸入主。
僑泰高中
讚美主！在已過的福音聚會，家商排結了兩個果
子，一位弟兄和一位姊妹，其中那位姊妹是我們這
學期盼望受浸的人位。因着她對基督徒非常好奇，
於是就樂意來到我們的聚會中。從每次的校園排看
出她對主耶穌的渴慕，在分享時，也把自己生活中
的環境跟大家分享，我們就為她禱告，也告訴她可
以藉着禱告將憂慮卸給神。感謝主，她有一個單純
的心，願意操練時常在生活中向主禱告，對主有主
觀的經歷。我們在每一次的校園禱告中，都會提名
為她禱告，盼望她能彀早日得救，並且，在平常的
個人禱告中，也將她放在心上。在已過的福音聚會
中，弟兄帶着大家禱告完後，她就說她心裏有平安
的感覺，願意抓住機會，受浸進入神的國。補充本
詩歌八六二首：
「時常呼求，凡事禱告，只憑信心，

不憑眼見，必得祝福，無量豐富，必定見祂工作成
就。」我們為已過的福音聚會有很多的禱告，向主
求兩個果子。讚美主是聽禱告的一位，我們禱告到
那裏，主就作到那裏。
台中家商
在學期初的中幹成全中，我們向主奉獻這學期要
結五個果子。但是在開學後，不論在邀約或傳福音
還是在校園禱告的突破上都遇到了一些瓶頸，以至
於我們到了學期中都還沒有帶人得救。直到一次集
中晚禱的聚集中，服事者開始對我們傳輸校園福音
的負擔，我們裏面就有一樣的感覺，而為着校園的
行動有了敞開的交通，也藉此，更新了我們對校園
福音的異象。服事者也找我們交通，在各樣的實行
上給了我們許多的幫助，我們也簡單的跟隨。很奇
妙的，我們傳福音及邀約人漸漸有了果效，在一次
的福音聚會中，一位接觸許久的福音朋友受浸得救
了！感謝主，是主的憐憫，使我們在校園福音的事
上受主的調整，不灰心，有堅定持續的禱告；並且
藉着弟兄姊妹們在背後的扶持與代禱，叫我們能經
歷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
「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
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
台中女中

主在亞洲的行動
斯里蘭卡
全國服事者訓練
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有一次全國服事者訓練，共
有八十位服事者參加。此次訓練包含二系列信息。
早上系列是關於事奉主者該有的異象，下午系列是
關於兒童排的負擔。
早上系列信息讓服事者看見，事奉主需要異象和
啓示，需要在身體裏，需要讓神來發起，在事奉中
要追求生命的長大和成熟，成為所羅門的複製－書
拉密女，分擔主的工作，在愛中與主同工，建造祂
的身體。每篇信息弟兄都先交通開啓與應用的話，
然後聖徒們分享，末了，有兩位弟兄加強信息的負
擔，將信息實際的應用到召會生活與服事的實行
中。大家都靈裏高昂一同響應，見證我們都在一道
水流裏蒙恩，渴慕成為正確事奉主的人。
下午系列是由高雄的弟兄們分享兒童排的異
象、蒙恩與實行。這是我們第一次有這樣的訓練，
眾人看見兒童是大的福音，聖徒們需要在家操練過
神人生活，並且各地召會需要建立兒童排來打開兒
童福音的門，藉兒童得着得着年輕、完整、優質的
家長。訓練末了大家宣告今年底前要成立十三個兒
童排，二○二○年底前成立一百個兒童排。晚上有
各地負責弟兄與 Ron 弟兄夫婦交通，分享主在各

地的蒙恩與行動並彼此代禱。讚美主！
全國青少年一週訓練
四月九至十四日，在可倫坡有為期一週的全國青
少年訓練，共有六十位青少年弟兄姊妹參加。訓練
內容包括「生命課程」卷一，以及兩堂特別負擔的
交通，說到為主惜取少年時與參加全時間訓練。
「生命課程」卷一共十二課，從「知道得救了」
到「認識召會」
。每堂聚會除了唱詩與信息，也包
含禱讀重要經節和分組追求，眾人都很享受。弟兄
們鼓勵青少年聖徒記下綱目及重要經節，並準備無
誤的默寫出來，然後彼此分享信息內容。雖然與會
者年齡不一，使用三種語言，但經過服事弟兄們的
帶領，大部分聖徒都能順利背下來。感謝主，盼望
青少年藉此能認識基本真理，在年少時就積存美好
的根基，被真理構成；並學習如何正確的禱告、讀
經，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有一堂信息特別交通到要為主惜取少年時。這次
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聖徒年齡介乎十三至十九歲。弟
兄們交通到需要珍惜這段黄金時期，把握寶貴的每
一天，竭力愛主並學習真理，配搭服事，並顧到自
己的學業。約書亞曾禱告日頭停住，而延長了一天
的時間。今天使日頭停住的路，就是把一日當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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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來用。每位青少年都很被信息摸着，深覺需
要贖回光陰。
訓練中亦交通到參加全時間訓練的負擔。眾人
先觀看有關「主在亞洲的行動」及介紹全時間訓
練的影片，接着有參加過訓練的聖徒分享他們的
見證，最後有弟兄們加強鼓勵的話。讚美主！藉
着祂富有榮耀的吸引並祂的信實，最後有四十位
青少年奉獻自己，願意在畢業後參加全時間訓
練。求主祝福他們，顧念他們的學業及家人，並
記念他們的奉獻。
加姆伯哈召會成立
加姆伯哈召會的見證，開始於兩個家因實行晨
興得復興，把所得着的真理傳給他們的親屬密
友，而使主的話大大擴展。在二○一七年十月有
第一次的尋求者聚會，約有三十位與會。之後每
主日晚上都有聖經真理座談，座談中使用新人晨
興聖言和生命課程作為內容，另外也有兩位弟兄
每週六到可倫坡參加服事者成全，然後把真理帶
來。就這樣口碑相傳，尋求者越來越多，至終有
十三個國家願意走主恢復的道路。今年三月二十
五日在加姆伯哈成立了主的見證。聚會當天本地
有四十位聖徒（三十四位大人、六位兒童）與會，
同時也有從可倫坡、瓦特勒、帕納杜勒的聖徒一
同前來見證召會的成立與基督身體的一，眾人一
同有分於基督身體的一的交通。
禱告負擔
一、為青少年聖徒受良好的教育，以及他們家
人的得救。
二、為青少年聖徒天天享受晨興、讀經及召會
生活。
三、為四十位奉獻參加全時間訓練的學生。
四、為四月十六至六月十一日九位台灣全時間
聖徒在可倫坡的福音開展及加強家聚會的實行，
及可倫坡召會主日人數達到五十位。
五、為七十位服事者得釋放參加六月十四至十
六日全國服事者訓練。

印度

姊妹禱告與活力排
自二○一七年起，泰米爾納德邦眾召會每半年
有一次為期三天的姊妹訓練。一羣來自不同召會
的姊妹們參加完訓練後，深深摸着為着基督身體
的建造，需要姊妹們在召會中盡功用，特別是盡
禱告的功用，於是有每週五一同聚集的禱告。
每次禱告，眾人先把負擔禱告的點列出來。譬
如：主在印度的行動，福音化全印度，文字工作
及恢復本聖經的繙譯，召會的下一代，全時間訓
練，各地興起更多服事者與人數繁增，姊妹們的
排生活，財物奉獻，人人能申言傳福音、該區域
還未有主見證的城鎮能興起召會等。然後再同心
合意一點一點的禱告。
後來姊妹們禱告後開始追求職事書報。姊妹們
已經追求完「藉着禱告享受基督是話又是靈」一
書，現又繼續追求「基督是一切屬靈的事物」
。藉
着書報的幫助，姊妹們學習到如何正確的禱告並
豐富享受神的話，而對主有更深的享受。藉着主
話的開啓，大家學習簡短的用神的話禱告，聚會
變得更有活力，並經歷禱告比人的作為更有功
效。現在姊妹們禱告完，更列出久不聚會、新得
救聖徒、及福音朋友的名單，訂下配搭前去探訪
牧養這些人的時間。許多人開始領受傳福音的負
擔，出去傳福音並牧養新人，建立起週週出去接
觸人的習慣。而主照着姊妹們的禱告所作的，實
在令人驚歎！禱告只兩週，姊妹們就開始帶人得
救受浸，之後有更多人陸續得救受浸；她們求主
為眾召會豫備一個訓練和相調的場地，禱告一段
時間後，就得知弟兄們將在清奈購置一個相調中
心。主實在是聽她們禱告！
經由如此的操練，姊妹們禱告越來越釋放，大
家脫離了家務的纏累和生活的擔子，與主同工，
有分主在地上的行動，彼此之間越過越同心合
意，這樣的禱告目前已增加到四、五個小組，並
且有些姊妹們也相約在下午或晚上藉網路羣組一
起禱告。盼望這樣的禱告小組和人數能繼續不斷
增加，邀來主更大的祝福。
（轉自 LMA 二○一八年五月刊）

蒙恩見證

主醫治我，是要我在地上成為祂的見證人（二）
治療過程中也去作過語言發聲治療，因為腫瘤壓
迫到聲帶的神經，語言治療師要我發出「啊」的聲
音，我卻只能維持三秒就自動消音。治療師要我每
天練習，把「啊」延長到五秒，但我都覺得很困難。

每天隔二小時就要作長達半小時的發聲練習，要用
丹田出力，但因為我身體虛弱就放棄了。治療師
說，你不練習，以後聲音會越來越糟。但我真的無
暇顧及我的聲音，心想我連命都不保了，那還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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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麼多？我的聲音真的就很弱而且很沙啞，跟人
說話常要在人耳旁說，否則人家都聽不清楚；通電
話更是受挫，對方都說：聽不清楚，再說一遍…。
我就想算了，能不說就不說吧。
到了二○一五年的一月，因化療產生了抗藥性，
癌腫瘤發生轉移，共轉移到三個地方：肺左葉、腦
部和腰椎二～三節。CEA達到102，肺癌到了第四
期，又因為化療產生了抗藥性，於是停止化療，開
始口服標靶藥，每天喫一顆得舒緩及接受放療。腦
部放射性治療每次約五分鐘，連續照十二次。我每
次躺在治療床上都很緊張，因為放射線很亮、很
強，又發出嗞的聲音。我帶着面罩，只有把自己交
給主，我親愛的救主，求主緊緊擁抱我。每每躺在
主的懷中，纔讓我能安然歇臥，正如詩篇十二篇二
節所說：「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
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
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因為吃了標靶藥物，一些不良的反應開始接踵而
來：我的鼻頭、臉上、手肘、手臂長滿膿疱，又紅
又腫，然後全身發癢，抓也抓不完，只能用拍打的，
擦藥也只能暫時止癢。醫師說這是藥物反應，有反
應表示標靶藥物對我有效。我告訴主說：「主阿，
我好癢啊，我受不了了。」主對我說：「好啊！你
要癢?還是要痛？」我馬上說：「好好好，我寧可
癢，不要痛，痛就表示病情不好了。」所以有姊妹
對我說，你要感謝主！還要對癢表示歡迎，這樣纔
表示有效！你們看，在召會裏不但有關心我、為我
代禱的，有的還對我發出逆耳忠言的，題醒我要讚
美，要感謝！
其他的症狀就不一一詳述了，掉髮、連續拉肚
子、十隻手指輪流長甲溝炎，滿手貼上紗布…終於
在三個月後的一次大檢查，在影像上看不到腦部裏
的壞細胞了！肺部的腫瘤也縮小了，只剩下腰椎的
癌細胞。我整個人清爽了，咳嗽少了，體力也好多
了，何等讚美主！
再接下來驗血結果，CEA降到2.6，在正常值0-5
之內，沒想到結果竟是這麼好！我忍不住哭了，一
切好突然。因為我一直求主，讓CEA的數值降下，
卻一直不可得，讚美主！榮耀歸神！祂的保守和看
顧從不短缺。聽到這個好消息的姊妹，都為我大大
感謝主，學校的主管甚至在學校的會議上公布這個
好消息，使我為主作了榮耀的見證。我知道這不是照
着人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神有祂的時間表。
最後我要談到關於生命的學習。得病後，令我訝
異的是主賜給了我一個喜樂的心，我很少因憂慮而
失眠，很少因擔心而哭泣，我總是笑着對着家人說
些傻話，逗他們開心，甚至輕鬆的和女兒談到死後
事務的處理。我照常晨興、禱告、讀經、唱詩；

還要走路、運動、作操；早晚要餧飽一隻大狗、一
隻小兔，清理牠們的環境；還要買菜作飯，幫女兒
帶便當，洗衣打掃，清倒垃圾…我每天都很忙的，
但最重要的工作是：為學校同仁，老同事能接受福
音而代禱。
我常常問主：「主阿！你為何這樣愛我？為何這
樣救我？得癌的人日日遽增，生命驟然消逝的也屢
屢頻傳，你卻愛我拯救我，使我得醫治，你留我在
地上要作甚麼?」後來我知道，傳揚福音是主給我
的命定。有一天，神藉着我的兒子向我說話，他的
話觸動了我，他說：「媽媽，你要認真的向主禱告，
要練習發聲，向主要聲音的恢復，這個聲音會是一
個傷口的標記，讓你的聲音被主得着，歸主使用，
廣傳福音，這是得人的重要見證。」
是的，聲音啞後，我就像個啞吧，在聚會中我無
法出聲，因為人根本聽不到也聽不清楚我的聲音，
長久下來，我習慣聚會中不出聲、不禱告（因為搶
不到）、不申言，無法讀信息，大家也都自動跳過
我。但感謝主，最近我的聲音越來越有進步，在聚
會中試着操練說話、禱告，連唱詩也大聲了。雖然
常會有破音，但我現在連「啊」聲都可拉長到至少
十五秒。
學校、社區還有許多朋友等着我們一一去傳揚福
音、供應餧養。我把他們記在禱告簿上，我需要在
主的同在裏更多的禱告，讓我有剛強的靈，讓撒但
不敢再阻止我發聲讚美，阿利路亞！
親愛的朋友，我有幾處聖經節要送給你們：
約翰福音十四章一節：「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
們信神，也當信我。」
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我將這些事告訴你
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這段甜蜜
的經節是耶穌對聽祂話語的羣眾所說的話，因耶穌
看見這些羣眾在平常生活中充滿着憂悶、困苦、挫
折，耶穌如同張開雙臂對這些人說：「凡勞苦擔重
擔的人來靠近我，我要使你們得安息。」這句話也
是耶穌對我們每個人說的，帶給我們極大的安慰與
鼓勵，因着這句話，我們應該拋掉所遭遇到的困
難、憂慮來就近主。
親愛的朋友，時間總是那麼匆匆而過，彷彿二○
一六年纔到，今天已是三月中旬，今年的四分之一
過去了，我們誰也不能豫知在將來的路程中會有甚
麼遭遇、甚麼變化、甚麼挫折。甚麼需要，可在這
裏有從神那裏來的話語，能安慰我們，能激勵我
們，能鼓舞我們。願我所信靠的神，也成為你們的
倚靠。（全文完）吳麗珠
－出自水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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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信的故事（一）
九六年元月二日，開年第一次的姊妹聚會，鳳
山召會來了一位嘉賓，正是劉葵元弟兄高齡八十
七歲的母親。師母亦莊亦諧、妙語如珠，從她口
中娓娓道出一篇篇又真又活的見證。主的恩典勝
過一切缺乏和死蔭幽谷的經歷，使她更珍惜神的
同在。師母真且活的見證更激勵了姊妹們，讓我
們看見—原來屬靈生命總是在不斷的經歷中長
成。以下是劉師母得救五十年來的蒙恩見證：
我是個從小就反對信耶穌的人，看見他們笑嘻
嘻的，我心裏就排斥說：「一羣假惺惺的人。」
而我上的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主日作禮拜時，
我根本就不聽。有一天，牧師來向我說，而我卻
絕不相信，回答說：「你們這是文化侵畧。」因
為那個時代，我們都很愛國。後來我又拿哲學、
心理學的書來反駁牧師，誰知他竟指着「頭」對
我說：「信主不是這裏的事，」又指着「心」說：
「是這裏的事，所以我不和你辯論，有一天你會
信。」我回說：「纔不會。」他說：「耶穌愛你，
祂會救你。」從此他就沒理過我。以後的日子，
我憑着自己的「理想」與「夢想」過生活，但「夢
想」永遠只是「夢想」，實際永遠與夢想不合。
在地上，我尋找不到所追求的東西，就一次次
灰心、失望，終於有一天真的不想活了。因為那
時剛來臺灣，全家六口住在四坪大的小空間裏，
非常辛苦。家裏窮，又忙三個孩子，我累得半死。
先生下班回家，完全沒有一點笑容，更別提分擔
家務了。當時外頭下雨，屋裏也下雨，碗盤都盡
出接雨。孩子又踢翻，弄濕塌塌米，我趕忙去擦
拭，整個人簡直要瘋掉了。我的主知道，像我這
樣的人要得救，就非得為我「量身打造」這樣的
一位先生。
我真是被逼到走投無路，當時人生地疏，有苦
無處訴。有天晚上，就帶着三個孩子，往工專附
近的大水溝走，心想，要不跳水淹死！不然撞車
死算了！兩樣總要選一樣死。就在那當口，竟然
「話」跳出來，就是：「耶穌愛你，祂會救你。」
我心一驚，是誰在說話呢？轉頭一看，卻四下無
人。心想，難道還有活路麼？從前我不聽福音，
現在想聽也找不着人向我說。但奇妙的事發生
了，我竟帶着孩子往大水溝相反的方向走去，抬
頭望見對街有間燈光四射、人影穿梭的「仁愛
堂」。
我一走近，就有三、四個女孩過來，一個幫我
哄孩子、一個與我談話、一個問我要不要進去聽
福音？我說：「我要，我要。」我正想有人和我

說說，主就豫備好了。那天牧師講的是「神的愛」
，
我坐在最前面。一聽，纔發現，原來自己是個罪
人，本來以為自己愛家庭、愛孩子，一直努力付
出，但是我也要求回報，當先生的反應不合我的
心時，我的「愛」就變質成了「恨」。
一明白後，我淚流滿面、羞愧不已，真想鑽進
地洞裏，當下便得救了。經過三個月的慕道班後
便受浸。記得受浸出來的感覺，我真覺得自己很
尊貴，是被神聖別出來的人。當時，看見天變得
更藍、草也變得更綠。雖然我仍然窮，甚麼都沒
有，但我知道從那時起，我得着新生命，且這生
命裏有寶貝喲！
接着我講講受浸後找工作的經歷。我有三個兒
子、一個女兒，女兒是乖得用不着我管，兒子是
鬧得我怎麼也管不着。我先生管教孩子是用打罵
的，與我多有爭執。終於有一天，他丟下一句話，
從此撒手不管孩子，十年不和孩子說話。那時我
很痛苦，像我這種人，神知道，要不是這樣的對
付，我是不會要主的。
年輕時也曾讀了許多教育心理學，滿心以為用
我的學養來應付成家後的日子，一定不成問題。
誰知挫折連連、完全行不通。這纔發現自己是「一
無所能」
，只能呼天喚地。所以，我們天然的「能」
，
在神面前卻沒有一點價值。
我懷么兒時，因營養不良，胎兒又在體內吸收，
大約在懷胎七個月時，我突然一邊的眼睛黑了，
醫生說，除非趕快催生，否則眼睛一星期內就會
瞎掉。我決定遵照醫師的指示，但醫療費要五百
元，在此要命關頭，只得向人借貸。果真孩子出
生後，眼睛也恢復了。但所欠的錢卻無力償還，
內心非常難過，就向主禱告：「主阿！我拿甚麼
還錢呢？你也不喜歡我欠錢吧！難道我要丟下四
個孩子去工作？但我又能作甚麼？」在大陸時，
我只教過兩年英文。你們信不信，兩天後就有一
位姊妹到家裏看我。當她環視了我那侷促的住處
後，突然開口問我要不要找事作？我就稀奇，問：
「作甚麼？」她答：「教書！」我問：「教甚麼？」
她答：「教英文！」我大為訝異，心裏大大讚美
主，祂真是聽禱告的神！
臨走前她給了我一張名片，叫我去見一個人。
我翻箱倒櫃，好不容易纔找到一套上下不搭，卻
算是乾淨的衣服，就趕忙去見那個人。只見門一
開，出來是一位珠光寶氣的婦女，乍見之下，我
真是相形見絀、侷促難安，心暗想：我這身裝扮，
連當她的佣人都不成。果真她也想草草打發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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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裏面不甘心，因為這是主帶領的，我堅持要
見校長。她見我如此不知趣，就勉強問了我一些
問題，諸如學歷、工作經驗等，我皆據實以告。
她就幫我編了一套好聽的說法，教我見到校長就
如此說。但我實在不願憑空吹捧自己，卻又不能拂
逆人家的好意，就一路憂愁的到了北一女中。
席間，校長問我那兒畢業的，我說：「原來唸
燕大，後來珍珠港事變，學校關閉，就被分發到
北大。」總之就是「亂七八糟」的。校長又問我
教過那些學校，我也照實說那個學校也是「亂七
八糟」的。當時，旁邊那位女士就在桌底下踢了
我一腳。校長聽了也表示不大放心。她說：「我
們學校的學生求知慾是很強的，你這個樣子能滿
足他們麼？」我回答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很愛十七、八歲的孩子，我喜歡教書，我會努
力。」就這樣，校長叫我隔天就上課。所以，這
個教書工作真的是主給的。
誰知我們這個人呀！神給了我們所愛的，我們
就一頭栽進去而遠離了神，忙到聚會也變得不正
常。我這一教書，竟如魚得水，大受學生歡迎。
我被工作完全罷佔，出考題時總是絞盡腦汁，另
外設計題目從不抄襲書本；印小考卷也在家裏買
了部油印機自己印，真是挖空心思、全人投入。
加上要照顧孩子們，我從家裏到學校，騎着腳踏
車來回奔波，弄得身體常常病痛。神雖愛我，祂
也測試我的心在那裏？我果真愛教書勝過愛主。
然而屬靈人是參透萬事的，帶領我的姊妹已看出
端倪。有天，她拍我的背說：「不能再教下去了。」
那時我已教了十年書，雖然常生病，但學生非常
喜歡我，校長堅持不讓我辭職。可是姊妹又執意
要我辭，真是左右為難啊！我也常常傳福音，自
以為還在主裏，但姊妹已看出真偽。因她一再勸
我辭職，我就說：「我辭不掉，除非有一天拉破
臉，拍桌子說我不幹了，否則怎麼辭得掉呢？」
奇妙的神，有一天果真叫我拍了桌子，當時我裏
面有聲音說：「你在作甚麼？」我就清楚，這是
神作的，所以堅定了辭意。我家我是排行老么，
從小就沒我拍桌子的份，可見是主作的。校長只
得答應，但，權宜請人代理我的課，配給得米糧
還是給我，這樣的無功受祿、藕斷絲連，又帶給
我痛苦。
以色列人有座「哭牆」
，而我家裏有個「哭角」，
那是家裏我專門哭着向主禱告的角落。我又向主
說：「怎麼辦呢？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呀！」結
果狀況來了，我的第二個兒子在就讀的初中出大
問題，不是功課滿江紅、就是跳牆、犯規，大過、
小過全來了。我實在沒輒，常被叫到學校，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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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而女兒是好到極點也根本不必管，我決心
帶着兩個小的，離開台北到南部去，讓孩子轉換
新環境，但工作又是教書。
我與帶領我的姊妹交通，這回，她禱告後就阿
們我。當時已經七月底了，各學校人事異動幾已
底定，主卻豫備了岡山中學讓我棲身，我又重新
執起教鞭。這一年，一直有主的同在，孩子因脫
離原來的環境也變好了。但這一教書，我又開始
上癮了，學生又都喜歡我，孩子也想在此直升高
中。我就寫信與姊妹交通，誰知回信只有四個大
字「趕快回來」，我不敢駁她，滿一年，就帶着
孩子乖乖回台北。回到台北後，主就為我的家帶
進一連串的祝福。
說到大兒子的得救，更印證主的大能，他是個
讓我頭痛到無法管教的孩子。他父親更與他有十
年之久未曾交談。有一天，姊妹們想邀他去參加
一個特會，我心想，只要誰能邀得動，我絕對一
百個阿們。姊妹們說：「那就禱告啊！」果真他
答應了，我真看見萬事全靠禱告，禱告只要「真
誠」、「實在」、「用靈」，主必會賜憐憫。
聽說那次特會，整個被聖靈充滿，每個參加者
都受感到一個地步，彼此抱頭痛哭、認罪悔改。
大兒子回到家裏，整個樣子都變了，宛若重生，
態度莊嚴地請全家人都到客廳圍坐，然後滿臉通
紅，先請爸爸原諒，再向媽媽認錯，再對弟妹們
道歉，全家為之動容，感動到淚流滿面。我當時
想：「主阿！誰能？誰能作成這事？惟有主能。
聖靈的工作誰都無法替代！」這樣之後，大兒子
的生命有了大翻轉，不但有充實的召會生活，也
考上工專，我們的主真是全能的神。
因着大兒子的蒙恩，也帶進小兒子的復興。小
兒子因為早產體弱，四個月大時得了腦膜炎，送
進了隔離病房。出院時，我知道腦膜炎癒後都有
後遺症，不是耳朵失聰，就是腳不能走。但見他
完好無缺，我就斷定，他的後遺症必定在腦部，
所以從他讀幼稚園起，就請求老師不要對這孩子
要求太高，因為他的腦子燒壞了。但是老師發現
他腦子不但沒燒壞，還滿有繪畫天份呢！但他各
科都是紅字，我也認為理所當然。他讀國中時正
好直升，高中就讀了當時頗有名氣的復興美工。
他在學校術科表現優異，頗受學校器重，但也因
此，這孩子就自視不凡起來，總是我行我素，不
與家人交談，他姊姊曾問他：「請問你還記得怎
麼笑麼？」每天看他喫完飯，就把碗筷一放，迅
速鑽進房間關起門來，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有
和大兒子為他禱告。（未完待續） 劉錢亞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