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頭的話
　主僕人李弟兄被主接去的當時，相調弟兄

們承託主僕的託付，再次肯定，一年要有七

次的特會訓練，為進入時代的說話，並使眾

聖徒相調！國際華語特會於二○一五年二月

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舉

行，共有來自全球五十六個國家，五千兩百

位海外聖徒，台島眾召會聖徒逾三萬位聖

徒齊聚一堂。而台南市召會有七百二十二   

位有分這次的聚集。來台南訪問的聖徒有來

自中國大陸、南非、澳洲、美國、法國、印

尼…等。

　特會的信息不僅是題到召會一的立場，更

看見我們要實行這一，就必須同心合意，單

單高舉基督，在一的立場上過召會生活。其

次，我們需要看見召會乃是基督生機的身

體。歌羅西書啟示，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是神又是人，祂是神經綸的中心與普及，也

是神的奧祕。我們需要被祂注入、浸透、充

滿，直到我們經歷祂成了我們的一切。基督

藉著復活並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複合的

靈，以分賜生命並進入信入祂的人裏面，如

同活水的江河流出來。最後，我們還要認

識，主的恢復是啟示於主的話裏。我們需要

對神話語的啟示有正確的領會。

　眾人不僅摸著特會的信息，更是為著迎見

這些海外來主裡的親人，今年空前地動員眾

聖徒的家打開，以活力排的方式來接待六百

位的海外聖徒。不同於以往，本次大量的事

務服事，不只擔在少數全時間聖徒們肩上，

也呼召許多青職聖徒參與配搭，藉此他們也

經歷了主多面的恩典與供應，相信如此豐厚

的恩典，還要一直地持續到主的再來！（文

字組）

特會與被接待
　這次華語特會的總題：「主的恢復之主要

內容」，共有五篇信息：召會一的立場與分

裂相對，召會是基督生機的身體－那在萬有

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包羅萬有的基督是神

的奧祕，賜生命、複合的靈與在基督裏神聖

的生命，神話語神聖的啟示。 

　除了滿有生命供應的神聖話語，也有各年

齡層的展覽：兒童們唱詩「耶穌愛我我知

道，因有聖經告訴我」，青少年們談著吉他

唱英文詩歌，全時間的學員們唱詩「恩典彀

我用，永不感力窮，基督活在我靈中，使我

受恩重重。」在場的聖徒們，享受了豐盛的

愛及恩典。當介紹來自全球五十多個國家來

參加特會的聖徒們時，會場裏充滿了靈中的

洋溢及喜樂。

　第二天上午，主日擘餅記念主時，全體會

眾，靈裡高昂、喜樂，眾聖徒一起唱詩讚美

主，「在宇宙中只有一個身體，我們將祂彰

於地，我們站住地方一的立場，讓所有人同

來觀賞。」敬拜父，「榮耀父神，讚美你，

我是你恩對象，今為使你心歡喜，前來向你

頌揚。」

　散會後，我搭乘捷運離開時，車廂內滿是

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離情依依，企盼三

年後的華語特會早日來到，聖徒們再能歡聚

一起，一同讚美、敬拜神！（張衛弟兄）

　

　很享受弟兄在最後一篇信息說到神話語神

聖的啟示，弟兄用享受核桃中核仁的例子告

訴我們，不僅要過召會生活、配搭服事與接

待，更要在過程中享受到神啟示的話語、享

受到基督，這才是享受到實際，也就是不僅

珍賞核桃的美麗，更是要吃到核桃中的核

仁。所以求主賜我智慧啟示的靈，並好的胃

口來享受主的話並實際的經歷主話的啟示。 

（王德文弟兄）

國際華語特會



　特會中最摸著我的，是劉晨曦弟兄為他父

親作的見證：劉弟兄的父親，年輕時很渴慕

追求真理，到處尋求真理都不能滿足。一次

聽說倪柝聲弟兄釋放信息，他前去一聽，就

被吸住了。倪弟兄說：外面作猶太人的，不

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

禮。惟有裡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

也是心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羅二

28，29）。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

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

的事（林前二 11）。這兩處的經節，深深

地摸着他，外面作的不是，惟有裡面作的才

是。並且只有神的靈碰著人的靈，人自然就

更新變化了，真是深淵與深淵響應。

  八十多年前的事，現在聽來還是何等的新

鮮。屬靈的東西要在靈裡培養，如同魚要培

養在水裡一樣，我們何等需要一直活在靈

裡！（魏德銓弟兄）

　特會的第二個標語，再度更新我對召會的

看見；神聖的生命有平時，柔細供應的一面，

但至於召會的形成，卻是需要基督那超越浩

大能力的強力輸供，她需要基督勝過陰間、

地、空中、三層天這四層的反對，超越層層

難處，以輸供祂的權柄與大能，如此，召會

才得以形成。這不禁使我對此肅然起敬並發

出對主的讚嘆！

　第二天早晨的擘餅聚會，即使我帶著孩子

在會場左後方席地而坐，儘管距離擘餅的桌

子是那樣遙遠，然而那靈卻仍能無往不透地

隨著詩歌聲撼動著坐在角落感動流淚的自

己！「在宇宙中只有一個身體 ，我們將她

彰顯於地」、「同蒙主恩，還有甚麼話可說，

唯有喊說，阿們！我們是一。」各國弟兄們

用不同的語言禱告讚美，心思雖無法理解，

但靈中的心思卻能翻譯響應他們的禱告！

　被接待在曾經配搭過的台北九會所兒童

室，早晨隔著窗簾聽到三兩位日本弟兄晨興

的聲音，這是我聽過最美的日語天籟，迫使

我弟兄拿起手機錄音，他們可知在主前的吃

喝，竟能供應到隔牆兒童室裡飢渴的心靈！

　下午與當年在北部配搭兒童服事經營蒙特

梭利幼稚園的姊妹有許多敞開深刻的交通，

姊妹在主面前忠信的服事了一群又一群的家

長，學生，她的園所成了主生命事奉的出口

與站口！或許是同業之故，她所分享經營上

的心路歷程，也成為我們的榜樣與激勵！也

得知姊妹在背後默默地在各面顧念我們這個

家，從最初直到如今！

　透過這次的集調，我似乎領悟到原來這應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生活，而如今，我正在豫

嘗…！在這恩典時代所是所作的一切，那日

所有澆在基督與召會身上的，會將完全的顯

明出來！ 謝謝主的憐憫，像我這罪人竟能

在這身體的相調裡有分！（周林玉菁姊妹）

迎接海外親人的全方位預備  
　這次與林志諺弟兄一同配搭華語特會接待

服事總管，不只這次海外參加人數破已往記

錄，台南市召會也是打破已往接待的度量，

達六百位以上，足證眾聖徒對聖徒的愛心是

熱切的！

　為著迎見這些海外聖徒的來訪，我們紛紛

投入諸多事先的前置作業服事中。其中主要

分成接送組（即外地與台南之間的接駁），

地陪組（在相調行程中陪伴及照顧海外聖

徒），住宿安排組，聚會組，除此之外，還

有些財務，文書、翻譯等等事務服事…。

　可以說這次的配搭是我過召會生活以來感

覺最重的一次，但卻也是最充實的一次服

事，尤其很多位青職聖徒配搭進來，加上執

事室聖徒，全時間者，各會所聖徒接待，我

感到在身體裡的配搭實在是暢快！

　經過這次服事，我與志諺弟兄有了共同的

結論，就是願意在要來許多事奉中，持續配

搭受成全，使我們的度量一直被擴大，以搆

上主今日的需要！（劉維仁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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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接機與地陪服事
　感謝主，很寶貝能有分於這次配搭接機及

地陪服事，使我有機會能與國外聖徒們交通

彼此裡面的基督，也擴大我個人生命的度

量！其實當初接下服事時在環境、家人、心

態上皆有許多難處，況且聽到要特地開車北

上松山機場接送聖徒南下時，心中充滿許多

不願意，但因著弟兄說了一句：「我們很需

要你的配搭！」我便順服下來，願意一同有

分於接機服事。

  在這服事中使我感受到在台灣過召會生活

是何等的幸福，聽著大陸及俄國聖徒交通如

何跋山涉水來到台灣，並且羨慕台灣有如此

美好的屬靈環境，甚至願意更改行程特地前

往書房購買一整套書報，使我不禁覺得台灣

聖徒真要好好珍惜我們所擁有的屬靈資產！

雖然因著陪伴出遊而身體疲憊，但靈中卻洋

溢著說不出的喜樂，我裡面的人再次被點

活，我也得以再一次經歷屬靈生命上的翻

轉！（郭冠群弟兄）　

　「神夢必須實現，我今為此奉獻；壇火不

可熄滅，惟願忠誠不減…」這首新詩，在昏

暗的夜裏，顯得格外明亮。

　陪伴著幾乎坐滿整台遊覽車的溫州聖徒南

下，到新營時已過夜半。漫長的路程中，不

知聖徒們將這首詩反覆吟唱了幾遍，唱到未

曾聽過、手邊也沒歌詞的我都可以背唱…。

看到這群器皿裡充滿油的童女們，再反觀自

己在假期中鬆散的光景，心裡感到分外難

受。這令我回想起一年前，與鍾易城弟兄陪

伴青少年趕赴中部相調中心參加特會情景：

　那時在遊覽車上，為了突破下沉的氣氛，

在靈中急切尋求復活的神將我燒著，使我如

母鹿跳躍，一路領著他們呼求、禱告、唱詩，

從裕忠直到路終…，而今服事溫州聖徒的當

下，別說為神說一句話，即使車上聖徒們愛

主的烈火，都難以將我冰冷的心融化，也無

法將我下沉的靈喚起！

　今非昔比的對照，使我看見：離了主，我

甚麼都不能作，這種死的感覺，催逼我來到

神前，清除污穢，並再一次更新奉獻。

感謝神，藉這次的服事，領我出了埃及地，

即便是軟弱如我，也能在這身體的相調中蒙

受光照與復甦，更使我對神、對自己有更深

的認識，我願作儆醒等候祂來的童女，愛祂

事奉祂，讓這壇火不熄滅。（連晉仁弟兄）

　我原是個很不容易答應和聖徒一同外出相

調的姊妹，常有許多的顧忌考量；然而，這

次的地陪服事把我擺在一個不同的位置上：

當我需要盡功用時，我就無法再活在自己的

顧慮中。反之，必須拋開自己紛亂的思緒，

學習顧到身體，顧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和感

覺，顧到眾人的靈是否在一裏！

　如果有人問我，這次的地陪成功嗎？我得

說，就人而言，外面的事工可能是失敗的，

小子還有許多要學習的地方；但就神而論，

祂已經在我裏面取得了地位！

　這次地陪結束後，當弟兄問我是否要去青

職相調時，我會毫不猶豫的說：「當然要

去！」讚美神，祂光照了我的心眼！（陳善

美姊妹）

　因著主的憐憫讓我有機會配搭這次的地陪

服事。雖然許多配搭的弟兄姊妹我都不熟

識，甚至到配搭當天才第一次見面，但因著

我們在過程中持續有禱告、交通，我們在配

搭上仍然十分順暢。

　我領會到我們不是單個人在服事，而是團

體的祭司事奉！而且，我們不只是在服事一

個個弟兄姊妹，更是為著主的緣故接待神家

中的親人，因此即使身體勞累，但靈卻是喜

樂、跳躍的！

　在服事中雖有些小狀況，但我與同伴不是

惱怒、發愁，而是來在一起禱告，求主與我

們同在，這真是甜美的經歷。（王秋薇姊妹）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配搭為海外聖徒的翻譯

服事！ 第一天晚上從新竹趕回台南就即刻

上場即席翻譯，雖然因前幾天作實驗身體疲

累，雖然無法給予最精準的翻譯，然而我經

歷了主是我的能力和智慧！

  往後兩天，帶著南非聖徒參觀台灣的歷史

文化，同時學習如何將屬人歷史與神聖歷史

相聯，雖然常帶外籍生體驗台灣文化，但卻

很少有機會帶聖徒參觀景點，這一次讓我有

機會將我所學的來服事聖徒。

  在這過程很寶貝與弟兄姊妹們的交通與配

搭。特別經歷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還有，

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讚美主我

們都是一班愛神的人，這樣的服事叫我得著

神作了我莫大的益處！（施金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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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我的假期很少，加上我很容易暈車，

幾乎無法配搭，但感謝主，主仍給我服事的

機會，把我僅有的時間擺進來，答應配搭南

下接送的服事。

  配搭之初，主叫我要先為這些服事的人事

物禱告，學習安靜的看待事情，盡背後代禱

的那一份；得知要擔任車長的服事，便揣摩

如何配搭，我觀察北上路程中車長是如何服

事弟兄姊妹，也向地陪弟兄姊妹請益學習，

我發覺到南下沒有提供給海外聖徒辨識用的

旗子，出發前還特地跑到書局去買材料，我

雖然不老練，但主知道我願意學習如何細緻

地顧到弟兄姊妹的需要！

　配搭接送的過程中，連我未得救的媽媽，

也願意幫忙等候印尼聖徒。南下時印尼的聖

徒遺失了衣物，台北的聖徒從台北速件寄包

裹到我家，我收到包裹後再速請接送聖徒轉

交給印尼聖徒，這場接力賽終於順利完成！

因著語言的不通，只能靠翻譯軟體溝通，所

以只有簡短的問候與詢問，在接待上不免有

虧欠。但是印尼的姊妹卻用生澀的中文對我

說：「謝謝你的服事！」後來得知她們是特

地去學習這句中文，當下，眼淚都要飆出來

了！我心中滿了虧欠，卻得到姊妹如此在愛

裡的回應！ 

　雖然接待時已經開始上班，但這屬靈的節

期仍在我靈中繼續著，弟兄們常說一句話：

「勞而不苦，累得暢快！」我真實地體會到

了！（徐百合姊妹）

　很喜樂有份於這次地陪的服事！哥林多前

書十四章二十六節保羅說，『弟兄們，…每

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

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

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與溫州的聖徒們

聚在一起，不在於我們去了那裡！而是與弟

兄姊妹們相調建造時，那聖靈中的喜樂！

　我最寶貝與他們一同坐在原住民文化園區

的大草地上唱著：「我真歡喜在神的園裏，

這園實在可愛又美麗…」。我也珍賞他們對

主話的渴慕！當他們到裕忠會所書報室看到

一整套的聖經之旅，說出：「終於看到正版

了！」的表情深深吸引震懾了我！我也受了

吸引快跑追隨主！（楊琇惠姊妹）

  （二 ) 開家接待服事與相調聚會
　當得知華語特會的日期時間，我就開始禱

告能有份於這次的相調服事！十七至二十

日，立即開始接待，看著遠方的親人來訪，

真是感動！尤其看到當年在台南全時間服

事，從南非遠道而來的黃約翰弟兄，還有他

當年還是幼兒的兒子，如今已二十二歲，訝

異於時光的飛逝，更驚喜於召會下一代的傳

承！感謝神，即便相隔遙遠，我們仍是一！

  特會後我們配搭接待海外的聖徒們，有車

輛接送、有打開家接待、有飯食服事，個個

都動了起來，開擴了我們的眼界與胸襟！謝

謝主在凱旋的行列中一直率領我們，使我能

在禱告、接待聖徒上一同有份！（林愛梅姊

妹）

　今年二月我租賃一間小公寓，適逢國際特

會接待的水流，區裡負責弟兄與我交通開家

接待，雖然我是個單身青職弟兄，看著空曠

的房子，仍然憑著信心，簡單的順服預備接

待。

　負責弟兄協助我向會所借用棉被寢具，藉

著 line 與青職排交通，二天之內青職夥伴

紛紛提供我接待物資，從牙刷、礦泉水、茶

包、到毛巾、水果等，真令我受寵若驚、大

開眼界。春節初一、初二接待一位大陸弟

兄，不會下廚的我發愁如何預備早餐，過年

連早餐店也歇業。「有弟兄處就有活路！」

這兩天青職同伴輪流運送豐盛早餐來扶持，

我們同著大陸弟兄享受神的恩典，滿了甜美

歡樂的相調交通！

　藉著接待海外聖徒的經歷，我學習要如何

柔細顧到人，在耶穌甜美的人性裡預備接

待，感謝主悅納使用我的一點所有，願歸祂

使用永無止！（ 陳文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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