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錫安的得勝旅程 

 
這是一次奇妙的恩典之旅，也是一場屬天的饗宴之旅。壯年成全

班二Ο一二年夏季畢業學員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日，到韓國南部

眾召會進行展覽相調。所有的學員為了這次的展覽，既期待又緊張，

從六月上旬就積極的豫備，甚至犧牲休息與運動的時間，努力的與輔

訓、教師配合，因為我們都只有一個心願，要將在壯年班受成全的豐

碩果實，成為馨香的見證，帶給韓國南部眾召會，並成為全地的祝福。 

這次的展覽學員們分為 A、B 兩隊，我被安排在 A 隊，沿途訪問

了梁山、大邱、蔚山、昌原、巨濟、釜山共六處召會。每一場的見證

及詩歌展覽，都叫人看見三一神的榮耀顯在基督身體的一裏；藉着展

覽前一同屈膝禱告，弟兄姊妹的見證都帶着那靈新鮮全備的供應，叫

我裏面的人天天得着滋潤、加強與更新；我的身體雖然疲憊，靈裏卻

總是歡喜跳躍。這樣的生活使我天天新又活，天天魂樂似飛翔，真是

太美妙了！ 

每場展覽結束後，服事者的結語也讓我有許多的摸着，印象最深

刻的是六月二十六日，在大邱召會陳濤弟兄的交通。弟兄說到台灣壯

年班的訓練，就是使神的子民成為神的複製，藉着訓練被職事的話語

泡透，拯救我們脫離自己、天然與老舊的光景；脫離不冷不熱、不結

果子的生活。正如歌羅西書三章說到一個新人，這個新人是穿上的，

惟有訓練能叫我們穿上新人，被主成全成為神人。就像雅各的一生都

在神訓練的手中，才能從抓奪的雅各成為祝福的以色列，在生命中作

王，把主的祝福帶到全地。原來藉着訓練能叫我們的靈得着復甦，我

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我們的外表雖看來

垂垂老矣，裏面卻有榮耀的光；我們都是光中聖徒，我們都要興起發

光，我們都要發光像太陽！ 

因為受到我們見證的激勵，許多韓國的弟兄姊妹也熱烈回應，願

意重新奉獻自己，成為討神喜悅的活祭；他們都從內心生發出對訓練

的渴慕，願意答應主的呼召，接受成全；甚至有許多對夫婦願意一同

參訓，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真是讚美主奇妙的作為！ 

在這次的行程中，因着來到慶北市的嶺南大學，主也把開展的負



擔加給了我們。嶺南大學共有一千多位中國留學生，得救的人數卻不

到十位，實在叫我們看見搶救靈魂的迫切。為此我們約定回到台灣之

後要好好地禱告，並要與大邱召會有多而透徹的交通。哈巴谷書三章

二節說：『耶和華阿，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工作，在這些年間，

使你的工作顯明出來。』願意藉着禱告與交通，顯明主的心意，在大

邱這地得着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復興。求主一直加強我們開展的心志，

與祂一同在田間工作，在村莊將我們的愛情獻給祂。 

感謝讚美主，這真是一次得勝的旅程，相信這將成為我們每一位

學員畢生懷念的經歷。願主繼續祝福壯年成全班，也願榮耀歸於獨

一、智慧的神。 

 

 

 

◎九組 3號/王王文蓉 



相調帶進基督身體的一 

 

以弗所書四章 4~6 節：『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

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一主，一信，一浸；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

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這裏啟示我們，所有信徒同有一位神；父神就是基督身體的源

頭，靈是身體的執行者，子是身體的創造者；三一神在我們眾人裏面。 

這次我參加韓國、美國的行程，所以提前一天抵達韓國。前兩天

我與兩位姊妹一同被接待在金海召會的裴弟兄家中，他們夫婦都不懂

中文或英文，但是兩位高中和國中的兒子，非常熱切的接待，與我們

有交通，並由他們擔任翻譯，有時韓翻中，有時中翻英，姊妹也用英

文翻譯，在身體裏，語言似乎不是問題了。 

第二天晚上，裴弟兄又邀約了兩位姊妹和一位弟兄來相調，藉着

這樣的相調，才知道裴弟兄因為看見建造的異象，渴慕追求真理，以

壯年之齡參加青年班的全時間訓練，經過主的製作，對青職滿了負

擔，竭盡所能服事青職，全家同靈同魂，作主的工。 

感謝主，相調讓我們更和諧，更在靈裏成為一。回台灣後，我願

意更熱切的接待客旅，更切慕相調，在身體生活中，與眾聖徒成為一。

榮耀歸與三一神。 

 

 

 

◎八組 5號/王洪麗雲 



畢業相調之旅–韓國南部眾召會 

 

哥林多前書一章十節：『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懇

求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樣的心思和

一樣的意見裏，彼此和諧。』 

要實行同心合意，我們必須在一樣的心思和一樣的意見裏，彼此

和諧。若我們在心思裏藉着話語發表，就成了意見，爲了要同心合意，

在一裏事奉神，我們這些神的眾兒女必須回到靈裏，只有一個心，一

條路，同靈同魂在身體裏。 

帶着喜樂的心踏上韓國的土地，這是我第一次以相調的方式出

國，不是旅遊，而是肩負神聖的任務–為着基督身體一的見證。 

雖然語言不通，但我們都是神家裏的親人，我們在基督的身體裏

是一，我們只簡單的說着「感謝主」、「讚美主」、「我們是一」，彼此

就能緊緊地聯結在一起；有時說中文，有時說韓文，有時又說英文，

使我們每晚在不同的接待家庭，都過着「調」的生活。與接待家庭的

孩子用英文溝通，雖然英文也不是很流利，但是當我教他們唱英文兒

童詩歌時，孩子們個個喜樂洋溢。更高興的是，遇見兩位接待的姊妹

是壯年班的畢業學員，有一位曾與陳濤弟兄一同合影，另外一位在台

灣受浸，還留有“杯子”呢！ 

這次的相調讓我學習到如何接待聖徒。過去因為工作的關係，沒

有接待弟兄姊妹的經驗，所以我特別留意韓國聖徒在接待上的柔細，

每一個家都是把主臥室讓出來，而且是全家一起接待，一起禱告，並

且互相留下聯絡方式。我也對接待家庭表示歡迎他們來台灣相調，並

決心學好韓文。 

 

 

 

◎七組 11 號/王羅若方 



在愛中接待聖徒彼此供應 

 

羅馬書十二章十節：『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互相爭

先。』十三節：『在聖徒缺乏上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尋機會。』 

主將我們放在身體裏，就是要我們彼此相顧，常有交通，顧到身

體上的每一個肢體。當我們軟弱時，何等需要弟兄姊妹的代禱和顧

惜；我們要抓住每一個機會，愛身旁的弟兄姊妹，這是主的旨意，也

是使我們蒙福的秘訣。 

這次的韓國之行，每到一處召會，我們就被接待在當地聖徒的家

中，享受到他們熱情的招待；雖然彼此的語言不通，藉着滿臉的笑容，

豐富的肢體語言，我們用簡單的韓文、英文和中文，也能熱絡的交通

起來。真奇妙！雖然是初次見面，卻一點也不覺得生疏和陌生，就像

是見到自己的家人般喜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個召會都為我們豫備了

豐富的愛筵，我看到姊妹們一起在大廚房裏準備飯食，眾人在喜樂的

靈裏，同心合意作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我們邊享受愛筵邊交

通，裏外都得飽足。韓國的弟兄姊妹們為了我們竭力的擺上，在身體

裏我們彼此供應，使我經歷到基督身體的實際。 

能打開家接待聖徒真是蒙福，在愛裏接待弟兄姊妹就是接待主。

我真盼望自己的家也能常接待聖徒，成為一個祝福的站口。求主記念

韓國的聖徒們，帶領他們繼續往前，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迎接主的

回來。 

 

 

 

◎七組 3號/吳李雲英 



異象的再擴大 

 

我所見宇宙獨一身體的異象–奧祕的基督，不但在壯年班期間看

到實際，更在此次畢業展覽的韓國行中，看到更大的擴張和顯出；就

是使徒保羅在林前十二章十三節所說：『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

是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

以喝一位靈。』 

我們來到第一處訪問的召會－梁山，就表示我們乃是為着基督身

體的相調來的，是要來看望神家的親人；韓國聖徒更是說，「你們來

就是主來，接待你們就是接待主。」這樣的對話真是神人之語。 

看着他們如何把陌生人引進家門，讓出主臥室，當家人一樣共享

一切從神所領受的豐富，臨別還回贈禮物，又擁抱又祝福。這一切對

甫從基督教裏轉到主恢復的我，真是全新的啟示和感動。基督身體的

聯結和相調，真是甜美，超乎世人所能理解，奧祕之樂遠非人所能知。 

每到一處召會都看到聖徒熱情洋溢，歡歡喜喜的款待我們。儘管

語言不通，卻在比手劃腳中彼此供應基督，一起唱詩歌讚美主；雖然

生活環境和習慣都不相同，卻在愛裏彼此擔就，充分調在那靈的一

裏。阿利路亞！基督身體真是豐滿、榮美。 

 

 

 

◎十二組 11 號/吳林素安 

 



主今日的行動乃是要祂的子民進入新的復興 

 
羅馬書八章二十一節：『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

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現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腐朽與敗壞之律下受奴役，惟一的指望

是當神的眾子顯出來時，可以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

榮耀的自由。 

復興主的作為，有分主當前的行動，我在大邱召會看見了這樣的

異象。神子民要成為基督的複製，成為得勝者把主迎接回來，就需要

人人進入訓練。訓練使人脫離老舊，而被時代職事的話、承繼一切包

羅萬有的話所構成。在團體神人生活裏，乃是照生命的新樣，活出團

體神人生活的模型。看到大邱召會照着神來牧養青少年，使我想到主

在地上牧養聖徒，也是不照人的天然方式，而是用生命來牧養，這是

為着職事的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主來的日子近了，我們需要催促主的再來。弟兄交通到抓奪的雅

各經過訓練，成為祝福的以色列，在生命中作王；歌羅西書說到一個

新人，這個新人是新造的，向主歌唱如少年人，在主面前單純，在地

如同在天，與主永聯結。 

「被主成全，成為神人」，大邱召會的實行很鼓舞我，弟兄強調

壯年需要受訓練，也很看重訓練；鼓勵聖徒向主敞開，對訓練有渴慕，

並向主禱告，尋求主的引領。 

主阿，謝謝你叫我有分壯年班的訓練，我願意更多的擺上時間，

奉獻自己，與主同工、同行動。 

 

 

 

◎十一組 13 號/吳張嘉珮 



與當地聖徒歡聚並享受愛筵款待 

 
羅馬書十二章五節：『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

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神救恩的目的，乃是要每個肢體在生機上，聯於所有其他的肢

體；每一肢體也都需要所有肢體的功用。所有的肢體必須配搭在一

起，以實行身體生活。 

這一次到韓國展覽，當我來到第一站的梁山召會，就被會場旁餐

桌上豐盛的愛筵折服了！從豐富的食物和弟兄姊妹熱忱的笑臉，我心

中的忐忑和不安定，就被完全驅逐了。藉着當地聖徒的熱切款待和彼

此之間的甜美交通，不但得着基督身體的供應，更從他們配搭在一

起，所豫備的周詳接待，看見建造的身體所顯出的榮美。往後每一處

召會的展覽，都發現同樣美麗和諧的光景，實在擴大了我對實行身體

生活的度量。每一處接待我們的召會，眾聖徒在生機上和其他肢體聯

結、建造所表現出的同心合意與和諧一致，就使神的祝福臨到我們，

同時也使他們得着加強與供應。 

阿利路亞！在梁山由五十位聖徒所拼出的一百五十坪會場的牆

上寫着：「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相調是惟一的路。」這是我此行中

所得到的最深啟示！ 

 

 

 

◎十四組 3 號/吳顏寂未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約翰貳書二節：『愛你們是因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

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這次到韓國展覽相調，六月二十五日來到金海召會，當晚的展覽

之後，當地聖徒分享聽了我們的詩歌和見證，他們看見要在這分職事

裏往前，就需要受訓練、被成全；隔天的姊妹成全聚會中，負責弟兄

也對此有所交通。六月二十七日在浦項召會，當天弟兄帶我們參觀鋼

鐵廠，我看到燒鐵的過程，內心就有一個啟示，如果我現在不好好愛

主，不將家人帶進召會生活，那麼日後我們也要受到這樣火燒的煉

凈，那實在太痛苦了。六月二十八日接待家庭的姊妹，先把我們送回

家交給她的兒子，然後又趕去上班，一直到夜裏十二點才回來，他們

在接待上的抓住機會且盡心竭力，實在令人感動。每一個接待家庭幾

乎都是將主臥室讓給我們，而他們則是打地鋪睡在地上；每天晚上也

都是準備了許多的水果和點心，和我們一同相調交通，這樣熱切的接

待，若不是在基督的愛裏，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這次的韓國之行真是擴大了我的度量。我看見待客要抓住機會，

要寳愛身體上所有的肢體；我也看見因為我們裏面同有一個生命，叫

我們能夠衝破語言的限制，在靈裏喜樂的相調。感謝主，使我有分這

次的相調，榮耀歸主！ 

 

 

 

◎十四組 7 號/李呂奈 



為着神永遠經綸，竭力往前 

 

提摩太後書四章七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

我已經跑過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 

正確的基督徒生活是三重的：為着神國的利益，打那美好的仗，

抵擋撒但的國度；為着完成神的經綸，奔跑賽程；為着在神的經綸裏，

有分於神聖的豐富，守住信仰。在此保羅為我們立了榜樣，他被主得

着後，不斷、不停的奔跑，為要跑完這賽程，好叫他在神前蒙稱許。 

在蔚山召會的展覽，結語的弟兄交通說到，我們的一生就是賽

程，不僅年輕時要跑得好，更要在末後階段竭力往前。當地聖徒交通，

在蔚山因為生活水平高，物質生活非常優渥，人人都賣力工作，但也

因此受世界霸佔，那愛父的心就失去了。台灣壯年班的來訪，使他們

受激勵，恢復起初的愛；聖徒交通說，我們的唱詩、見證真是「傳神」，

且如同火炬從我們的眼神中燒出來，把他們也燒着了，激勵他們起來

更新奉獻自己，願付代價受成全，起來竭力奔跑這屬天的賽程。 

我們對主的估價是多少？祂配得我們的一切。當起來回應主在我

們裏面的呼召，為着神的經綸，起來承接主的託付，竭力往前。 

 

 

 

◎十一組  號/李鳳冠 



享受當地聖徒打開家愛筵款待 

 

希伯來書十三章二節：『不可忘記用愛接待客旅，因為有人藉此

不知不覺的款待了天使。』 

希伯來書十三章保羅題到召會生活實行中的六項美德，第一項就

是接待。用神聖的愛接待遠方來的聖徒，就是接待了主。 

此次到韓國南部眾召會展覽相調的行程，途經六處地方召會，一

路受到當地聖徒打開家熱切的愛筵接待。久聞韓國召會在接待上的蒙

恩，這次終於親眼看見、親身體驗了。正逢兒子放暑假，從首爾來會

合，一同有分於父母親的海外展覽，藉此激勵他參訓青年班的心志，

也有機會操練翻譯。當我們在昌原、巨濟一同被接待時，都經歷聖徒

讓出最上好的兩個房間，而他們一家人卻擠在一個房間打地鋪，他們

都說接待我們就是接待主，令我感動不已，且蒙光照看見自己以往在

接待上不夠盡心竭力；每一個接待家庭的擺設簡單、齊備又整潔，睡

前渴慕與我們交通，不但準備宵夜，早餐更是豐盛豫備，並以活力排

方式，三四個家相調配搭，真是美善又供應豐富。 

韓國經濟邁入已開發國家，受惠於經濟起飛，聖徒生活條件也多

有改善，雖聖徒人數只占城市總人口的萬分之一，但在每個會所的蓋

造上，弟兄姊妹竭力擺上卻是遠超過我們；在屬靈的追求上，他們仍

緊緊跟隨這一道職事的水流，且剛強有分主在亞洲的行動，甚至謙虛

的說是跟隨台灣眾召會的榜樣，叫我深受激勵且蒙光照。主賜恩給謙

卑的人，且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十三組 1 號/杜林淑怡 

 



恩典的交通 

 
彼得前書四章十一節上：『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 

神全般的恩典，乃是生命豐富的供應，不斷藉着我們的享受三一

神，祂就多方供應到我們裏面。讚美神藉着基督的靈，將基督復活的

生命力量供應我們，所以我們隨時隨地都要操練講說神的話。 

這次的韓國訪問，每日白天享受當地聖徒為我們安排的參觀與遊

覽，是觀光團都無法進入的世界大廠和當地的私房景點，光是這些就

物超所值，更何況每晚我們都與當地聖徒調在同一個靈裏，享受屬

天、屬靈的愛筵、展覽與接待。還有一個特別的恩典，就是與姊妹在

車上有更深、更敞開、在基督裏的各面蒙恩交通，有笑有淚，有歎息

有鼓勵，我們總不忘彼此表同情，彼此代禱，沐浴在恩典的交通裏。 

感謝主，我們平常都沒有任何機會，可以私下透徹的交通，甚至

一學年都沒有交談過一次！但藉着這樣的相調，因為同蒙生命之恩，

我們可以彼此訴說、讚美神的諭言。讚美主！我們不說別的，只操練

照着聖經的話，運用靈，彼此生機的供應餵養人。 

 

 

 

◎十四組 5 號/周林則華 



操練良好性格，過帳棚的生活，以奔跑賽程 

 

希伯來書十二章一節：『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

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

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韓國近幾年經濟起飛，不論輕、重工業的建設都突飛猛進，這可

歸功於他們許多的美德與團結的精神。 

這次壯年班的展覽，經過韓國南部六處召會，親眼目睹弟兄姊妹

生活的實際，他們「親」、「熱」、「就」的活出，溫暖了我們這群來訪

的學員。姊妹們清早四、五點就起床豫備早餐，「勤」又「細」的服

事我們；弟兄們「準」而「緊」的接接送送，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他們的客廳不常見豪華型的大沙發，多是一張低矮方桌，配上幾

個坐墊；臥室裏也未必有床，隨時鋪上摺疊床墊就可睡了。我們好幾

次被接待在主臥室，而主人一家人卻擠在客廳過夜，令人感動。有的

家庭經濟環境並不好，但仍願意有分這樣的接待，他們的真誠更可見

一斑。 

這些點點滴滴啟示出，我們都該學習過這種現代帳棚式的生活，

才能不被屬地物質所羈絆和轄制；我們既宣告自己是一群有異象的飛

鷹，就該憑靈活出一種超越的生活。 

 

 

 

◎八組 8號/周熊娟賢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羅馬書十二章十一節：『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事

主。』 

感謝主，藉着這次到韓國南部眾召會的相調，擴大了我的度量，

看見韓國弟兄姊妹熱切的接待，獻上自己，全人擺上，實在感動，並

深受激勵。 

我所被接待的家庭，多半是屬靈單親，每天狀況都不一樣。有一

家讓出主臥室給我們使用，但兩個孩子沒有弄清楚，以致闖錯房間，

實在叫人不捨，這種奉獻的心志也是我的榜樣；而姊妹清晨四點就起

床豫備早餐，對聖徒的愛真是令我感動。 

另有一個接待家庭，雖然房間不足且窄小，房子也老舊，水管漏

水，仍不忘抓住蒙恩機會，照着本相來接待，沒有將一千兩埋藏，也

很坦然的告訴我們，兩人睡床上，兩人睡地上。不過，姊妹將家裏打

掃的很乾淨，人也很熱誠，讓我看見她裏面的基督。 

接待聖徒就是接待主，也是我們蒙恩相調的機會。『神的國不在

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外面環境的好壞不是

決定因素，重要的是，「基督」是否增加，「我」是否減少。 

 

 

 

◎十二組 9 號/林吳美嬌 



與當地聖徒歡聚，享受愛筵款待及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詩篇一百三十三篇 1~3 節：『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

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為着主今日的行動，眾召會需要同心合意。我們中間不該吹不同

的號聲，也不該有不同的聲音；我們都該說一樣的話、吹同樣的號、

教導相同的事；我們需要在教訓上是一。 

這次到韓國南部眾召會八天七夜的行程，訪問了六處召會，傳輸

我們在壯年班所受的成全，受益匪淺。看到及嚐到許多韓國美食，在

食物中所表露之愛的深切，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尤其是在比較偏僻

的召會，如龜尾、統營，那種熱情、純真、在主裏的真愛，更是令人

動容；每當與他們握手、擁抱時，彼此熱淚流淌，只有在主裏才會如

此。因為我們都是身體上的肢體，我們都有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湧

流。當我在統營召會被接待在一個母子三人的家中，姊妹先把我們送

到家中，然後又去上班直到晚上十二點；隔天一早，也是先送我們到

會所之後再去上班，這樣熱切的愛，實在令我感動。 

大約在十五年前，我曾到訪過韓國召會。當時弟兄姊妹的房子都

比較小，現在到處都是高樓大廈，電梯住宅，但惟一不變的是他們待

客的熱情與真切。韓國在短短十幾年中，人民生活水準有長足的進

步，我想是因為那地有許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在韓國，每四個人就有

一個基督徒，那國事奉耶和華，那國必享福，這是主的話，這應許必

不落空；另外，韓國是一個團結的民族，國民都是站在以國家為主、

自己為次的地位上，彼此同心合意，所以國家如此興旺。這些都是值

得我們學習的。 

 

 

 

◎十四組 9 號/姜隋桂芳 



脫離舊己，彰顯神的榮耀，以保守一 

 
約翰福音十七章 22~23 節：『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

他們被成全成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來，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如

同愛我一樣。』 

神的榮耀乃是父神聖的生命帶着神聖的性情，顯出一種神性的光

彩和輝煌；這神性輝煌的彰顯，便使我們脫離自己，我們也就完全的

成為一了。 

一到韓國，發現 A車的路線比我們 B車走得要少許多，訪問的召

會也較多在大城市，我的意見和觀念馬上就跑出來了；我裏面那個破

壞基督身體合一的「己」立刻現身，我就沒有喜樂了。但是感謝主，

我們有晨興聖言，父實際的話聖別我們，使我們單純，把我們帶進一

的範圍裏，我又感覺喜樂了。在行程中，我逐漸發現，越是鄉下的弟

兄姊妹，越是熱情的回應。看了我們的展覽之後，願意參加壯年班接

受成全的，總共約有四十多位；愛筵上的菜餚都是聖徒們親手作的；

在統營召會，弟兄們在院子裏，滿頭大汗的為我們烤肉，那場景，那

味道，令人難忘！ 

我們若憑我們的生命和性情活着，彰顯我們自己，就沒有神的榮

耀；在我們自己的彰顯裏就會產生分裂。我們要保守這一，就必須時

時與三一神調和，而棄絕己。 

 

 

 

◎九組 7號/胡白玉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