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體的感覺 

 
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們需要適宜的情感，能與人同樂或同

哭；我們需要能夠進到別人的感覺裏，但這不是憑我們天然的生命，

乃是要在那變化的生命裏。 

在這次韓國相調展覽的行程中，最後一站我們是被接待在一位姊

妹家裏。，這位姊妹的先生沒有過正常的召會生活，因着她的小女兒

懂英語，所以我們能有透徹的交通。她的大姐在美國有居留的問題，

尚待主開路；而她本身也因學業上的壓力，必須面對學業的問題，需

要主的引領。在這種種的為難中，這位姊妹仍然願意打開家接待，並

且讓出主臥室給我們；因為隔天一早會所有十多位聖徒要去參加夏季

訓練，所以姊妹清晨五點半就到會所去豫備早餐。這樣服事的靈，真

是感動我們。 

我們被接待在這個家，我相信是主的安排，絕不是偶然的；我們

願在禱告中記念這個家，求主為着釜山召會，祝福並得着這個家。我

們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願在愛裏彼此服事，建造基督的身體。 

 

 

 

◎十組 5號/胡秀玲 



展覽過程中包括合唱、見證、串場的卓越表現及聖徒回應 

 
約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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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中間終極的一乃是：重生時，在神永遠的生命裏，就是在父

的名裏；成長期，藉着神聖別的話；以及在神聖的榮耀裏，彰顯三一

神直到永遠。 

在這次期末海外展覽的過程中，每天除了晨興之外，車上的一再

複習，下車後，十五分鐘快速的換裝，人人動作迅速，同心合意。會

前的儆醒豫備；服事者的勞苦；展覽前的屈膝禱告，被靈充滿；所有

學員也在會場為聚會禱告，結果人人都申言的有靈且流利。會中當地

聖徒多有感動流淚，願意奉獻參加壯年班。在昌原召會的那一場，陳

弟兄呼召願意參加壯年班的請舉手，結果全場舉手；請起立，也是全

場起立，真是榮耀！ 

主的恢復一直是呼召得勝者，放下纏累，參加訓練。除了倪弟兄

早期的鼓嶺訓練，李弟兄美國一年七次的訓練，各地全時間訓練中心

也有為着聖徒的各項訓練。我們渴望成為主手中貴重的器皿，就需要

受訓練，才能合乎主人使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彰顯神的榮耀。 

 

 

 

◎十一組 8 號/徐熊高月娥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切接待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節：『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些弟兄中最

小的一個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積極、熱情、愛主、竭力，是對這次韓國召會訪問展覽的印象，

他們乃是將全人都擺上來接待。   

  第一站在金海，接待我們的徐弟兄一家，父母二人非常的單純。

太太看到鄭魯的腳趾被鞋子弄的黑黑的，就要拿她的鞋子給我們，但

因為太大了，後來她快快跑到房間去拿了二雙襪子給我們，看到我們

有何需要必定立刻想辦法來幫我們，這是一個被神所充滿的家。徐弟

兄在一九九八年曾經在韓國參加過六個月的一期全時間訓練，在車上

他時常呼求主名，他的呼求真叫人轉回靈裏；一早我們在車上，他也

先開口禱告，雖然他用韓文，而我們用中文，但在主的靈裏，我們沒

有任何阻隔。在弟兄車上所放的詩歌，每一首他都能隨口輕聲和着，

完全融入歌曲中，很享受這一個家的接待。被主佔有的家是簡單的，

是清新的，是甘甜的。 

  在浦項由二位親姐妹接待。這一對姐妹在我們展覽時，先是姐姐

回應對我們見證的摸着，然後妹妹回應說，她曾參加二年的全時間訓

練時，當時她的這個姐姐和媽媽到訓練中心來要把她帶回家，因為她

們認為妹妹是到了一個異端團體；妹妹感謝台灣壯年班的到訪，讓她

的姐姐看見訓練的成果；在我們展覽詩歌時，我看見坐在第一排的姐

姐用手帕擦拭眼淚。剛恢復召會生活不久的姐姐，讓出她的大房間，

而與妹妹二人擠在一間小臥室裏；看見我們因為衣服不夠，還從衣櫥

裏面翻出衣服來給我，這件衣服也陪着我一路到美國，連參加夏季訓

練時都派上用場。 

  最後的一個接待家庭在統營，金花柱姐妹帶着三個孩子一起接

待。三個孩子中，弟弟和妹妹拿着一張中文翻譯單張，唸着中文來和

我們打招呼；我們要上床時，十歲的小妹妹清楚讀着「我愛基督與召

會」；而我們要離去時，十三歲的弟弟還跑出來，手上拿着那張中文

單張說着「很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們」。是的，真希望再有機會見到他

們。 



  幾乎在每一場展覽末了，當地聖徒均以詩歌來回應，所選的詩歌

滿了讚美、哈利路亞和新耶路撒冷，都是以至極的讚美來回送給我

們，使聚會有一個最高享受完滿的結尾；的確，對於這次在韓國召會

展覽之旅，讚美是最好的回應。對於聖徒的接待，使我們學習許多，

不再乎環境如何，而在乎我們在靈裏的喜樂，用心來款待，用愛接待

客旅是最甜美的。 

 

 

 

◎八組 3號/高錦如 



抓住機會 

 
羅馬書十二章十三節：『在聖徒缺乏上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尋機

會。』 

這一次到韓國南部眾召會八天七夜的行程，幾乎每一個接待家庭

都是將他們的主臥室給我們使用，這樣熱切的接待，讓我看見韓國聖

徒在打開家接待的事上，的確是有很大的度量。來到這裏，雖然語言

不通，但是每一場展覽中，我們彼此的靈卻是相通的，除了比手劃腳

或是以畫圖來溝通，一起唱詩歌也是很好的相調，只要吉他一彈出旋

律，我們就翻出詩歌本，在一心、一口與一位父的名裏，向主發出讚

美的樂聲。經由這樣緊密的相調，在我們中間真是感覺有「一」，我

們也都可以大聲說出「我們是一」。 

這次相調的經歷，擴大了我的度量，也更讓我看見要抓住機會接

待聖徒，在與眾聖徒相調、接待、愛筵等的事上，韓國南部眾召會的

聖徒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們與弟兄姊妹在基督裏就是一個身體，理當

彼此相愛，熱切接待，如同接待主一般。 

 

 

 

◎十三組  號/涂孫繼慧 



滿了啟示的相調 

 
歌羅西書三章十一節：『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

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韓國八天七夜的展覽相調，盡情享受流奶與蜜的美地生活，充滿

基督身體豐盛的生命供應，帶進與祂身體的聯結，彰顯身體的榮美，

豫嘗新耶路撒冷的喜樂與滿足。 

雖有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不同，但是在靈裏我們就是一。與

當地聖徒藉着禱告、詩歌、比手劃腳等方式，很快就可以像一家人，

因為我們同有一位父，在愛裏彼此相顧。碰到外表似乎冷漠、其貌不

揚的弟兄，卻有着柔細、體貼、愛主的心腸。領頭弟兄活，整個召會

就活。行程中不僅有展覽，也安排參觀當地景點、工業設施，以及大

學校園；不僅在海邊撿石頭有啟示，造船廠的一個小螺絲釘也與基督

身體的建造有關，招金姊妹更是常將聖經的話應用於所見所聞。雖然

身體疲憊，操練靈之後，就又活過來了；恩典夠用，永不感力窮。 

藉着訓練，以及到海外相調展覽，我經歷了基督身體的實際，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對開展的異象也再被加強。雖然訓練已經

告一段落，但是主在我身上已構成的，還要再擴展。讚美主！ 

 

 

 

◎八組 7號/張熊娟慧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哥林多後書三章十七節：『而且主就是那靈。』以弗所書三章十

九節：『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

豐滿。』 

我們能藉着經歷來認識基督這超越知識的愛。當基督安家在我們

心裏，當我們滿有力量，與眾聖徒領略基督的量度，並藉經歷認識祂，

我們就要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就是召會，作神團體的彰顯。 

六月二十七日到了浦項召會，一進會所，就有許多弟兄姊妹熱烈

歡迎，其中看到兩位姊妹眼眶泛紅，跟着就流下喜樂的眼淚，我與他

們用簡單韓文交通，說：「感謝讚美主」、「我們是一」，我也流下喜樂

的眼淚，實在是感覺到靈裏的激動。晚上接待家庭的姊妹，是我們展

覽中間握手時看到的一位，她聽到我們唱韓文詩歌，也非常感動，眼

眶泛紅；散會後，她握着我的手，帶我及同伴回家，細心地服事我們，

顧到我們一切的需要，並且渴慕與我們交通，我們就把展覽相調手冊

中的「常用韓語字彙與會話」，全部講了一遍，也唱了「何等喜樂」，

相調甚歡。隔天早上，在會所大家唱詩歌相調，當我們唱到「豫嘗那

日」，每位都感動落淚，彼此緊緊擁抱，互說：「姊妹，我愛你」。 

感謝主，讓我在身體裏，藉着弟兄姊妹的愛，經歷並認識基督。

深願以後能與更多身體上的肢體相調，藉神聖的交通，經歷並認識

祂，成為一個被充滿的肢體，能與眾聖徒作神團體的彰顯，以完成神

的意願。 

 

 

 

◎十組 3號/張曉蘭 



榮耀的彰顯 

 
腓立比書二章十五節：『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在彎曲悖

謬的世代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

裏。』 

我們是神的兒女，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我們是發光之體，有

資格返照基督神聖的光，並彰顯在被撒但霸佔，黑暗又敗壞的世界裏。 

壯年班的海外展覽，就像神在地上一個團體的活帳幕，將神的榮

耀光照從一地到另一地；外出展覽也擴大了學員們的度量，看見基督

身體的豐滿顯在不同的國家。一個身體，一個職事，一個工作，我們

是一，阿利路亞，讚美主！ 

每一場展覽之後，總有韓國的弟兄姊妹分享說，看見我們和諧地

唱着詩歌，就覺得創世紀所說「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得着應驗；

看到作見證時，我們的眼睛都是專注地看着台下的弟兄姊妹，讓他們

倍受鼓舞；看見每次聚會開始前，我們一個一個地站起來禱告，也叫

他們得着激勵。我自己也對韓國聖徒在愛筵及開家接待上的全力擺

上，內心深受感動。 

我為自己能到壯年班接受主的訓練，並能有分於這樣的相調，向

主獻上感謝與讚美。求主祝福每一位受訓的學員，結訓後繼續操練訓

練的生活，活在神經綸的異象中，作主合用的器皿。 

 

 

 

◎十二組 7 號/張麗芳 



與同伴們享受在車上及沿途相調的甜美交通 

 

    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

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我們到父那裏去惟一的路在主耶穌裏，呼求主的名，就必得救。 

相調開百路，交通治百病。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這次的相調中，

聽到姊妹呼求主名得享救恩親身經歷。姊妹的背景是從小在其他的團

體裏，但有一顆渴慕的心，切慕真理。雖是在反感的情緒中，接受她

二伯真理的傳輸，但在急迫的無助中，姊妹呼求了主名，遇見了神；

不但孩子病得醫治，最重要的是得着了主，改變了她的一生，也堅固

了她緊緊跟隨主的心志。主的名是豐富的，是又真又活的，姊妹的見

證真是激勵我，在呼求主名的事上，我更要多多地操練。 

我一直對家人的得救及弟兄的回轉有很大的負擔，但是講太多聖

經的事，他們的反應卻是聽不懂。藉着姊妹分享她開始時也不想聽，

但真理的話仍是進去了。時間在主的手中，時間到了，聽見的人就得

着開啟。讚美主，藉着姊妹的交通我重新得力，我不再感覺氣餒，因

為時間都在主的手中！ 

 

 

 

◎十四組 11 號/莊劉彥君 



與基督同顯在榮耀裏 

 
歌羅西書三章四節：『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

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指明我們要以祂為生命而憑祂活着。在日常

生活中活祂，經歷這位延展無限的基督，使祂一切的所是、所達到、

所得着的，成為我們主觀的經歷。這生命現今是隱藏的，但將來要顯

現出來，那時我們要與這生命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在浦項召會被接待的隔天清晨，有兩位聖徒六點來與我們晨興，

因為語言不通，追求進度也不一樣，我們就以歌羅西書三章四節的經

節，一同禱研背講。雖然是用不同的語言，但是靈碰靈，靈生靈，我

們個個都靈裏火熱，彷彿到了三層天上，非常享受、滿足與喜樂，真

是見證我們在靈裏是一；也讓我們豫嘗，到那日我們都要在國度裏，

與基督一同顯在榮耀裏，感謝主，相信到永世都蒙記念。 

此次是我第二次到韓國與弟兄姊妹相調。外面看起來，體力是彀

不上的，但只要憑信心，主一定會讓我們經歷許多的「驚歎號」！神

真是祝福了韓國的眾召會，因為這裏有許多愛主的聖徒，個個都是積

極進取，是我們的好榜樣。主阿，願在台灣也興起你的作為，復興我

們每一位，都能緊緊的跟隨。 

 

 

 

◎十一組 10 號/陳玉蘭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提摩太前書三章 12 節下~13 節：『…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因為善於服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信仰

上大有膽量。』 

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證明有服事召會的能力；善於服事

的，在神和人面前就得到堅固、穩定的地步；善於服事召會，也會加

強服事者在基督徒信仰上的膽量與把握。 

此次韓國之行正如弟兄們所說，即使說三天三夜也說不盡，真是

一趟喜樂、豐富又愉快的行程。第一天我們抵達梁山召會，當晚我被

一位剛剛恢復的姊妹接待，到姊妹家不久，就接到她的大哥和大嫂（孫

柔美姊妹）從杭州打來的問候電話，倍感親切；姊妹的兒女很乖巧，

也一同配搭與我們交通。第二天在大邱召會，接待我們的聖徒曾在十

八年前到台灣參加 FTTT，回到大邱後就一直全時間服事到現在，是

一個愛主又細心接待的家，他們入住這裏五年，前後左右都是聖徒的

家，共有六戶，大邱召會也在旁邊購置了一塊地，豫備日後使用。第

三天在蔚山召會，是一位教英文的姊妹接待，她的弟兄到首爾出差，

女兒則是到安那翰參加夏季訓練。第四天在昌原召會，接待的是一對

愛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位 4歲的女兒，姊妹沒有上班，一週會參加好

幾個聚會。第五天在巨濟以及第六天在釜山，接待我們的都是將主臥

室讓出，每一個姊妹都很順服弟兄作頭，將家中整理的井然有序，與

兒女的關係也非常親密，也有正常的召會生活，接待時兒女也會配搭

交通，十分熱切。 

從這一次的接待中，我看見了弟兄姊妹之間同心合意、甜美的配

搭；看了我們的展覽之後，也有許多弟兄姊妹渴慕被成全，求主繼續

加強他們的心志。此次的展覽相調畫下了完美的句點，我在行程中看

到了許多服事的好榜樣，我願意向着他們學習。 

 

 

 

◎六組 3號/陳素香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以弗所書四章 3~6 節：『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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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在勸勉我們保守一時，指出七項使我們成為一的

根據。 

期盼已久的韓國訪問相調終於來到了，我們一行人在六月二十五

日踏出國門，展開八天七夜的展覽相調，此行學員和輔訓約有一百

位，共分為兩隊，我和弟兄被安排在 A 隊，沿途共訪問了韓國南部六

處召會，實在是一趟滿享神家豐富，充滿讚歎的旅程。 

每到一處召會，當晚聚會後，即刻被接待在當地聖徒家中，每一

家都是讓出他們的主臥室來接待我們，真是令人感動；雖然彼此都是

第一次見面，語言又不通，但是在主裏，我們藉着呼求主名，又對照

着手冊中的韓語，彼此交通，常常是笑成一團，非常喜樂。 

韓國弟兄姊妹在愛裏的接待，盡心竭力的款待我們，使我真正經

歷到，我們在基督身體裏是一的實際。外面語言不通，離去時卻彼此

擁抱，這是何等的愛！只有基督，也惟有基督，能使我們聯結相調為

一。 

 

 

 

◎九組 5號/陳黃素皓 



活出最高美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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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們的能力，在物質上樂意顧念聖徒的缺乏，使徒稱為交

通，使主生命的恩典，隨着物質的分享，在基督身體的肢體中間得以

流通。 

這一趟韓國之旅，訪問了金海、龜尾、浦項、昌原、統營、釜山

等六處召會，每一處都目睹韓國聖徒藉着活出最高的美德，而彰顯神

聖屬性的生活。他們擺出豐盛的愛筵，讓眾人喫得歡樂滿足；飯後我

們唱詩相調，在浦項召會，我們一同唱了「何等喜樂」、「豫嘗那日」、

「永活救主」等詩歌，唱到眾人被靈充滿，靈裏喜樂高昂，卻又滿了

依依之情；我看見身旁的姊妹和我一樣，忍不住落淚，真是感受到他

們在接待上「親」、「熱」、「就」的好性格。在接待的服事上，他們不

放過任何一個服事我們、分享物質的機會，那份熱切之情，越過了語

言的障礙，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我只能向神獻上滿心的感謝與讚美。 

很享受韓國聖徒們顧到神權益、不為自己的性格，求主使我也能

有這樣殷勤不懶惰的性格，更多打開家，與聖徒相調、交通，以建造

基督的身體。 

 

 

 

◎八組 1號/陳黃瓊秀 



榮耀的彰顯 

 
以弗所書四章 2~3 節：『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

就，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我們以主耶穌為榜樣，不僅是十架窄路，也在愛裏共同被破碎、

被建造，因為主就是愛，愛維繫我們能夠彼此聯結在一起，爲了基督

身體的建造。 

經過一年的壯年班訓練生活，藉着期末韓國的展覽，我們所有學

員、輔訓成了基督身體團體的彰顯。我們不僅來展覽基督，更與語言、

文化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一同服事主，建造在一起，以和平為聯索，

共同保守基督身體的一。無論是展覽中為我們擔任翻譯的韓國弟兄，

或是各個會所在愛筵、開家接待的服事上，都看出他們是以真、以愛

來與我們相調；不僅是讓出主臥室，也擺上最好的飯食，又體貼的回

贈我們當地的特產，真是叫我們裏外都得飽足！在在都看見眾人為基

督身體的一所擺上的一切！ 

從第一天來到韓國，就一直在想是否有弟兄姊妹要來韓國開展，

當我得知 A 隊因着參觀校園，而對開展有很大的負擔時，我也願意為

這地的開展獻上自己的一分，求主記念並且願主更多的得着這地！ 

 

 

 

◎十四組 12 號/陳菀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節：『王要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個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因為愛主，韓國聖徒在愛裏接待我們，使我深深受感動，惟有求

主加倍祝福韓國召會，將得救的人數加添給他們；也求主保守每一個

接待家庭，活在當地召會的交通中。 

行程的第四天抵達昌原召會，當晚我被接待在一位寡居的姊妹家

中。行前因為所攜帶的衣物需要清洗，向主禱告，讓我能夠有洗衣機

使用；感謝主，在姊妹的協助下，使用洗衣機將多日的衣物清洗乾淨。

我們雖然語言不通，但藉着比手劃腳，得知她的弟兄在兩年前被主接

走，姊妹目前一人獨居，兒子則住在樓上一層。姊妹也告訴我們今天

愛筵上的甜酒釀是她提供的，我們表示佷好喝。睡前，姊妹特地將睡

墊加熱，並給了我們兩條被子，免得我和弟兄搶被子。姊妹的服事非

常仔細，也很有經驗，令我很受感動。 

衣物清洗好之後，姊妹就協助並指導我使用韓式衣架來晾曬衣

物，又打開窗戶和電扇來吹衣物；第二天清晨起來，當我盥洗好走出

房間，看到姊妹正在為我整理衣物，我趕緊接下工作，將衣物摺疊收

放到行李箱。在之後的行程中，只要看到已經清洗好的衣物，我就不

禁感謝讚美主。姊妹柔細貼心的接待令我難忘，也是我日後服事聖徒

時的好榜樣。 

服事人是將神的生命傳輸到人裏面，並將人引到神面前，使人更

愛神。榮耀歸神！ 

 

 

 

◎六組 1號/游鄭惠如 



同心合意乃是帶進神祝福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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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着主的行動，眾召會需要同心合意。我們需要同魂、同心，有

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為着同樣的目的。神的福與恩只能臨到同

心合意的光景上。 

這次到韓國的展覽，我看到了韓國金海、龜尾、浦項、昌原、統

營、釜山眾召會之間的同心合意。在我們訪問之前，他們就已作好詳

細的規劃，彼此之間也銜接的很好。當我們抵達其中一處召會時，當

地的召會就盡心竭力地款待我們，隔天聖徒還會自己開車，陪伴我

們，並將我們交接給下一處訪問的召會。此外，我也看到了台灣壯年

班的服事者、學員與韓國的服事者、接待家庭之間的同心合意。無論

是在見證的展覽上、住宿的安排上、行李的搬運上，以及其他各樣的

大小事情上，韓國的聖徒與台灣的聖徒也是同心合意，才能順利的完

成這次韓國之行。 

這次的展覽行程，讓我看到了神的祝福與眷顧，這都是因着彼此

同心合意所帶來的結果。當我們同心合意時，就能享受神所命定的

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十四組 1 號/焦淑英 



在榮耀裏成為一 

 

以弗所書四章 4~5 節：『一個身體和一位靈，…一主，一信，一

浸；一位眾人的神與父，…。』 

基督身體的一乃是由神格的三一所構成。藉着信和浸，我們已從

亞當裏遷到基督裏，因而與主聯合了；這位三一神在我們生活中，成

為我們的實際和經歷，就是我們一的基礎和元素。 

感謝主，能夠有分於這次壯年班到韓國南部眾召會的展覽相調。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韓國，行程中感受到當地召會聖徒在接待上的熱

切。在浦項召會，接待我的是一位六十歲的老姊妹，並由一位五十一

歲的姊妹配搭開車接送。一路上我們用韓語的「感謝主」、「讚美主」、

「勝利，勝利，阿利路亞」彼此對說，一直到回到家中，在客廳繼續

唱着「阿木勾豆，嘎積安口」，並且喫了一大盆的覆盆子和堅果。期

間我們沒有說一句中文或英文，但我們卻唱詩讚美直到晚上十一點，

這實在是極大的奧秘！因為我們所受的乃是兒子名分的靈，那靈見證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同有一位阿爸父。這是世人無法理解的，我們眾

人乃是在這榮耀裏成為一。 

這次的相調也擴大了我的度量。在壯年班上課時，與台島的弟兄

姊妹相調；來到韓國，與當地聖徒相調。這樣的相調，叫我看見基督

身體的榮美是何等豐滿。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我需要有豪邁的靈，

放眼天下；有飛鷹的心志，走出自己窄小的天地，到各處傳揚福音。 

 

 

 

◎十二組 5 號/黃衛碧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