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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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接待的迴響 

 

以賽亞書五十章四節上：『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

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若我們在主面前有受教的心、謙卑的靈，主就賜我們智慧，使我

們有能力，說出合適的話，安慰、餵養、供應聖徒。在過程中，主也

加強我們親、熱、就的性格，使我們在靈裏更能親近人。 

此次到韓國南部眾召會的展覽相調，在各處召會都享受裏外豐富

的供應，惟每晚聚會結束後，與接待家庭相認，是最令人期待又忐忑

不安的，因為自己的韓語只會幾句基本問安，英語又有待加強。但想

到聖徒在主裏的接待，就在禱告中操練「親」、「熱」、「就」，與聖徒

有交通；雖然有時比手劃腳，有時需要畫圖溝通，主總使我們享受在

身體裏「一」的實際。 

接待家庭中有些在軟弱退後、有些在疲乏的過程中，藉着與同伴

一起禱告，主使我們有機會用合適的話，或在詩歌、或在晨興、或在

禱告中供應他們，使他們因着轉向主，再次得着復甦與加強。當我們

離去時，姊妹與我們擁抱，依依不捨，我們也願在主裏持續代禱。 

訓練的結束是操練的開始。這次海外相調的經歷，是我日後要持

續操練的，在召會中，更要顧到軟弱、退後、疲乏的肢體。最後一場

展覽結束，當脫下制服換上便服時，心中實在感傷，真的結束了，當

兵的要除役了，成了老百姓。我知道要儆醒，自己是參訓過的人，在

每個聚會、每天的生活，仍要有訓練的心志，受成全，成為當地召會

的祝福。 

 

 

 

◎十組 11 號/楊李月英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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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五日在梁山召會，我與三位姊妹一同被接待在韓弟兄

家。感謝主，當天晚上我們與韓弟兄夫婦及他們的兒女，有非常甜美

的交通。在交通的過程中，由韓弟兄的女兒為我們翻譯，叫我們可以

不受語言的限制；從交通中得知，韓弟兄是位消防員，姊妹是位護士，

聽了當天學員們的見證之後，姊妹也有意願與女兒一同接受訓練。 

我們一邊享受姊妹豫備的點心，一邊訴說我們個人得救的經歷；

我們彼此禱告讚美主，並一同唱詩歌，使我們嘗到了主耶穌基督的豐

富。在相調的過程中，我們也特別爲青年人禱告，願主得着他們的心，

保守他們有心追求神的旨意，使主得着榮耀。 

願主一直保守我們的心，渴慕與眾聖徒相調，使祂得着團體的彰

顯。 

 

 

 

◎十三組 7 號/楊啟盼 

 



同眾聖享主大愛 

 
以弗所書三章十八節：『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

何為那闊、長、高、深。』 

基督的量度是闊、長、高、深。為要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

所以使徒禱告求父加強到我們裏面的人裏，使我們滿有力量，和眾聖

徒一同領略基督的闊、長、高、深。 

感謝主，能有分韓國南部眾召會的相調行動，在八天七夜的行程

中，訪問了六處召會，受到當地聖徒熱切的款待，每天晚餐都擺上豐

盛的筵席，讓我實際的享受到基督那闊、長、高、深的愛。在大邱召

會展覽後，一位姊妹回應，盼望壯年班聖徒能常常來訪，她們會豫備

更豐盛的愛筵招待我們，看到姊妹們在喜樂的靈裏默默服事，實在是

我們的榜樣。在巨濟召會，由於早上離開的時間沒有協調好，接待家

庭陸陸續續地前來，以致延誤開車的時間，但是為了送我們離開，巨

濟的聖徒撐着傘在雨中站立約一小時，他們向着聖徒卑微、溫柔、恆

忍，彰顯出基督人性的美德，讓我深受感動。 

讚美主，藉着这次的展覽相調，每一位聖徒以及眾召會都蒙恩

了，在此也顯出基督身體的實際。我有負擔為韓國南部眾召會禱告，

願主祝福召會人數的繁增，金燈臺在此發光照耀，主的見證更剛強。 

 

 

 

◎六組 5號/楊莊秀貞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並與當地聖徒歡聚 

 
提摩太前書三章二節：『…樂意待客…。』羅馬書十二章十三節

下：『待客要追尋機會。』彼得前書四章九節上：『你們要互相款待』。 

在待客上需要愛心、對人的關心及忍耐，藉着這樣的歡聚相調，

在愛裏熱切的款待，我們彼此都操練經過十字架，憑着那靈，彼此供

應基督，帶進基督身體的實際。 

韓國聖徒打開家熱切地接待我們，相信藉此不知不覺的款待了天

使。我們睡在聖徒的主臥室裏，享受豐盛的愛筵，也收到好多禮物，

這都是因着神的愛在接待中彰顯出來。我們更藉着恢復本聖經、晨興

聖言，彼此運用靈、釋放靈，享受神的話。真奇妙，雖然語言不通，

因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在這身體的生命裏，藉着職事的話，就能

實際的成為一。 

這樣的歡聚使我們的靈、魂、體都暢快。阿利路亞！主的靈衝破

一切的限制，雖然語言上有隔閡，缺不妨礙我們在靈裏有真實的交通。 

在新人裏，沒有韓國人，沒有台灣人，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

切之內。我寶貝相調，也願意付代價與眾召會相調，在三一神裏相調，

好使更多的「金」調進我們裏面，越過越有基督身體的實際，終極完

成於新耶路撒冷。 

 

 

 

◎十三組 5 號/楊郭美楨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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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

我一樣。』 

父賜給子的榮耀乃是兒子的名分，具有父的生命和神聖性情，好

在父的豐滿裏彰顯父。為着神團體的彰顯，信徒需要完全否認己，享

受父的榮耀作他們被成全之一的要素，得被建造而團體的彰顯神。 

相調帶進真正的一與真正的和諧，調和使我們棄絕己、世界、天

然。來到韓國，見證我們在身體的一裏，有相同的神聖生命和神聖性

情；韓國聖徒接待我們如同家中親人一般，每一個家都是擺上一切；

姊妹們勤儉持家，家中裏裏外外都是整潔有序；因着爱主，接待我們

就像接待主一樣。這些都讓我有了更新的看見，不認為自己已經得着

了，而是要向着標竿，竭力追求。在整個行程中，因為弟兄姊妹的熱

切接待，我看見了基督身體一的實際，感覺到榮耀的光照及喜樂的洋

溢。 

韓國的弟兄姊妹在愛裏打開家熱切的接待，是我學習的榜樣。日

後我也要打開家接待聖徒，在愛裏與聖徒相調交通，才能建造基督生

機的身體，榮耀神，彰顯神。 

 

 

 

◎七組 5號/溫古鳳香 



掌聲之後對自己的期勉 

 
最近幾天，耶利米書四十八章裏「原味尚存，香氣未變」這句話，

深刻的浮現在腦際。當我們一站又一站，享受着與韓國聖徒相調的喜

樂；藉着詩歌和蒙恩見證，得到深淵與深淵響應的同時，我不禁自問：

訓練到底變化了我多少？與前幾次同樣面對韓國聖徒，我到底長進了

多少？在哥林多前書四章保羅說不察驗自己，我則是無從察驗自己，

因為相調讓我認識自己的短缺和不足，無論是接待的度量、真理的裝

備、語言的溝通能力…等，各方各面我都像路加那稅吏，只敢遠遠的

站着，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像我這樣平凡又卑微的人，主竟然使我在

祂神聖的經綸中有一席之地，思念及此，我不禁潸然淚下，折服在祂

豐富的恩典和甘甜的愛裏。 

耶利米書四十八章十一節：『摩押自幼年以來，常享安逸，如酒

在渣滓上澄清，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裏，也未曾被遷徙；因此，

他的原味尚存，香氣未變。』願藉着一次次的光照，主倒空我這器皿，

打碎我的罎子，並憑着祂復活的能力，經歷一次次新的復興，在祂的

愛裏，得着加力，竭力奔跑屬天賽程。 

 

 

 

◎九组 11 號/溫陳惠婉 



與當地聖徒歡聚並享受愛筵款待 

 
以弗所書二章十九節下：『…乃是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

人。』 

所有的信徒，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都是神國裏的國民，也就

是神家裏的親人。神的家是生命和享受的問題，所有的信徒都由神生

到祂的家裏，享受祂的豐富。 

在訪問韓國南部眾召會的行程中，因着是同國之民，又是神家裏

的親人，我們所到的每一個召會，都很熱切的並實際的在基督耶穌的

愛裏接待我們。看到韓國的每一位聖徒，在愛心的勞苦裏所豫備的每

一樣上好的美食，甚至有些姊妹一個人準備三大盤的食物，由此看見

了他們愛主的心，因為愛主到一個地步，他們甘心樂意的為弟兄姊妹

擺上，並極其願意在各項服事上付代價。 

最令我感動又難忘的是在浦項召會。一早在餐廳用餐，姊妹們喜

樂的交通，並歡樂的唱着詩歌，旁邊的弟兄就拿起吉他伴奏，唱着唱

着，就挑旺了我們的靈，也吸引了正在餐廳用餐的其他聖徒，大家就

一起唱「主阿，我愛你」這首詩歌，弟兄姊妹個個喜樂歡騰，只見弟

兄與弟兄，姊妹與姊妹，有的手拉手，有的肩倂肩，何等喜樂！見證

我們都是神家裏的親人，我們一同享受基督甘甜的愛。 

我們與韓國的聖徒雖然語言不通，但因着我們裏面同有一個生

命，即使只用簡單的一兩個字詞，我們就能與他們有生命的交通，並

在這交通裏一同分享從神而來豐富。 

 

 

 

◎六組 8號/葉秀麗 



展覽前屈膝禱告帶進祝福 

 
展覽前的禱告，是蒙祝福的關鍵。因為這個禱告是告訴主，我不

能，但是主能；為着主自己的權益，我願否認己，與主配合；願主的

靈在我們中間自由的運行，成就主所要作的；願主得着榮耀，使我們

所唱的詩歌能吸引人，我們所作的見證能摸着人的心。 

在釜山召會六區的展覽中，我們與當地聖徒握手時，有許多人因

為受到感動而眼眶泛紅，實在讚美主，這就是那靈的工作！主藉着我

們所唱的詩歌與蒙恩見證，向眾聖徒說話。 

主阿，一次又一次，藉着各樣的相調，我的度量被擴大；也藉着

相調，激勵人起來，把自己奉獻給主，在主的手中受成全，能為主所

用。 

 

 

 

◎十二組 3 號/鄒李來玉 



享受當地聖徒打開家–在為難的景況中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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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節：『…待客要追尋機會。』 

在羅馬書十二章論到實行身體的生活上，首先藉着獻上身體，其

次藉着更新心思，再次要靈裏火熱，這三項是過正常召會生活所不可

或缺的；而若要活出最高美德的生活，更需靈裏火熱，因為火熱的靈

會挑動並鼓勵我們在召會生活中積極向前。這積極向前的指標，其中

一項是追尋機會待客。這次的韓國之旅，使我經歷聖徒在這面的愛並

竭力操練。 

這一次到韓國的相調展覽，有許多可記念的，也一再的經歷到活

在眾肢體中，我的產業竟是如此豐富。六月二十七日那晚，當展覽完

畢與接待家庭相見，是位趙弟兄與他的姊妹，我們喜樂且快速的上了

車，一路上雖因語言不通沒有交談，卻藉着詩歌，我們四人同聲哼唱，

著實在享受。我們在後座見姊妹的背影，顯得瘦弱並戴着口罩，本想

關切詢問她的身體狀況，卻因靈裏覺得不要而作罷。進到屋裏，坐定

之後，透過他們兒子以英文翻譯，我們才知道這位女主人隨即又要出

門，因為她目前正在住院進行肺癌的治療，我感到錯愕，以為聽錯了，

還來不及反應，姊妹已緩慢鎮定的走到門口，我才起身追過去想抱抱

她，我其實還未看清她的面容呢。當晚我弟兄與趙弟兄及他兒子交通

到很晚，而我因姊妹不在，就先行回房，然而裏面一再思想這事，也

一再的禱告，這是甚麼樣的愛和操練，讓他們在如此為難之際，仍竭

力有分於接待？主阿，他們大可不必呀！我實在受他們激勵，尤其姊

妹的態度坦然、平靜、安穩。第二天清早，我們與趙弟兄仍有交通與

禱告，並讀了幾處經節。到會所用早餐時，眾聖徒開懷的唱詩歌，我

見趙弟兄也笑開了，這叫我稍得安慰。我知道這個家活在召會中，任

何難處都能超越。 

每次的接待總叫彼此蒙恩，這就是活在神家中的奧秘。我所在的

召會常有接待，我總以為這是平常事，等閒視之，豈知這是叫我大蒙

基督身體之福的機會。我要悔改，更認真的看待這平常事。 

 

◎九組 1號/劉何妙珍 



驚歎之旅 

 
腓立比書三章十三節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 

感謝主的憐恤與保守，感謝壯年班的成全，使我們有分於這榮耀

的行動–來到韓國南部眾召會展覽基督、供應生命。使聽見的、看見

的人都得着激勵，而不停留在已過的經歷中，乃是同奔屬天的賽程。 

第一次坐飛機的我，驚歎神奇妙的創造與帶領，而感動到流淚；

然而當飛機因氣流影響產生顛簸時，我又驚嚇到流淚；直到飛機安全

降落釜山機場，我也有了如同約拿在魚腹中三日三夜，憑復活大能而

安然無恙的經歷。 

在驚魂未定之際，我們抵達了梁山召會。為了晚上的展覽，學員

們迅速「變裝」，因為我是被安排在這一場作見證，雖有美食當前，

卻也無心享用。當時感覺軟弱無力的我，藉着與陳師母、服事者以及

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禱告，我經歷到經綸的靈七倍加強的澆灌，我如

同觸電一般被主充滿，而能剛強的見證主在我身上的製作，其他的弟

兄姊妹也是一樣，使我們的展覽滿了主的同在。以後每一次的展覽，

都是如此，真可說是場場驚歎、場場感人。因此當地聖徒也有熱烈的

回應，許多人都願意再次奉獻，向着標竿，竭力追求。感謝主，榮耀

歸神！ 

旅程中，學員們也交通到開展的負擔。這時我向主悔改，不該貪

生怕死，因為害怕坐飛機而不到海外開展。我要憑着從主來的信心往

前，因為有心就有路。主阿，我願意將自己更新奉獻給你，仰望你的

帶領。讚美主！ 

 

 

 

◎十組 9號/劉招金 



喜樂而豐碩的韓國之旅 

 
約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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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需要真正的一，我們若沒有這一，就不能在恢復裏往前；

被保守在這扎實、真實的一裏惟一的路，就是有足量經歷過的神。 

我非常期待這次到韓國南部眾召會的相調展覽，當我在六月二十

五日一踏上韓國的土地，看到韓國與中華民國的國旗，就想到羅馬書

八章六節下所說：『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一路上不僅享受與同伴們甜美的相調交通，也很享受與當地聖徒

歡聚，以及他們的愛筵款待；還有他們打開家，在愛裏面熱切的接待

我們，叫我十分感動。行程中我們參觀了一些工業設施及名勝古跡，

也搭乘了纜車，感覺真是喜樂！ 

學員們的見證與詩歌展覽是此次訪問韓國的重頭戲。與同伴們一

同豫備的過程及服事者的勞苦；展覽前一同屈膝禱告，產生同心合

意，帶進祝福；展覽過程中合唱、見證、串場的卓越表現，以及當地

聖徒受到激勵，願意奉獻自己參加訓練的心志；這一切至今仍歷歷在

目，令我難忘。 

在一次結語的交通中，徐熊弟兄提到有交通就有建造，例如南北

韓。若是敞開有交通，則富強興旺，帶下神的祝福；反之封閉自己，

則貧窮沒有建造。感謝主，為着基督身體的建造，相調是唯一的路，

我願意與其他肢體有更多的相調，叫自己在身體中活而盡功用。 

 

 

 

◎十組 7號/潘純玉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希伯來書十三章 1~2 節：『弟兄相愛要持久。不可忘記用愛接待

客旅；因為有人藉此不知不覺款待了天使。』就像亞居拉、百基拉打

開家接待聖徒，也像亞伯拉罕不知不覺接待了天使。 

今年新春華語特會期間，我接待了一對從首爾來的弟兄姊妹，沒

想到，六月底我也來到韓國南部眾召會相調。六月二十五日我們在梁

山召會展覽，當晚我是由一位四十歲左右的權姊妹接待。展覽結束

後，姊妹開車經過了兩個隧道，翻山越嶺，大約四十分鐘才回到家。

家裏還有一位白姊妹及兩個女兒，我們使用簡單的英語有些交通；隔

天早上，姊妹為我們豫備了豐盛的早餐，叫我們裏外都得飽足。 

六月二十六日來到大邱召會，當晚接待我們的是一對夫妻，黃弟

兄與李姊妹。黃弟兄在 LG 上班，工作非常忙碌；李姊妹非常愛主，

常常打開家接待學生。我們與姊妹一直交通到深夜十二點，但是隔天

清晨五點，姊妹就起床豫備早餐，有五穀飯、海帶湯、南瓜餅、泡菜、

醃肉、魚以及各種小菜，姊妹的殷勤熱切及豐富的菜色，令我們十分

感動。 

這兩個接待家庭是我的好榜樣。神就是愛，這趟韓國之旅，真是

擴大了我的度量。求主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彀用的體力，能彀常常

打開家，殷勤接待聖徒，存着歡躍單純的心用飯。 

 

 

 

◎十一組 12 號/蔣麗珠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希伯來書十三章 1~2 節：『弟兄相愛要持久。不可忘記用愛接待

客旅；因為有人藉此不知不覺地款待了天使。』 

弟兄相愛以及用愛接待客旅，都是為了使我們能夠過一個正當的

召會生活，而不是僅僅過一種基督徒的生活。 

這次到韓國相調展覽，讓我深深的摸着弟兄姊妹在基督裏，滿了

愛的服事。韓國弟兄姊妹愛主的心，是那樣的真切；在接待上，是用

全心來服事我們。姊妹們清晨四點就起床豫備早餐；每一個接待家庭

都是將主臥室讓出來，自己則睡在客廳；這樣柔細貼心的服事，實在

是我們的榜樣。弟兄姊妹如同親人一般的接待我，常常令我感動的流

下眼淚；這樣的被接待，也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主阿，求你加強我，

讓我更愛弟兄姊妹，也幫助我在接待聖徒的事上有更多的操練。 

感謝主，藉著韓國之行，我看見基督身體的一實際的顯出，雖然

語言不同，但是在基督裏，我們就能彼此相愛，聯結調和在一起。阿

利路亞，讚美主！ 

 

 

 

◎八組 11 號/鄭魯 



在一裏甜美的相調與神聖的交通 

 
詩篇一百三十三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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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流到他

的衣襟。』 

亞倫豫表基督作大祭司，亞倫的衣服豫表召會，基督的身體，作

基督的豐滿與彰顯。油從亞倫的頭流到他的衣襟，表徵頭與身體，基

督與召會，都在神上好之油的膏抹下。這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之

靈的膏抹，乃是真正的一的元素。這次我們與韓國弟兄姊妹的相調，

正是這善美的一的圖畫。 

六月二十五日我們來到金海召會，展覽結束後，我被接待到姊妹

之家住宿。這位姊妹是位裏外都秀美的單親媽媽，她對我述說在未得

救以前，很早就結婚並生下了一個男孩，當時她先生認為婚姻已穩

妥，就原形畢露，開始賭博夜歸，讓她陷入了經濟、家暴的痛苦深淵，

因此她放棄了婚姻，獨自養育幼子，直到後來她認識並接受了主，全

人得着釋放，有了多而又多從神來的祝福。神真是又活又真的，憐恤

那愛祂、信入祂的人，今天姊妹的孩子已經十七歲了，功課棒，人也

乖巧，她成了一位幸福的媽媽，臉上天天掛着活潑的笑容。基督成了

她與孩子的最佳情人，我們雖然語言不通，但在比手劃腳中仍然彼此

交通，享受接待的喜樂，真是讓我好感動哦！ 

六月二十六日輪到我在龜尾召會作見證。這一天相調的人位大多

是中年人。當我們用韓語唱着「何等喜樂」這首詩歌時，竟然好多弟

兄姊妹流淚眼紅，他們說，我們能在一裏、在愛裏用韓語唱出美妙動

人的歌聲，令他們很感動。展覽結束之後，當地聖徒熱烈地分享，訴

說他們的感動，還興奮的大聲宣告要到壯年班接受成全。 

行程中在遊覽車上，我們繼續着訓練中的真理操練，徐熊弟兄勉

勵我們要認識身體，要與眾聖徒間有配搭，敞開在愛、信的垂直交通，

並在水平的信徒交通裏，擴大我們的度量；還要進展到召會（基督的

身體）與眾召會的神聖交通，要在生命的成熟變化上，達到建造召會

的大合併；弟兄並舉例說到我們所參觀的南韓 POSCO 大鋼鐵鑄造廠的

輝煌，和相對保守的北韓因不釋放而落後，而中國大陸往年的封閉與



今天的大開放，就是因着交通流暢帶進國家的興旺與往前。這正如約

翰壹書、貳書與叁書中所啟示的，生命之所以達到建造是在於有神聖

的交通，神聖交通才能帶進生命的滋潤、輸供、成長，進而達到建造

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顯現。 

感謝主，這真是一的奧秘的揭開，願我們能得以應用，敞開自己，

配搭召會，接受恩典，在元首的一裏，有分於新耶路撒冷最頂峰的邁

進。 

 

 

 

◎十三組 11 號/賴許瓊瑤 



享受當地聖徒在愛裏打開家熱切接待 

 

以弗所書二章十九節：『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

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 

藉着重生使我们有分神的生命和性情，不僅使我們成為神國的國

民，更是成為神家中的親人，使我們能在愛和生命裏，彼此相愛。 

在韓國相調的八天七夜，真是叫我經歷甚麼是神家中的親人。聖

徒對我們的接待就如同接待主耶穌一樣，家家都是擺出上好的來服事

我們。尤其是一對殘障的夫婦，最叫我感動。他們雖然行動不便，但

他們仍是竭盡所能的服事我們，真是叫我們經歷不是外面物質的，而

是奧秘屬靈的；雖然姊妹把 raining（下雨）說成 rainbow（彩虹），

但我們在靈裏是相通的；因為姊妹無微不至的服事，禱告時我感動得

眼淚一直流，這是個甚麼樣的愛，真是奧妙，尤其是姊妹不斷的抱我。 

藉著韓國聖徒的熱切接待，讓我看見在接待上，我不僅是把主臥

室讓出來給聖徒，不僅是擺上我認為最好吃的食物，更需要的是在靈

裏被充滿，同被建造。 

 

 

 

◎九組 9號/簡華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