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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廖堅志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桃園市召會廖堅志弟兄。哥
林多後書四章 16 節：『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
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我天然的個性喜歡事必躬親，掌握各種大小狀況。這種看
似負責、包攬一切的風格，使我很難和別人配搭，不但職場上
是這樣，事奉上也是如此。所以，我雖然信主多年，在召會裏
卻一直都顯不出什麼功用。 

直到進入壯年班，藉著『性格與配搭』這一門課，主終於
來暴露了我的所是。上學期，我有兩次說話反應太快，使得旁
邊的人聽了很不舒服。事後就有弟兄私下和我交通，這使我感
到羞恥、愧疚。 

這時，教師的話在裏面適時光照了我。因為主的僕人李常
受弟兄說，主的工作根本就是身體的原則，個性若是沒有受到
對付，就永遠不能和人配搭。於是，我學習背起十字架，求主
赦免，與弟兄和好。藉著這樣一次又一次被暴露，被對付，我
越來越寶貝在身體裏被平衡、受約束，因為主要藉著身體來成
全我，建造我。 

在上下學期二次的福音開展裏，我學習照著基督身體的原
則，寶愛一同配搭的隊員，顧惜她們並且傾聽她們的交通。我
操練自己，脫去那個『快人快語』的舊人，以祂作我的新人位，
憑祂神聖生命而活。雖然開展過程很不容易，受浸的人數不多，
但是我卻經歷到眾肢體之間的扶持和顧惜，享受基督身體同心
合意所帶來的豐富供應。 

感謝壯年班訓練變化了我，翻轉了我的個性，讓我對基督
身體有更主觀的經歷和學習。畢業後，我願意繼續操練自己，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日日更新，漸漸變化，建造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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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旺靈，傳福音 

高先明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召會高先明弟兄。提摩太後書一章 6
節：『為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裏面神的恩
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我得救三十九年，然後冬眠了三十三年，六年前恢復召會
生活。那時看到弟兄姊妹週週走出去，所以我也自動報名，去
大學校園傳福音。沒想到在校門口，看到有人走過來，我竟然
不敢把單張遞出去。我唯一能作的，就是跟在後面，甚麼都不
敢說。那一天我真是煎熬，從此再也不敢出去傳福音了。 

進入壯年班以後，藉着教師的教導，讓我認識傳福音要喜
樂，要用禱告的靈背負對人靈魂的負擔，並且運用信心，以有
分於那澆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 

上學期的福音開展，過去一向膽怯不敢傳福音的我，竟然
還要擔任隊長，我壓力很大。除了和隊員一起禱告，我一回到
家裏，就經常向主屈膝，為開展地召會、為福音朋友題名代禱。 

記得在開展期間，知道有一位姊妹的先生，多年來經常參
加各種聚會，但總是拒絕受浸。那一天他又出現了，我向主禱
告，求主帶他過受浸的關。陪談之後，他依然不願意受浸，於
是我走到旁邊迫切禱告，求主使這位多年來『心裏相信、口裏
承認、卻不受浸』的人能歸入主名。主對我說：『去吧！我必
加能力給你。』立刻，那靈充滿了我。我就對他姊妹說，拿浸
衣到妳丈夫面前，叫他受浸。沒想到那一刻，他再也沒有推辭，
反而順服的接過浸衣，答應受浸了！瞬間整個會所，眾人大聲
歡呼讚美主！我的靈也如火挑旺起來，一同享受結新果的甜美
歡樂！ 

感謝壯年班的成全和教導，使我成為為主結果子的枝子。
畢業後我願意繼續操練自己，隨主榜樣，步祂腳蹤，一生成為
一個傳福音、報喜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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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屬天的書卷獎 

韓廖梨卿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素里召會的韓廖梨卿姊妹。
詩篇四十二篇 1 節：『神阿，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來壯年班以前，我常買屬靈書報來看，但是讀的不認真，
有時候一本書三個月還沒看完，有時候一本沒看完又想看下一
本。渴慕卻又不得飽足，追求卻又不求甚解。 

來壯年班以後，看見學姊閱讀書報的榜樣，聽見她們分享
閱讀的喜樂，我心裏真受吸引。藉著書卷獎的鼓勵，我決定靜
下心來、按部就班去讀十本書報。一面突破自己已往的限制，
另一面也進入屬靈的豐富。 

當我看到《得勝的生命》這本書時，很蒙光照。倪柝聲弟
兄在書裏說到，這生命是一個充滿喜樂、完全安息的生命，是
對世界不渴的生命。所以我需要一再轉回到靈裏，不相信自己
的感覺、自己的經歷如何。主阿！我真是需要有得勝的腔調。
憑得勝的生命，過得勝的生活。 

每次在書寫心得報告時，我都先默想整本書的負擔，反覆
思想最摸著的那些話，並且帶到禱告裏和主交通。這些都幫助
我更多得著亮光，也讓我對書報越來越珍賞。 

壯年班是一個讀書的地方，我的心因為享受書報而滿足歡暢； 

壯年班是一個生命的草場，我的心因為神的話語而平靜安穩。 

經過一年的訓練，我已經讀完了十本書報，正在進入第十
一本書的閱讀。我願意用得勝的腔調說，享受書報的甜美滋味
吸引我如鹿切慕溪水，屬靈供應的啟示亮光激勵我快跑來跟隨
祂。 

感謝壯年班訓練，讓我飽嚐屬靈的豐富。畢業後，我願意
堅定持續閱讀書報，更盼望進入李常受文集，竭力追求，好得
著屬天的書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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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人在我家 

林楊菊美 

弟兄姊妹平安喜樂，我是高雄市召會林楊菊美姊妹。哥林
多後書三章 17 節：『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
有自由。』 

在召會生活多年來，我並沒有定時禱告的生活，往往因為
工作忙碌而忽略了禱告，缺少和主之間的交通。並且，我也常
定罪孩子和弟兄，說他們不冷不熱，愛世界不愛主。所以他們
和我就漸漸疏遠。 

參訓後，壯年班定時禱告的操練，使我建立了與主親密的
關係。我每天在寶座前和祂來往交通，訴說我的心情故事，讓
祂運行、破碎並充滿我。有一天在午禱時，主來光照我，祂說
我就像蚌裏的那一顆小砂粒，常常傷了孩子和弟兄。 

不是他們愛世界，而是我不夠穿上新人吸引他們來愛主； 

不是他們不火熱，而是我的冷言冷語讓他們更遠離了主。 

於是我流淚向主悔改，求祂用豐盛的生命包裹我，使我被
變化成為一道珍珠門。 

我若否認己和魂生命，祂就能作我的人位並且活在我裏面； 

我若憑著祂生命而活，祂就使我能用屬天的眼光珍賞家人。 

就在那個週末，我回到家裏，順從主的引導，向孩子和弟
兄道歉，請他們赦免我。奇妙的是，當我一轉向主，帕子就除
去了，我不僅從定罪和自責中得了釋放，並且藉著在基督裏是
一，我和家人中間就不再有隔斷的牆。現在孩子從外地回到家
裏，會和我分享心事，弟兄和我也能同心合意的一同禱告。 

感謝壯年班的成全，使我們全家經歷了一個新人的實際。
訓練是一時的，操練是一生的。畢業後，我願意繼續操練定時
禱告的生活，享受是靈的基督，活基督並顯大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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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申言，建造召會 

簡莊筱瑀 

弟兄姊妹平安喜樂！我是斗六市召會簡莊筱瑀姊妹。哥林
多前書十四章 31 節：『因為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為要使
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 

來壯年班以前，我在聚會中不常申言，就算說話，也是缺
少靈，沒有膏油。結果越不申言，就越不會申言，最後變得啞
口無言，日後乾脆躲在後排。為了這種光景，我難過了很久。
可是每當青年班學員來，聽他們申言，鏗鏘有力，神采飛揚。
我就很羨慕，渴想我幾時才能這樣為主說話。 

進入壯年班以後，『申言訓練』的教師用哥林多前書十四
章 31 節的話勉勵我們：『因為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我
抓住這個應許，下定決心努力操練。在寫申言稿時，我照著教
師的教導，首先禱告與主交通，尋求祂的引導，形成屬靈負擔。
接著，找出相關經文，不斷地禱讀，把主的話變為豐富，這使
我被真理構成。最後，在第三段的經歷運用裏，主常常光照我，
不僅帶我認罪，更叫我藉著這些話在生活裏真實的經歷祂。 

這一年來，藉著每週五早上的禱研背講，還有週週主日申
言的操練，我身上的啞巴鬼終於被趕走了。我常常禱告主，求
祂把當說的恩言賜給我。現在的我，只坐第一排，總是預備好
第一個申言。因為： 

當我被神的話語充滿時，我就巴不得站起來為祂說話； 

當我享受到祂的豐富時，我就能彀為祂申言湧流活水。 

感謝壯年班訓練成全了我，使我切慕申言，且能為主說話。
畢業後，我願意成為一個追求真理的人，被祂的話構成，被祂
的靈充滿。願我每次申言，都能叫人受安慰、得鼓勵，並且建
造基督的身體。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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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屬靈的亞斯伯格 

劉孫佩琳 

弟兄姊妹，平安喜樂，我是桃園市召會劉孫佩琳姊妹。哥
林多前書十二章 31 節：『但你們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賜。我還要
把極超越的路指示你們。』 

我的兒子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被檢測出有亞斯伯格症。
那時我查看了許多相關書籍，才發現這個病來自遺傳。我發現
自己也有一些類似的情形。不僅有語言溝通的困難，並且缺乏
與人相處的技巧。在四十歲以前，我不懂得怎麼跟別人聊天，
好像是象牙塔裏的隱形人。甚至在會議中說話時，都會發抖又
結結巴巴。當然，在召會裏，我自然就成了一個沈默的鋼琴手。
可是，琴音再怎麼響亮，也永遠無法述說我心裏的故事。 

感謝主！來壯年班以後，每天二十四小時的屬靈生活，一
部一部改變了我。在這裏，我們天天享受基督，神聖的生命逐
日加多在我裏面；我心裏渴慕神的話，屬天的靈糧使我生命漸
漸長大。 

尤其教師供應的話語，還有同伴們一起追求的屬靈書報，
不斷把基督刻在我的心版上。神的話開通了我的耳朵，使我明
白祂的心意；主的靈打開了我的舌結，使我能講說生命中寶貴
的經歷。所以， 

當神聖的基因構成在我裏面時，屬靈的亞斯伯格就脫落了； 

當主的靈與話充滿在我靈裏時，我就能站起來為祂申言了。 

我不但操練自己在課堂上分享信息，並且週週回桃園後，
都在小排和主日聚會中申言，分享我在訓練中成長的經歷。和
眾聖徒一同勉勵，彼此建造。 

感謝主！壯年班訓練醫治了我，使我生命長大而盡功用。
畢業後，我願意走出封閉的自己，天天喫喝享受主，運用這極
超越的恩賜，申言以建造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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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同心，傳揚國度福音 

郭祥舟、郭徐淑媛 

（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祥舟）我是桃園市召會郭祥舟弟兄。 

（淑媛）我是郭徐淑媛姊妹。 

（祥舟）提摩太後書一章 6-7 節：『為這緣故，我題醒你，將
那藉我按手，在你裏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淑媛）『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
並清明自守的靈。』 

（祥舟）我們過召會生活多年，配搭服事。去年這個時候，桃
園的服事弟兄們希望我們夫婦去德國配搭開展三個月，我回家
跟姊妹交通這一個負擔。 

（淑媛）我說，我們從來沒受過訓練，怎麼去開展呢？我們的
裝備太不夠了。 

（祥舟）我想也對，我們都沒有受過訓練，在生命、性格和配
搭上，缺少完整的成全和學習。於是我們決定來到壯年班，參
加訓練。 

（淑媛）參訓之前，我看到壯年班學員的靈很強，很能傳福音。
這讓我非常羨慕，盼望自己也能成為一個會傳福音的人。可是
一個學期後，我發現自己毫無長進，心裏非常著急。還好第二
學期有《福音成全》課程，教師教導我們不要太有壓力，要喜
樂，要多享受主，生命洋溢而傳福音。所以我就認真操練。結
果真的有一次在傳福音時，福音朋友說看我的臉好喜樂、好明
亮。我當時還愣了一下，因為從來沒有被陌生人這樣形容過。 

（祥舟）我從前對叩門和馬路福音都不夠積極。但是，《福音
成全》課程確實幫助了我，我也摸著要喜樂地傳福音，而不是
勞苦地盡宗教義務。這一學期的一週福音開展，我們在高雄市
召會配搭。來自各方的聖徒不辭勞苦，齊心努力，他們的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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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經歷了眾肢體配搭的喜樂。那一週，基督身體的豐富使我
滿得供應，剛強而有活力。保羅在提摩太後書說：『神賜給我
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終於，
我能憑著信心，在能力的靈裏放膽講說。對我而言，這真是從
來沒有的大突破。主也藉著我們的放膽傳講，在街頭得了兩個
不錯的果子。這是主給我們的鼓勵。 

（淑媛）很寶貝這一週的開展，不但讓我更深的經歷了在身體
裏傳福音的喜樂，也第一次跟弟兄配搭得這麼喜樂。更感謝主，
終於讓我在傳福音上有了一點點的學習，不再有毫無進步的恐
慌。 

（祥舟）這樣的操練不僅讓我不再恐慌如何出去開展，更藉著
夫妻一同參訓、一同配搭，增強我們的屬靈體質，改善我們家
的屬靈光景。 

（淑媛）在壯年班我真的受益良多，但我最開心的是看到我們
家的盼望。結婚四十年，我跟弟兄之間越來越心意不相通，常
常話不投機半句多。參訓之前，我們很少一起禱告。再加上我
們屬靈交通不多，所以思想行事就像兩條平行線，難有交會。
只有聚會服事才把我們聯在一起。但是感謝主！經過訓練，現
在不一樣了！ 

（祥舟）感謝主變化了我。回想從前，姊妹常邀我一起禱告，
而我總是說自己禱告就好。她約我共同追求，我也推說太忙。
我們因此屬靈聯繫越來越少，問題卻越來越多，連帶服事也顯
得無力。但是現在姊妹說一起禱告，我一定阿們。原來在訓練
中，我不知不覺有了變化。因為整天泡在高峰真理、生命課程
和性格操練中，三一神自自然然的加倍分賜到我裏面。以前的
我，總認為弟兄是頭，妳怎麼不聽我的呢？現在的我，學習在
生命中彼此順服、彼此顧惜，以基督作頭，以基督作我們的人
位。 

（淑媛）感謝壯年班的多方成全， 

在這裏主的光照特別強，使我認識主的權柄，學習順服； 

在這裏主的恩典特別多，使我享受基督豐富，生命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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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我常埋怨、指責弟兄，使他害怕跟我相處。但是訓練使我
蒙了光照：我最該學習的功課就是順服自己的弟兄。而我最喜
樂的是，祥舟弟兄經過訓練也有了變化。現在我們常操練一起
禱告，雖然只是起步，但是我看見了曙光，主必使我的家成為
屬靈的家，滿有屬靈的祝福。 

（祥舟）感謝所有的教師、輔訓、和服事者，謝謝你們的幫助，
你們真是太辛苦了！謝謝所有學員同伴們，你們的陪伴帶給我
許多的快樂。 

（淑媛）經過一年，終於要從壯年班畢業了。我一面感覺捨不
得，一面我也好開心，因為如果從來沒有來過壯年班受訓，
我一定會覺得遺憾。現在我滿了喜樂、感謝、和讚美。 

（祥舟）我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們乃是竭力追求，
畢業後，我們要照著訓練所成全的，夫妻同心，走神命定之
路。 

（淑媛）作神恩典的好管家，分賜生命，供應基督。 

（合）並且與愛主的弟兄姊妹一同，將這國度的福音傳遍天下，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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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後的十字架 

鄭祖平 

弟兄姊妹，平安喜樂！我是台北市召會鄭祖平弟兄。馬太
福音十六章 24 節：『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 

召會生活有各樣的服事，傳福音、相調、擘餅、飯食，各
方各面都要交通。當弟兄們來在一起時，難免看法不一，有時
我的想法不被接受，總是會魂裏不舒服。結果表面和氣，心裏
卻生悶氣；口裏阿們，心裏卻嘀咕沒有效率。久了以後，我就
養成慢性怠工，不說話，因為『不表達意見』最不會受傷。 

參加壯年班訓練後，全天二十四小時的屬靈環境，使我天
天被加強到裏面的人裏，恩典逐日加多。在上『生命的經歷與
長大』這一門課時，『意見的對付』這個單元使我徹底蒙了光
照。教師說，不交通固然不對，但是在交通裏不表示意見也不
對。這話使我豁然開朗，我過去就是因為『己』太強，怕受傷，
所以乾脆閉口不言，阿們了事。 

原來我並沒有背起十字架，我的包容涵養不過是撒但的表面化妝； 

原來十字架只是我的盾牌，我的遷就隨和全都是肉體的自傲自義。 

我若是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的學了基督，就能活出祂
的卑微、溫柔、恆忍。於是我向主禱告並且悔改。每週參加召
會的事奉交通時，主動向弟兄們打招呼；在交通中也主動回應，
表示他們的看法比我成熟。經過這樣的過程，我裏面如釋重負，
並且更樂意參加這樣的服事交通。 

壯年班訓練真是我的醫治中心。藉著教師們花費自己，激
勵我們看榜樣，學榜樣。畢業後，我願意認真操練過靈命四層
的生活，在復活裏，在升天裏，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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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福音工作 

賴姿允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桃園市召會賴姿允姊妹。羅馬書十五
章 16 節下：『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
靈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 

我得救六年，一直過著『純享受』的召會生活。直到去年
底，在一個鄉鎮召會的相調中，聽見需要聖徒配搭事奉的呼召，
這才驚覺自己的裝備是多麼缺乏，完全搆不上主的需要。於是
我告訴主：『主阿，我渴慕受成全。』 

感謝主！來壯年班參訓以後，我非常享受教師豐富的供應，
並且竭力操練，學習在心志上要順服，在事奉上要忠信。 

在訓練中，我們常常看見『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壯年
成全班』這十六個字，但是我從來都沒有甚麼感覺。然而有一
天，這十六個字突然對我發亮了，它不再是一個抬頭名稱而已，
而是一個榮耀的目標！因為， 

所有的課程和操練都是為著福音工作來成全我們、加強我們； 

所有的供應和服事都是為著福音工作來裝備我們、製作我們。 

這個榮耀異象的一現，立刻加強了我，特別在『傳福音』
的事上，使我得了許多成全。我克服了叩生門和傳馬路福音的
膽怯，每週一回到桃園，就積極出外接觸年輕人，配搭校園福
音。我不僅能彀放膽叩生門，熟練的傳講福音，並且還帶著訓
練的豐富去餧養新人。感謝主！在壯年班前後二次的一週福音
開展裏，我和同伴們在台中太平得了十五個果子，在屏東潮州
得了十六個果子。何等榮耀！這全都是為著『福音工作』！ 

感謝壯年班訓練，使我在心志、真理、福音、配搭上得到
多方成全。今後，我願意繼續操練過傳福音的生活，學習餧養
人、教導人，好使人受成全，一同成為建造召會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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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在握，樂在其中 

劉蔡素霞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召會劉蔡素霞姊妹。希伯來書四章
12 節：『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
鋒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連心中的思
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我家有許多屬靈書報，但它們只是我的參考書，只有在需
要的時候，翻開讀一讀。許多書報已經泛黃，卻從來沒有讀過，
所以我在這塊屬靈生命的園地裏真是鬆懶！ 

來壯年班後，為了得書卷獎，我挑出幾本書拿來讀。這時
我纔赫然發現，主恢復的寶藏盡在其中！從第一本書《人的破
碎與靈的出來》開始，我就深受吸引，愛不釋手。 

在這個『我主與我』的時間裏，我真是享受祂的說話和分賜； 

在這個『與主聯合』的時間裏，主在我裏面不斷書寫祂自己。 

當我一本一本讀完以後，我裏面有好多好多亮光啟示。我
發現周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環境，都是神量給我的，為著破
碎我，讓靈自由工作。我也發現，過去只靠自己追求得勝生活，
難怪常常歎息！只要與至寶的基督聯合，活出祂追測不盡的豐
富，就是得勝！在每一次申言時，我都羨慕要有亮光、有啟示，
但是我的思想卻又多、又亂、又低，所以我必須訓練自己的思
想，好留住話裏的亮光。我也發現，在享受主的事上，不該只
顧感覺的快樂，而應該經歷復活的能力，經歷祂的死。主啊，
我需要的是更深的死！ 

感謝主！屬靈書報不僅闡明真理，更幫助我經歷生命；不
僅拔高我屬靈的看見，更加深我對主話的渴慕。使我成為『一
卷在握，樂在其中』的人。畢業後，我願意邀請同伴們一同追
求李常受文集，進入屬靈的寶庫，享受主恢復裏豐富的供應！ 

 
  



13 
 

照著調和的靈生活行動 

蔡鄧鳳萍 

弟兄姊妹，願你們平安喜樂，我是台南市召會蔡鄧鳳萍姊
妹。羅馬書八章 4 節：『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
著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從小到大，我一向都操作家務事，清掃環境。所以壯年班
訓練天天要作的內務整潔，根本難不倒我，因為這是我的專長。
第二學期，我被安排擔任寢室長，我想，依據過去的經驗，絕
不會有問題。於是不知不覺落入天然的魂生命裏，沒有照著靈
而行。 

開學後，有一天早上，我認為姊妹們的動作太慢，於是我
一個人包辦全部的寢室整潔。做完以後，感覺既快又好，舒暢
滿意。午休時，我自信滿滿地回到寢室，沒想到門一打開，地
上竟然貼滿了一個一個的紅點。就在這時候，主立即光照了我，
因為我只憑熱心和能力，根本看不清楚哪裏有髒汙。主更來暴
露我，在謙卑溫柔的外表下，我其實滿了肉體和天然，這才是
真正需要清除的髒污。否則就再努力打掃十次，也必然是滿處
紅點，不蒙主的稱許。 

在《性格與配搭》這一門課中，教師說到：『事奉主者的
性格，必須嚴格的照著調和的靈生活行動。』於是我向主悔改，
否認己，操練和同寢室的姊妹們一起配搭。感謝主！當我們照
著靈而行，就滿有主的祝福，之後的寢室整潔連續得到優良成
績，獲得輔訓們的肯定。 

感謝主！壯年班訓練使我經歷到，即使在最小、最擅長的
事上，我們都需要照著調和的靈生活行動。畢業後，我願意操
練自己，時時在靈裏與主有交通，並且與眾肢體一同配搭，建
造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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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裏喜樂 

熊李玉琼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召會熊李玉琼姊妹。腓立比書四章 4
節：『你們要在主裏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以前我是個不懂得交託、不懂得依靠主、並且不喜樂的人。
在年金大改革的同時，我發現我的房貸沈重，還有被法拍的危
險，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我賣了一棟預備養老的透天厝，還是
解決不了債務，反而使我陷入更深的憂慮，每天必須吃安眠藥
才能入睡，可是常常淩晨就醒來，惡夢囈語，大喊大叫。我知
道再不走出來，就會崩潰。於是下定決心，進入壯年班，擺脫
這一切的纏累。 

感謝主！在壯年班訓練裏，藉著每一位教師熱切的供應，
我每天都活在屬天強大的輸供裏，靈裏被充滿。主的話不僅是
我的享受，並且浸透我、浸潤我、構成在我裏面。 

每天晚上的團體詩歌練唱，使我天天泡透在屬天的喜樂裏； 

同組夥伴們的扶持和代禱，使我時時經歷基督身體的實際； 

每天定時禱告和屬靈操練，使我漸漸地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尤其是壯年班一週福音開展，雖然忙到沒有時間吃藥，但
是我卻能一覺睡到到天亮，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喜樂
的心是良藥，壯年班訓練醫治了我，使我脫離疾病、痛苦和捆
綁，使我變為光明、喜樂而歡暢。 

讚美主！壯年班真是神的美地，在這裏滿了基督，滿了生
命供應。火熱的靈天天在我裏面焚燒，喜樂的心使我在地如同
在天。弟兄姊妹們，你們心動嗎？心動不如馬上行動。願你們
都能來參加壯年班訓練，一同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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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膏油塗抹為建造 

宋張美妙 

弟兄姊妹，平安喜樂！我是花蓮市召會宋張美妙姊妹。約
翰壹書二章 27 節：『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
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
你們。』 

我在召會裏有一些服事，其中有一項是兒童服事。但是我
做兒童排時，兒童人數很多，卻沒有幾個配搭的人。所以長久
以來，我都很渴慕能有基督身體的配搭。 

進入壯年班後，我的專項服事是文書組，服事書報採購跟
發送。剛開始時，我很專心在自己的第七組服事同伴們。但是
後來文書組的輔訓交通，要我跨組去第十三組服事書報。我一
開始很拒絕，可是輔訓不同意。我雖然勉強接受，但是心裏很
困擾。 

有一天，我在午禱時向主傾訴，告訴祂我的為難。但是主
卻暴露我的天然。我是熱切服事同伴們，但實際上已是在建立
自己的小王國；我雖然忠信服事，但卻沒有受基督身體異象的
支配。 

主對我說，學員們都是身體上的肢體，有七組、十三組的
分別嗎？你是在服事我嗎？主也光照我，在我已過的服事裏，
不但缺少與人交通，並且看重工作目標而挑人服事。因此我向
祂悔改。主阿！求你擴大我的度量，幫助我走出自己狹窄的小
天地。於是， 

主在祂的光照裏來引導我，要學習讓所有肢體各盡功用； 

主在祂的膏抹裏來教導我，服事配搭要能建造基督身體。 

感謝讚美主！經過一年訓練，讓我蒙拯救，拔高對基督身
體的看見。畢業後，我願意照著膏油塗抹的教導，『生命長進
而變化，成全別人同配搭；作神生機的肢體，建造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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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靈同魂為新人 

劉運昌、劉陳慧敏 

（合）弟兄姊妹，大家好！ 

（運昌）我是台中市召會劉運昌弟兄。 

（慧敏）我是劉陳慧敏姊妹。 

（運昌）傳道書四章 9 節：『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
勞碌，可得美好的酬報。』我們在台中市過召會生活，由於配
搭服事比較多，我常在外面忙碌。回家以後，往往無法靜下心
來聽姊妹的交通。頂多在晚禱時，或是為著特別的人和事，我
們會來在一起禱告交通。其餘時間，多半各忙各的。 

（慧敏）傳道書四章 12 節：『有人能打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
便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在召會生活裏，
我形容自己是個奉公守法的屬靈公務員，聚會、服事、家打開、
傳福音、做愛筵，樣樣都有。從外面看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但
我裏面卻是不折不扣的馬大，多方忙亂又思慮煩擾，缺少對主
真正的享受。我原來以為壯年班是我的逃城，但來了以後卻發
現它是探照燈，照得我無所遁形。 

我以前認為自己是富足的，但在神的眼中卻是貧窮又瞎眼； 

我以前認為勞苦必得稱許，但卻都是耐不了火的木草禾稭。 

（運昌）參加壯年班訓練，最初只有一個單純想法，我該來了，
也陪著姊妹來。沒想到主卻藉著一個一個的環境來變化我。上
學期剛開學，我就遇到配搭的問題，主光照我，要我不要輕看
所有配搭的弟兄，他們都是主量給我的，為要成全我。緊接著
一週福音開展，我原來以為平常心就好，但是第一天就失眠了，
因為在台北的街頭上頻頻受到無情的拒絕。主再一次光照我，
我根本沒有倚靠祂、聯於祂。所以下學期開展前，我謹記前面
的教訓，出發前和全體隊員有彀多而徹底的禱告，好好預備自
己。感謝主！我們在潮洲的開展大蒙祝福，主在一週裏賜給我
們十六個果子。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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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敏）壯年班訓練真是豐富又有享受，但是對我這個真理構
成不多的人而言，還是緩不濟急。尤其在寫作業時，常常搜索
枯腸，腦袋一片空白。我的同伴們都說，你有弟兄可以靠，有
什麼好擔心的！但這才是我最擔心的。因為他要召會、訓練兩
頭忙，根本沒時間顧到我，無論我問這問那，就是沒有答案。
我裏面滿了抱怨，沒有安息。但是當我禱告，求主拯救我脫離
困境時，主就用以賽亞書三十章 15 節對我說話：『…你們得救
在於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於平靜信靠。』主光照我，不要再
白花力氣，尋求外面的幫助，只要平靜信靠，裏面就必得著復
興。是的，惟有主才是我的真丈夫和真倚靠。 

（運昌）參訓前，我和弟兄們配搭，追求聖經和書報，也有話
語服事。但是壯年班一系列完整的課程，使我大開眼界，脫離
自己窄小的天地。上『新耶路撒冷』課時，教師引用啟示錄廿
二章 1 節說，新耶路撒冷不是將來的城，而是我們每天的經歷
和享受，我們就是小新耶路撒冷，我們的生活應該以寶座為中
心。正好就在這一週，因為寢室內務評分沒有得到優，我的心
思受到攪擾，心裏一直埋怨。隔天早晨清洗廁所時，主就來光
照我，你不是小新耶路撒冷嗎？不是要以寶座作中心嗎？當下
我就跪在浴廁的地上悔改，之後生命水河立即就來滋潤我，精
金的街道鋪平在我的心裏。我順服地清潔各個角落，並且照著
輔訓的要求，用手機燈光細細搜尋，結果當天得到特優並且零
缺點。當時那個感覺就好像作了一天的得勝者，真是喜樂！ 

（慧敏）運昌弟兄個性沉穩，遇到事情，一定先禱告尋求。我
則是緊張大師，憂愁罣慮。所以在服事上，我是他忠實的反對
黨，常常越過弟兄作頭的地位。在壯年班的專項配搭裏，主就
特別來對付我的個性，要我學習認識權柄、順服權柄。尤其他
在召會裏擔負責任，是站在前線當兵的人，我不應該讓他有今
生的事務纏身。 

既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要生命長大成熟，作他真正的幫助者； 

既要同心爭戰同奔賽程，就要心思更新變化，將來與他同得獎賞。 

經過這一年訓練，我變得喜樂開朗。因為藉著每週往返，我們
在車上有許多交通和禱告，『費時雖不多，喜樂已難言』，我們
之間的相調建造反而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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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抱怨他的忙碌，反而更珍賞他服事的勞苦和忠信； 

我不再自憐孤單無助，反而願意為他有更多的代求禱告。 

有人說，一人受訓全家蒙福；我們夫婦一同參訓，更是雙倍的
祝福！ 

（運昌）壯年班不是光環，乃是受神製作的見證。我願意與慧
敏一同配搭，為主在地上的權益，齊心努力。 

（慧敏）我們受訓練，得成全，乃是為著一個新人的產生。我
願意與運昌成為最好的配搭，一同奔跑屬天賽程。 

（合）我們要在一的感覺裏過召會生活，說一樣的話，作一個
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雅歌一章 4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