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 4:3)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 2:14)

聯結與合一

     同奔內在生活異象

聯結與合一

     同奔內在生活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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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9 月深圳宣教回來，看見大陸的弟兄姐妹對主的渴慕

與追求，深刻影響了我；提醒我受洗成為基督徒，不該

只是事工而已 ，也要更深地經歷到神的大能與同在。

去年底跟自家牧師卸下教會所有的服事，只為了對神有

股神聖的不滿足，想要暫時離開教會，更深地去尋求聖經真

理及聖靈大能。在尋找教會的過程中，都沒有來自神的感動

及平安……就等候。

感謝神，祂奇妙的帶領！雖我沒去參加周牧師去年在中

壢的特會，卻看見網校的訊息。儘管不知網校的上課狀況是

如何進行及成員哪裡找，就大膽報名成立課室。在截止日前，

神就給我一個姐妹莉楹，我們 2 人就順利開啟課室，到目前

有 2 位正式學生和 1 位旁聽生。網校第一堂課，神就使用周

牧師的口，回應我這幾個月來心中疑惑及所要追求的。

神在特會中藉著屬靈長輩們的分享，讓我明白，有些教

會之前的問題，也同樣是我的教會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但看

見牧者們堅持走這條有福的路與神同在的路，讓我更增添信

心及要更多委身在神所栽種的教會中。

神藉著賴牧師的口說：「神把妳栽種在哪個教會，就在

那裡成長。」我深信，若我們有顆願意的心，神必使用我們

課室三個微小的姐妹，成為我們教會的祝福管道。

感謝主！也謝謝大家這三天的分享。

竹北課室  張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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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次退修會，再次有從神而來的力量。聽到《在花園中》

這首詩歌，我心靈深處有極真切的感動和感謝。想起去年

在中壢第一次參加周牧師特會，我跟隨聚會安靜等候時，一直坐

立難安，心想這樣會聽到神的聲音嗎？中間還溜出去喝咖啡，又

回來。然後，才在詩歌中，漸漸忘了身旁的人事物，接著看見一

幅畫面，聽見彷彿深淵中有微聲……「我深愛妳！」。而在這次

退修會，我更深相信神深愛我；不管我是多麼的愚鈍，神卻深愛

我。

在這次退修會，我發現會堂中的背景圖畫，不就是去年聚會

我所見的畫面嗎？哈哈哈，主啊，祢真好！

這次同工退修會，聖靈在我裡面做很深層的工作。當我跪在

台前，為著自己驕傲自義的己權勢、複雜的自以為是的自

我， 認罪悔改時，神的愛豐豐滿滿地澆灌在我身上。

我跟主說：「主啊，求祢赦免我的罪，我不願再憑著自己

莽莽撞撞，迷迷糊糊，忙忙碌碌過一輩子的生活了。今天我要

將這『己的權勢』與祢一同釘在十字架上。求主幫助我，能夠

敏銳於聖靈的帶領，明白祢的心意，真正聽懂祢的聲音。祢說

了我才做，我不想再靠這『己』了⋯⋯

當我淚流滿面時，神已悅納我憂傷痛悔的心；祂在十字架

上已為我成就一切，祂拆毀、修剪、剝奪，為了更新建造我，

使我得著基督。

感謝主！退修會已結束，但神永不止息的愛，卻在我裡面

越發滋長。

高雄伯特利課室  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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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伯特利課室  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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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二天的安靜等候神的操練，剛開始前半個小時，遊蕩

的心思意念一直讓我靜不下來，直到腦海中出現一句經

文：「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參《賽》

30:15）

於是我用這句經文一直禱告，接著是身體開始不自覺地搖晃，

感覺自己就像一條魚，悠遊在主耶穌活水的江河裡，越來越自在，

越來越喜樂。更讓我聖靈充滿的是，之後的一首詩歌，歌詞中說 

「主，⋯是陶匠，我是泥土」。

聽到這句開始淚流滿面，主耶穌將我這個破碎的瓦片視為珍

寶，重新幫我塑造了新的生命，最後透過賴牧師的按手禱告，把

新生命注入我的身心靈。

桃園以斯帖課室  范姊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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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會的第一天在敬拜時，唱《充滿我》，我的眼淚不自覺地

流不止，就好像離家多年的孩子，回到家了，不停地哭泣。

我覺得阿爸父對我說：「孩子，一切我都知道。」我裡面的委屈，

沉重的壓力，使我在阿爸父面前，淚流不止。

我對主說：「我一生屬於祢，求祢幫助我，緊緊與主聖靈相

連，繼續靠著主的恩典往前走。我是與祢緊緊相連的新婦，也是

屬於祢的新婦戰士。懇求祢，引領我，我願帶領更多的人進入此

新婦戰士的行列，在末世成為祢手中的利劍，好承接福音的最後

一棒。」

新竹  陳姊妹



回想 3 天 2 夜的退修會，心中倍感甜蜜，愛慕耶穌的心更濃

厚！

第一天到了禱告山，在聚會的地方看見講台後面的背景是瀑布的

景色，心中有種舒暢釋放的感覺，也感受到這裡有聖靈的同在；

接著唱詩、破冰彼此認識，心中一直好喜樂，晚上回到寢室清晨

三點多才睡著。早上起床梳洗時，聽見司琴在彈《充滿我》這首

詩歌，當時心靈被聖靈觸動，真想從三樓直飛奔到一樓，去敬拜

享受神的同在！

聽了麗容師母和玉琴的見證，也提醒我要回到單純相信才會

更蒙福！最後一天，弟兄和弟兄、姊妹和姊妹，以擁抱的方式道

別，又再次享受在聖靈的水流當中，很溫馨！感謝神劃下完美的

句點。

在回程的遊覽車上，又彼此交流，再各自回家，真是盼望能

有再次見面的機會。思想著聖靈這幾天豐富的運行，澆灌我，真

是有福的人！一切的恩典都是從神來的，真是感謝讚美主！歸榮

耀給祂！

感謝主在這個聚會當中，讓我再次感受到主愛的甘甜，浸

泡在神的同在中重新得力，也在肢體的交通中被建造及

提醒。謝謝佳臻積極鼓勵我們參加，也謝謝牧師同工們的擺

上，使得我們可以安心地在身心靈都吃喝快樂飽足，願主親自

紀念你們，辛勞無私的獻上。

台北拿撒勒錄音班  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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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以斯帖課室  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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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祢說：「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

等候的，那人便為有福。」（《箴》8:34）主啊！我就是

那個有福的人！每天我要來等候祢，在祢門框旁邊等候祢，明白

祢的心意，聽從祢的話，遵行祢的話。

主啊！我的心要切切地仰望祢，在我讀聖經禱告等候中仰望

祢；在我職場工作中時時仰望祢；在我廚房的鍋碗瓢盆煎炒洗煮

中仰望祢；在我養兒育女親情倫理間每一件大小事，我都仰望祢。

⋯⋯主啊，我是那個日日在祢門囗等候仰望的有福的人！

台南以琳課室  賴姊妹
8

神看見了我的需要和渴求的心，引領我一月份進入網校，也吸

引我排除萬事成行這次退修⋯，感謝神如此愛我。在安靜等

候神中，不斷被司琴琴音感動落淚，神也透過見證分享，把我心

裡的疑問解決了，重擔脫落了，灰心變為盼望，感覺問題不再那

麼大了。

我享受到聖靈親自在我身上做了釋放的工作。尤其我所在教

會小組的一位姐妹，於過年間癌末回天家，讓曾經服事過她的我

很不捨也不明白，自己的心常陷入沮喪。這次神特別安排玉琴與

玲崟與我共房，玉琴的癌末見證，與平婉牧師的換肝主掌權的見

證，讓我重新振奮，沮喪消失，玲崟的靈命堅定及為我代禱，讓

我產生極大安定的力量。阿絲姐，睿明師母，桂英滿滿的關愛，

給我有如被小天使環繞的幸福，我看見神的愛是如此的真實。

這次退修⋯，我深信這是上帝送給我邁入人生下半場最棒的禮

物。退修會結束了，但我相信聖靈的動工才要開始。感謝賴牧師，

林牧師及所有同工滿心的擺上與付出，我愛你們，親愛的家人。

台中  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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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26 主日早上，茂全長老看到我就說：「淑芳牧師在找妳

喔！」我立馬奔向會堂要去見賴牧師，正好在門口遇見她，

牧師告訴我說：「淑華，等會兒聚會麻煩妳帶敬拜！」內心突然

想到，哦！今天是主日，我們要一起來敬拜我們全能的神。

雖然事先賴牧師完全沒有告知要我當天領敬拜，但內心也完

全沒有任何的慌張或作難，就是完全順服並喜樂地回應牧師說：

「好！」因為我知道凡是出於神的，神必負完全的責任。

當下我立刻回到裡面問主說：「主啊，祢喜歡我們用哪一首

歌來敬拜祢？」頓時，我的心裡就唱出《充滿我》這首詩歌。我

就請問司琴，她正好有這首歌的歌譜，知道這是主給我的印證，

立馬請同工做好 PPT，當聚會時間到了，《充滿我》的琴聲藉著

慧嬋姐的手釋放出來，神的靈早已澆灌在我們的當中，許多肢體

因被神的靈觸摸，而淚流滿面地屈膝敬拜。

我的心唯有祢　我的靈渴慕祢

我全人獻給祢　以全心讚美祢

舉雙手敬拜祢　深深說我愛祢

我的神我的主　我渴望親近祢

充滿我澆灌我　使我靈得滿溢

充滿我潔淨我更新我

充滿我滋潤我　讓祢愛來圍繞我

我一生我一世屬於祢

甚願我們常向我們的良人唱這首愛的情歌，告訴祂我們愛祂。

祂是無限的神，我們要祂多少，就可以得著祂多少，這活水的江

河是可以隨時暢飲、歡樂續杯的。

親愛的家人們，您聽見了嗎？「聖靈和新婦都說：『來！』

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

白取生命的水喝。」（《啟》22:17）願能常聽見良人對我們柔

聲的呼喚；願我們渴慕常坐在祂的腳前；願祂加添我們神聖的饑

渴；願我們天天被新酒新油灌滿；願作新事的 神，天天引領我

們喜樂寬廣地往祂愛的路上直奔！

台南以琳課室  王姊妹10



感謝主！第一天下午賴牧師介紹我是特約司琴，因為過去我有很

多機會參與 JMI 的聚會。其實，是因為我是老基督徒，熟悉早

期屬靈長輩所用的傳統詩歌，是有深度信息的歌詞。那些詩歌正一首

又一首藉著周牧師的講述導引被傳唱，以免失傳。

作為一個司琴，如何心意更新而變化，向著什麼人做什麼人，對

我一直是挑戰的（會有個人的癖好）。所以每一次特會，我還是要乖

乖地仰望主：要準備那幾本歌本？詩歌夾和散譜？這次剛好準備了《充

滿我》這首詩歌， 所以和淑華一拍即合。感謝主 !

這次來退修會之前，內心有許多掙扎，甚至北部的濕冷天氣也影

響我的情緒。二月 25 日當天早上不到六點鐘就起床，安頓好一些家

事，7點20分就離開百年大鎮，等車許久，才搭上亞聯客運往新竹去。

一路塞車，錯過莒光號了……仰望主！發現可能趕上 9 點 38 分的自

強號，果然買到無座位的自強號。一上車，靈機一動，關在廁所裡直

到苗栗（外面都是站著的人 )。到了彰化，就有一對夫婦帶著一個小

妹妹讓位給我坐，直到善化火車站。 主耶穌也給我機會一路傳福音。

我就深深感動這次來到台南，確有神的美意。 

我要越過身體的疲倦，相信在這一次的退修會有所作為，也感謝

姚師母與我配搭司琴，頓時覺得輕省很多。雖然第二天晚上整夜無法

入眠，但是白天仍有神的大能托住。這次的特會有許多的得著，一切

盡在不言中。

再作一個見證，二月 24 晚上何師母給我 LINE，問我有沒有一首

歌《生命活水充滿我》的歌詞；二月 25 日早上出門前，拿給她詩歌

影印譜。而到了加利利會場時，牆壁那一幅溪水旁的活水泉，正是詩

歌的場景欸！真是好感動祂一路的帶領。 

正如我們所唱的另一首詩歌說：「我們又在一起，讚美主！ 美好

事必定要成就， 美好事已顯明， 我們又在一起，來讚美主! 」阿們！

阿們 !

桃園龍潭  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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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桃園  梁姊妹

特會那週三，婆婆身體不適急診住院。透過代禱，主保守婆婆

平安無事出院，讓我可以順利參加特會。於是帶著交託的心

情踏上旅途，不知道這三天神要作甚麼新鮮事！

從相見歡打破不熟悉，聖靈逐漸加溫，慢慢進入聖靈的湧泉，

加上優美清淨的環境，使我可以全然放鬆！感謝主的豐富超過想

像！以下特別感動經文來數算主恩： 

( １)《約翰壹書》一章 3-4 節：「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

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

相交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喜

樂充足。」這次交流親眼看到、親耳聽到，親手摸到弟兄姊妹的

生命經歷，真是喜樂滿足！為神奇妙作為驚訝不已！每位弟兄姊

妹的生命故事都觸動彼此的心！賴牧師生命經歷與分享和教導非

常受益！

( ２)《約翰福音》四章 24 節：「神是個靈，所以拜衪的必須

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當年因這句話，我信主歸向真神，而這次

聖靈開啟新的亮光：「要倚靠聖靈和真理事奉神」；不是靠才能，

不是靠肉體血氣，不是靠己，這些都是主不喜悅的，主要我先來

愛祂，親近祂，明白祂的心意，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進入神的同

在，並在聖靈裡進入真理，而真理就是耶穌，就是耶穌說的話，

要用心靈誠實去接收，真理要用誠實去領取和實踐。獻上感恩與

讚美，主恩浩大！哈利路亞！

感謝神成就美好的事在我們的當中，感謝聖靈按時分糧激勵

我們軟弱的心，感謝親愛的家人們溫馨的分享！願我們在

屬天的道路上繼續彼此代禱，彼此扶持，千萬不要落單了。我

們要攜手直奔標竿，有你們真好！一起加油！

台南以琳課室  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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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賴牧師的服事，我看見跟隨聖靈的榜樣，也深深地領受神

的愛。三天的退修會讓我更渴望尋求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雖信主有些年日，但這次的聚會確讓我感受到對神那麼疏遠、

陌生，我真的需要神的憐憫與祂相遇，使我能真正聽到祂的聲音，

三天的聚會讓我感受我要學習，要突破的東西太多，求神繼續光

照我，引導我。

第一天的「彼此代禱」和「耶穌會告訴你什麼？」活動時段，

以及後來我們彼此的分享，都深深的感受到聖靈的工作及神的掌

權。我抽到的經文很激勵我，別人寫給我的也很感動我。奇妙的

是，我刻意去問我送出去的那張，竟然也是他需要的。所以，我

覺得神透過用這麼奇妙的帶領，都給我們很大的驚喜。

另外我要說的是，我跟一位才信主三年的弟兄同寢室，我很

驚訝他在靈裡的領受和分享，給我很大的幫助。雖然他對聖經可

能沒有我熟，但他卻可以教我怎樣在靈裡吃神的話，而且用神的

話勝過環境。

台中課室  王弟兄
14

感謝主，在這次退修會中，有長時間的安靜等候神，盼望學

習瑪利亞坐在耶穌的腳前……收回遊蕩的心思，對一些弟

兄姊妹而言並不困難，但對我而言並不容易；至於，時時刻刻分

分秒秒與主聯結，更加需要在生活中每一段時刻來操練。

 祈求阿爸天父掉轉我的眼目，定睛在祢身上。是祢愛我甚至

超過愛祢自己，為了我的過犯犧牲自己的性命。

祈求阿爸天父掉轉我的耳朵，聆聽祢的聲音。是祢脫去我一

切的重擔憂傷，使我得享安息。

祈求阿爸天父掉轉我的腳步，跟隨祢。是祢陪伴我走過生命

中的高山與低谷。

板橋課室  張弟兄
15



迦南課室  賴姊妹
16

參加網校課程之前的我，工作、事工幾乎滿檔，做得身心極其

疲憊。 聖經說：「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

46:10 上）於是，我就試著推掉一些事工，但是忙碌依舊。這次

是聖靈帶領，讓婉瑜和我上網校課程，才更瞭解到，與聖靈、與

聖經、與神的連結是如此重要，我的觀念就改觀了。得知有退修

會，迫不及待的報名參加，在賴牧師安靜等候神課程中，學習到

安靜等候神的操練、讓我長期疲憊的身軀得到了釋放，體會到在

神的同在的事工是輕省的。

在退修會聽了牧者的教導，還有弟兄姊妹的分享，很激勵，

充滿了信心，在主的同在裡，享受了美好的團契。

當我跪在主面前，神的光照讓我在神面前認罪，出現接二連

三的畫面，我哭著求神赦免我，神讓我看到自己所作所為，明白

唯有更親近主，才能讓主改變我的生命。三天的退修會，安靜等

候在神面前的操練、對付「己」讓我更謙卑，

也感謝大家的分享，讓我更有信心！感謝聖靈帶領、感謝主

的愛！  

台南希望之家的陽光好像是神對我們的愛，好溫暖！聖靈帶我

們進入更深地與主聯結，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感到身心靈

都得飽足。在網校學習的我們可以聚在一起，真是不容易，但大

家都有一個渴慕的心，要更明白認識神。「因為，在祢那裡有生

命的源頭，在祢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篇 36:9）感謝主

藉著賴牧師的教導，讓我們可以取用這活水。

藉著這次的相聚，讓我能和大家彼此認識，有生命的連結，

從彼此的見證裡互相得造就，激勵了我的心。聖靈將喜樂及愛的

膏油澆灌在我們當中，讓我們有這次美好的聚會。我感受主要我

更多的等候祂，在屬靈上更多建造自己。求主幫助我，有時我是

這樣依靠自己，不要以為已經得著了就停滯不前，而是要更多的

追求祂。

新竹  魏姊妹
17



感謝神！因著祂的愛將我帶到加利利退修會……因肉體的軟

弱影響了心理，對參加的抗拒。跟神求恩典。一、不提行李；

二、有人可以幫忙開車；三、組員們都甘心樂意的等我下午考完

試。神都幫我兌現支票，哈利路亞。第一天的開幕式相見歡，因

著我的關係，組員們都錯過了認識大家和拿禮物。但是看見每個

人還是心存感恩和有美好的見證，心中真的很感謝神！

第二天的敬拜，神又將我的靈挑旺起來了，不再沈睡。奇妙

的是，我感覺神喜樂的靈很強烈地充滿並運行在會堂當中。

在下午兩小時的等候當中，我將自己的所有重擔卸下，所有

將要面臨的問題全部都交給神……頓時覺得輕省，覺得有神真

好……祂這麼愛我，我怎能不愛祂，哦，我愛祂～輕輕哼起。喜

樂的膏油繼續膏抹著～～。哈哈哈！我快樂！

會後，每碰到有人詢問我有關工作的問題，我發現自己的內

心毫無重擔。奇妙的神以此讓我再次體驗卸下重擔是如此輕省⋯⋯

原來完全交託是如此美好。

三天兩夜對我而言是兩夜一天半。沒有認識很多人，也沒有

說很多話……只有享受。真好！謝謝姐妹們，不管是服事的或者

是千里迢迢跟我擠一部車不敢哼苦的姐妹們……真的感謝，願神

親自顧念您們的需要。

也謝謝牧師們的體諒……我真的需要「休息，要知道我是

神」。阿們 !

桃園以斯帖課室  林姊妹
18

感謝神，還有牧師們的教導，所有同工的辛勞，謝謝你們！

淑華姐妹和玉琴姐妹的見證很激勵我，也謝謝玉英師母在結束時

給我的經文。

這次的營會很美好，期待再相會。

  台北土城 王姊妹
19



台南以琳課室  吳姊妹
20

當初報名退修會的動機，只是覺得不想錯失一個可以追求主的

機會，沒有想到要去期待些什麼。沒想到第一天聚會，神就

藉著拿到的經文卡片的那些鼓勵的話及經文，讓我真的感受到神

是永遠愛我、引領我，也學習接納自己，對未來由生盼望的心。

第二天在等候神的時候，我感受到我心中的垃圾被神清除，

學習像一張白紙，讓神來定奪一切，雖然還是很不完全，但願意

更深降服主。聽到家人們生命的見證，原來《約翰壹書》一章 1-3

節如此真實，我們正在經歷把我們所聽見、所看見的彼此交流，

以前讀這段經文覺得很遙遠，現在卻是可經歷的，神的話真的是

可吃可喝的。

感謝神！經過這次聚會，下次我不會只是不想錯過聚會而已，

我要向神求更大的渴慕，更深認識祂愛祂，更多被神改變。

謝謝賴牧師、林牧師及同工們的服事，願神大大祝福你們！

凡事興盛，身體靈魂都健壯！

我回想起，退修會中那個很長時間等候神的下午，我們一群人

坐了兩個小時，無言也無語。我覺得這兩個小時，聖靈吸引

我們在靈裡教我們認識祂。

此時有人受聖靈感動，開始唱：「哦，我愛祂 !」

這首詩歌感動全場所有人熱烈的愛慕耶穌，敬拜耶穌，釋放

極大的愛耶穌的熱情，聖靈裡合一且熱烈的新婦的敬拜！最後全

場在神面前歡樂歌唱，跳舞，歡呼！ 60 個人不知不覺手拉手拉

成一個歡樂的大圓圈！此時聖靈大大的澆灌下來，大家在聖靈

中，拍掌、跳舞、歡呼！沒有人能夠叫這新婦的熱情，止息下來！

這正是聖靈恩雨沛然降下！

此情此景讓我想到《何西阿書》六章 3 節：「我們務要認識

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

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台南以琳課室  李弟兄
21



台北土城  王姊妹
23

台北迦南課室  白姊妹
22

在長時間的等候神時，神溫柔地割斷我與原生家庭糾葛複雜的

情結。祂一直在作，而這次的工作，使我感到有些軛被斷開，

整個人輕鬆許多。這使我的靈更敏銳，也讓我能更專心服事神。

另一個經歷和碧雲姐妹的相似，當賴牧師呼召要更多渴慕神

時，我立刻到前面跪下來，感到神十字架上犧牲的愛澆灌下來，

再次聽到神說：「歡喜地揹起十字架來跟從我。」我的眼淚就流

下來了。這個十字架真沉重，但昨天神又再次斷開鎖鏈後，給我

多了些力量能作到，且神是信實的，祂給的擔子，是我能承擔的

了。

我感到神喜悅這次退修會、牧師及團隊，牧養全台課室渴慕

過內在生活的追求者，這些種子不斷生根、拓植、栽種，使神的

心意得滿足。讓我們一起同心追求，直到見主面。

真的很感恩，能與你們一起奔跑天路。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退修會。每位弟兄姐妹皆是排

除萬難自各方遠道而來，為主擺上。

我們在不同地方等候神，但是領受同一位神給我們的祝福。

在帶領者的引導之下，我從經文及禱告再次領受神給我的話語。

三天的活動多數是等候神，有時有領受、有時放空，但單單來到

神面前就得到身心靈的釋放。

在這幾天有許多美好的見證，都是充滿彰顯神大能慈愛與恩

典，比起我前置準備工作，神給我收穫真是大大充滿。

感謝主，給我更多認識祂、親近祂的機會，並且眾多肢體給

我很多鼓勵與信心。我們有這位共同的神，祂總是對我們施慈愛

憐憫，又與我們同在。阿們！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

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16:11 ）



新埔課室  張姊妹
24

這次能夠參加這退修會，真是恩典！我的公司原本是不可能連

請三天假的，通常我老闆在這樣的情況會直接叫人寫離職

書，我也抱著不繼續這工作的心情。誰知奇妙的是，老闆竟然準

假了。真是恩典啊～

第一天的等候神時，聽見神說：「歇了自己的工。」，因為

來的前一天沒睡好，所以等候神時不斷地睡著，但當賴牧師說誰

要分享時，我又有一股非上台分享不可的感動，分享我能來這次

退修會是多麼不容易，也提到自己想轉換公司的想法，但神並未

對我的禱告給予開路，使我更想藉這次的退修會來親近等候神，

瞭解神的心意，看神怎麼帶領我前面的路。

在第二， 三天時，賴牧師有特別說到：「要在原本的教會及

環境裡，成為神的管道和器皿。」我心想：正想換到屬內在生活

的教會，這樣，我就可以更專注等候神的操練。但賴牧師的提醒，

如神親自吩咐一般，要我們成為在各教會中神所栽種的種子一樣，

成為祂的管道；要在屬世裡，成為祂與各教會的連結，千萬別想

離開原本的教會，那就失去神的心意了。

哇！就是賴牧師的這一番話，讓我完全明白神清楚的回答：

沒有祂的吩咐及話語，就留在原地。

獻上滿心的感謝～

1. 透過 JMI 同工們的代禱：

a. 使我能順利參加特會

b. 關於購票：遇到 228 連假，售票小姐說“沒票了”，但

她笑著說「我來想辦法。」結果沒一會兒，她給了我「有

座位的敬老票」主啊！⋯是耶和華以勒啊！

2. 三天兩夜特會：享受在神大能同在裡，極大的“渴慕”，

是祂何等珍貴的禮物，把我們從各處吸引來親近祂，尋求

祂的面，更深與祂連合，主啊！我愛祢！

高雄伯特利課室  巫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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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http://www.jmiinnerlife.org  電郵：dallasrevivalfellowship@yahoo.com
台灣：北部聯絡人：林志彬牧師　電郵：taiwanvisionchurch@gmail.com
　　　南部聯絡人 :賴淑芳牧師　電郵 :leeanan@ms26.hinet.net

在退修會的早晨，我帶著不安，趁著爸媽尚未起床前溜出門，

一路還在想著昨晚媽媽對我說的重話，對我將要離家三天

很不高興。媽媽一向都很支持我的，不知這次為何如此拉扯讓我

不安又兩難！

隨著車程一路往南漸漸看到陽光，原本如同台北陰雨綿綿濕

冷般的心情，也隨之「放晴」開來，感覺天父爸爸用陽光般的愛

來迎接我。

雖然去年 10 月參加過信望愛的特會，但其實對 JMI 團隊是陌

生的。感謝主，在破冰中就開始對我說話，透過卡片的交換，讓

我知道需要更多向主敞開，而我的害羞與不安主都知道。另外卡

片背面的經文也讓我知道，該把勞苦重擔交給祂，我需要在主裡

得安息！

週六晚上周牧師的訊息，與神給我的今年的目標「謙卑與聖

潔」是一致的，在此堅固了我的心。此外牧者兄姊們美好的見證

與愛主的心志都非常激勵我心。

在進入末世混亂的世代中，有一群愛主、渴望成為基督新婦

的家人們，大家能一起攜手走成聖的道路真是有福！

之前，自己也因家裡許多變動、道路不確定等，從過年前到

如今，都苦於無法收回遊蕩混亂的心思。感謝主！深知我的需要，

透過退修會讓我得以重新得力；靈裡得飽足後，這幾天奔跑特有

力 !

如今我更加明白，陽光也是天父爸爸在向我述說祂的應許：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4:8）

台北迦南課室  張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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