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後 2010.04.18 第二六三期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教會聚會所 地址：新竹市仁愛街68 巷 3 號 電話：03-532-6383 傳真：03-542-2922 發行：竹縣市文字服事組
聯絡網址：http://www.hcchurch.org.tw E-mail：執事室 chinhc@mail2000.com.tw 週訊 hsinchuch@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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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工作的重要
在主的帶領下，全台目前工作的重心都在青年
人身上。其實，歷世歷代以來，從聖經中以及召
會歷史給我們看見，主的工作完全集中在青年人
身上。
從亞伯拉罕的蒙召、雅各、約瑟被變化，他們
都是在青年時期就在主的手中受甄陶、被製作，
以致他們成熟時能留下一頁一頁生命的詩章。在
舊約中許多的申言者，以及被主使用的人；如但
以理和他三個朋友，也都是在相當年輕的時期就
開始被神製作。
主耶穌來到地上，他沒有呼召年長的老人跟從
祂；祂呼召彼得、雅各、約翰以及其他的門徒，
他們都是在正年輕力壯的時候被主得著。這些人
跟從主三年半的時間，主藉著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教育他們、成全他們，至終他們成為頭一批使
徒，把主的福音廣傳出去。
今天在召會中的青職聖徒，他們有學習快、反
應快、功用大、行動力強的特點。今天在世界各
地開展的，絕大部分都是青年人。社會上所有的
大公司都是藉著年輕人開拓他們的事業，召會更
需要藉著年輕人來擴展神經綸的行動。
召會已過的歷史
召會歷史中被主用來轉移時代的幾乎都是年
輕人。新生鐸夫出生於主後一七○○年；在他十
歲的時候，向主立下誓約並簽名於其上說：“親
愛的救主，願你屬於我、我也屬於你。” 在他
二十七歲(一七二七年)那年，神就使用他帶進一
次英國教會歷史上罕見的復興。
查理衛斯理弟兄生於主後一七○七年，一七二
九年，約翰衛斯理帶著豐富的屬靈生命牧養一群
神的兒女。他在主面前，寧願隱藏自己的能幹和
才華，自動的順服權柄和領導，使工作能夠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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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擴大並發展。此時他才二十一歲。
威爾斯大復興的領頭人 － 伊凡羅伯 斯 (Evan
John Roberts)主後一八七八年出生，於一九○四
年，大約二十六歲時帶進威爾斯大復興。
宣信弟兄是一位著名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學
者、傳道人，以及國外佈道事工發起人，並且又
是一位著述者、聖詩寫作家，他更是一位敬虔愛
主的人。一八七四年，在美國肯塔基一個城市牧
養聖徒。在該地方，他給眾教會燃起復興之火。
這年他才三十一歲。
汪佩真姊妹，一八九九年出生，是倪弟兄的重
要同工。1921 年，她從金陵女子神學院畢業之
後，開始到中國各省講道。她的傳講很有能力，
廣受歡迎，號稱中國的女司布真。
接著不無論是倪弟兄、李弟兄，都在及其年輕
的時候為主得著，因著他們，主經綸的大輪能以
一直往前，邁向康莊大道。
我們今日的配合
今日在召會中的青職聖徒，需要看見我們正在
寫歷史，我們也是使徒行傳的繼續，我們是世界
所不配得著的，應當獻上身體當作活祭。除了在
召會中配搭事奉，更當在職場中傳福音，顯大基
督；守住我們的位分，照亮我們的一隅。並在以
下三方面積極與神配合：
壹、得人
『首先，需要統計數字，把在各界就業的弟兄
姊妹人數，報告給眾人。』目前我們在新竹能統
計到的青職有五百多位，這五百多位需要進一步
清查，知道目前他們屬靈狀況，當我們清查完
成，我們會做出各公司的名單，推動職場福音。
今天我們需要進入各公司單位『抓魚』，青職都
在職場，得他們最好的路就在職場；其次，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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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社區周邊的青年人。
貳、留人
一、我們要注意各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各大組
需要拿起負擔，關切即將畢業的聖徒。二、關心
各區已經得救，缺乏牧養的青年人。目前在名單
上已經得救，未帶進召會生活的青職大有人在，
我們需要關心他們，在他們身上勞苦，牧養。三、

北埔開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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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態環境。各大組需要竭盡所能的建立青
職排，讓我們的青職排有一種環境－浪子願回
家、新人帶進來。
參、成全人
營造青年人盡功用的機會。使青年人在服事中
受成全、得建立，並為新竹市召會得著有用的下
一代以承接託付。
(賴兆芳弟兄)

堅定持續叩訪，聖靈應證祝福

還記得去年歲末、今年年初之時，我們在感
恩與展望的聚集中，領受了北埔美地開展的負
擔。想當時，北埔既有聖徒屈指可數，有正常
聚會的更是寥寥無幾。僅管如此，弟兄們還是
把聖徒懷揣胸前，照著藍圖，以福家排區、生
養教建的架構耕耘栽種。天降雨，人耕地。若
非神的祝福，人的奔跑也是徒勞。第一季過去
了，我們看見，在北埔，有神的祝福，是聖靈
應證這開展。
在我們例常的月月傳福音行動中，有一位住
北埔的大專生拿到一位姊妹發的福音單張，於
是來參加福音聚會。隨後，有聖徒繼續接觸，
她也就受浸得救了。不僅她得救而已，她的家
人：父親、母親、妹妹們也一同被帶進召會生
活。正如經上所說：救恩到了這家。她的父親
雖還未受浸，弟兄們卻已稱他為弟兄了。因為，
在他身上的確可見聖靈的工作。
還有一對在新竹聚會的夫婦，在北埔有一幢
大房子，已有不少各地的聖徒到他家相調過，

中亞開展來鴻

近況交通－在比什凱克的政變

四月七日在比什凱克所發生的政變，引起許多
的暴民趁火打劫，有許多的百貨公司及便利商店
受到暴民的搶奪及燒燬，尤其是玻璃店面，趁火
打劫的人破窗而入，搶劫一空，比起五年前的暴
動更嚴重。有些商家可能聽到將有暴動的消息，
提早將貨物運走，留下空店面。銀行目前不工
作，自動提款機全部被移走，學校一律停課，街
上顯得不尋常的安靜，只有小孩子在樓下空地玩
耍及追逐戲笑的聲音。

惟獨竹東的聖徒還未去過。現今也已和竹東的
聖徒聯上了。他們家有一個管家，後來也得救
了。得救後生命有了大改變，不良嗜好也因此
脫落。常聽他見證太晚信主了，他現在是何等
在生活上、工作中享受主。另有一位弟兄是愛
盧弟兄陪讀聖經的，全家也向著聖徒敞開。最
近他四歲的女兒生病住院，聖徒去看望時，她
對母親說：那阿們，阿們的來了。還有一對夫
婦，長久在寶山聚會，現也調在我們中間，一
同有份於北埔的開展。另有一位姊妹，是在竹
東一區聚會，最近聖靈也在她家作工，使她家
人向著聖徒敞開。
已過的每週二(或再加週五)愛盧弟兄及華中
弟兄都會邀約 聖徒到北埔聖徒的家 有聚集交
通。去過的聖徒莫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感動。
知道這裡有聖靈的水流，而且這樣的前去，使
生機的功用得啟發與復甦。為著跟上這流並擴
大這流，弟兄們決定還有叩訪的行動，盼聖徒
都能跟上，一同蒙福。
(竹東 鄭元懋弟兄)

這週聚會全部暫停，聖徒們用電話彼此問安、
交通、禱告。目前，吉國總統逃到南方，由反對
派所組成的臨時政府執政，需要為吉國的政局代
禱，使其儘快回歸正常！也求主捆綁一切不法的
行為，使百姓能過平靜安寧的日子。願主興起合
乎祂心意的人，使主的旨意在這地能夠通行無
阻。
代禱事項
吉爾吉斯
1、請為在吉爾吉斯的政治局勢禱告，願主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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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這地能夠通行無阻。2、請為聖徒們的功用
得釋放代禱，使聖徒們都能夠有分於召會的事
奉。3、請為在吉爾吉斯的聖徒們與鄰近的召會
一同配搭開展鄰近城市禱告。
哈薩克
1、請持續為阿拉木圖召會申請註冊代禱。需要
求主綑綁仇敵一切的攔阻並釋放一切所需的簽
章禱告。2、請為在阿拉木圖的弟兄們能夠得著

釋放，參加每個月在吉爾吉斯的弟兄聚會，使哈
薩克的弟兄們藉著夠多的相調，而同被建造。
烏茲別克
1、請為在烏茲別克的政治局勢代禱，使聖徒們
能以自由地聚集。2、需要禱告求主加強在烏茲
別克的眾聖徒到裏面的人裏，使他們在這段為難
的時期中仍能繼續挨家挨戶聚集、彼此照顧。
(中亞開展弟兄們)

為著召會生活接受基督作人位

書報導讀
◎簡介

在以弗所書，使徒保羅為
召會有兩個深切的禱告：首
先，他禱告，要人經歷基督
的大能，而進入召會。第
二，他禱告，要人經歷基督
的人位，而實際活在召會
裏，使神在召會中得著榮
耀。
歷 世 歷 代 ， 不 乏愛 主的
人，但人愛主常是照著自己
的意思，以致主的旨意無法實行。主心中所要
的，不僅是愛祂的人能經歷祂的大能和恩典；祂
更盼望這些人能接受祂作人位，使祂的話能在所
有愛祂的人裏面亨通，在他們裏面得著地位，使
祂能安家在他們心裏。這是保羅禱告的深意。但
願你我都能回應這樣的禱告，以基督作我們的人
位，使祂的榮耀在召會中得著稱讚。本書係李常

受弟兄一九七○年十二月，在臺北及高雄所釋
放的信息集成。
◎目錄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經歷基督的大能與基督的人位
保羅為召會的第一個禱告
保羅為召會的第二個禱告
新人與基督作人位
約翰福音中的父、子、靈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第十三篇

生命的長大與接受遵行主話
生命的長大與接受基督作人位
穿上新人與接受基督作人位
奉獻自己與經歷基督作人位
接受基督作人位必得著一切
主是忍心的主人
事奉的人與事奉的事
身體配搭與合一

第十四篇 事奉須在召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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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3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總

計

專

一般經常費用

項

學生中心

海外開展

竹苗開展

本月收入

3,994,765

2,168,413

1,763,052

43,300

20,000

本月支出

4,944,269

1,611,868

3,250,101

43,300

39,000

本月結存

-949,504

556,545

-1,487,049

0

-19,000

註︰（1）為本地蓋造學生中心截至本月累計奉獻收入計︰25,660,695 元（含下列竹苗縣召會奉獻）
；工程款
累計支出計：10,095,939 元。
（2）竹苗眾召會為新竹市召會蓋造學生中心奉獻-苗栗召會：100,000 元，竹南
召會：60,000 元，寶山召會：332,571 元，竹東召會：8,000，關西召會計：19,700 元； 台北召會 50,000 元；
竹北召會 120,000 元；造橋召會 15,500 元。

禱告事項
一、二○一○年上半年各大組四項召會生活人數目
標。請聖徒們為此目標達成多有禱告。
大組

晨午晚興
目標人數

主日聚會
目標人數

禱告聚會
目標人數

排生活目
標人數

一大組
二大組
三大組
四大組
合計

211
150
223
173
757

324
252
350
244
1170

120
95
136
100
451

308
267
336
228
1139

溢、李佩珊、趙慧、鄭以欣、陳詠晴。
四、實行樓房上的禱告：最少有 200 位聖徒接受負擔
率先建立三乘十五的禱告小組。
五、成立讀經小組：各大組聖徒能接受負擔週週走出
去，成立讀經小組，陪初信及慕道者讀聖經。
六、成立青職排：為加強青職工作，盼望各大組都能
成立青職排以照顧、成全青職聖徒。
七、開家接待青年人：最少能有 100 個家率先操練打
開家接待青年人。
八、學生中心改建工程：日前已完成 2-3 樓室內牆面
水泥打底，本週將繼續進行水泥打底工程。
九、印度訓練中心蓋造工程：請為蓋造工程順利代
禱。竹苗區眾召會並為著訓練中心蓋造預計共同
奉獻美金 10 萬元(約新台幣 320 萬元，新竹市召
會奉獻目標為 220 萬元)截至 4/11 止新竹市召會
奉獻款累計為 1,146,243 元)奉獻款請註明「為印
度訓練中心蓋造」(此奉獻無法開立奉獻證明)。

二、大學聖徒代禱事項：4/23-4/24 新竹大學聖徒於苗
栗錦水飯店相調，求主紀念每一位畢業生，在人
生轉彎口，能繼續得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三、青少年代禱事項：1、為四月份各高國中校園排
福音聚會代禱。2、為國中升高中青少年代禱：
陳韋丞、廖彥翔、毋禎宇、徐婕方、張恩臨、監
佳敏、劉珈泓、方慈媛、韓宙融、孟憲頡、韓墉、
彭語恩、楊霽、龍又新、蘇俞安、劉泰承、張洋

＊＊＊＊＊＊＊＊＊＊＊＊＊＊＊＊＊＊＊＊＊＊＊＊＊＊＊＊＊＊＊＊＊＊＊＊＊＊＊＊＊＊＊＊＊＊＊＊＊＊＊＊

報告事項
一、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4/20(二)19:30 全召會
集中禱告事奉聚會於仁愛會所。
二、竹苗區姊妹聚會：4/24(六)19:30 於仁愛會所，歡
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三、青職聖徒外出相調：4/30(五)～5/1(六)至南庄相
調。費用：每人 1,000 元(包含住宿、早餐、中餐)
名額：60 人。對象：青職聖徒。請儘速向執事室
報名繳費(以繳費為準)(詳閱通啟)。
四、全時間訓練秋季班呼召聚會：5/1(六)8:30～09:00
報到，09:00～10:00 參觀訓練中心，10:00～12:00
呼召聚會暨座談交通(午餐自理)。請於 4/25 前向
滕以勳弟兄報名 tengmatt@gmail.com 。
五、兒童排展覽特會(歡樂成長園):5/1(六)9:30～11:50
於仁愛會所舉辦，請家長善用邀請卡，陪同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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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4 月 05 日 至 2010 年 04 月 11 日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大區
主日聚會

320

219

301

254

禱告聚會

94

43

81

排生活
（人次） 232

157

晨興(（人次） 187

119

學

青
少
年

竹
東

竹
北

湖
口

寶
山

關
西

芎
林

新
豐

新
埔

總
計

1094

113

130

106

70

80

50

12

47

24

11

400

47

265

40

17

23

24

19

12

6

10

6

8

108

272

204

1018

123

64

138

109

68

29

19

70

13

21

467

172

136

614

69

56

67

56

24

25

11

45

21

9

258

召
4/18(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勵兒童廣邀福音朋友及兒童與會，受邀之小朋友
及邀之小朋友可獲精美紀念品。各兒童排須事先
向各大組兒童窗口報名擬展覽之內容，每排展覽
時間四分鐘為限，報名截止：4/25。
六、竹苗區眾召會區負責成全訓練(二)：5/8(六) 9:00
～14:30 於仁愛會所。
七、夏季結晶讀經訓練：6/28～7/3 於美國安那翰水流
職事站園區舉行。報名費用 5,000 元，書房團總
費用 51,000 元。截止日期：4/27(詳閱通啟)
八、劉宏毅弟兄與譚靜文姊妹結婚聚會：4/24 (六)
15:00 於台北七會所舉行(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23
巷 15 弄 17 號)，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備有交
通車至會所，請與黃國堂弟兄聯絡 0935519401)

4/19(一)

會

4/20(二)

生

活
4/21(三)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1

19:30擴大負責弟 19:30全召會集中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4/25(日)
4/26(一)
4/27(二)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2
各大組讀經追求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4/28(三)

排聚集

雙

週

曆

4/22(四)
4/23(五)
年長聖徒聚外出相
調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排聚集
4/29(四)
4/30(五)
中和年長聖徒來訪 青職外出相調1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4/24(六)
大組核心交通
19;30 竹苗區姊妹
聚會
5/01(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時間呼召聚會
青職外出相調2
9:30 兒童排展覽
特會

主後 2010.04.18 第二六三期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教會聚會所 地址：新竹市仁愛街 68 巷 3 號 電話：03-532-6383 傳真：03-542-2922 發行：竹縣市文字服事組
聯絡網址：http://www.hcchurch.org.tw
E-mail：執事室 chinhc@mail2000.com.tw
週訊 hsinchuch@mail2000.com.tw

新約讀經心得
一、

行事為人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配(三)
九期

生活細節：

(一)憑真理（實際）和恩典而行：

貪婪的（就是拜偶像的），這裏的拜偶像，是指
拜無形的偶像，即在主以外另有所戀慕，且被其

1、不可給魔鬼留地步：脫去謊言、說實話，

霸佔甚至據有。如：錢財、地位、權勢、網路遊

生氣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偷竊的不要再

戲、名利、人物、美國週末假期的休閒玩樂…。

偷，倒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有些人一生氣

淫亂、污穢、貪婪這些事，不要讓人用虛空的話

就會犯罪（潑硫酸、殺人、自殺，用拳頭、舌頭

欺騙你們，也不要與他們同夥。3、行事為人要

暴力相向…），這些都是外邦人所行的，但願聖

像光的兒女，不要有分於黑暗無果子的行為：光

徒能脫離這些。大部分離婚的人多是因細故含

的果子，性質上必須是善的，手續上必須是義

怒，不肯彼此饒恕赦免，累積起來而致離婚。但

的，彰顯上必須是真實的，使神得以彰顯。用這

願聖徒們能操練在日落之前就把怒氣對付掉。

三項來驗證是否是主所喜悅的。4、要明白甚麼

2、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敗壞的話一句都不

是主的旨意，以贖回光陰，因日子邪惡：在邪惡

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

的世代，每一日都滿了邪惡的事，叫我們的時間

供給聽見的人。這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很明顯的

變為無效。至少有下列三項人事物會叫我們的光

見證。3、除掉敗壞，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

陰變為無效：
（1）沈迷於吸毒、賭博、電玩、醉

彼此饒恕：一切苦毒、惱恨、…同一切的惡毒，

酒、荒宴、…等邪惡的事（2）遇到挫折（失戀、

都要從你們中間除掉。在建造基督身體的過程

失業、沒得到升遷、股票大跌…），情緒低迷，

中，極需要彼此饒恕，所以神一再的題起要彼此

無心情顧到主的事（3）太忙，沒心情、沒時間、

饒恕。

沒體力服事主。5、不要醉酒，乃要在靈裏被充

(二)在愛裏並光中行事為人：

滿：這裏的酒不僅指物質的酒，也指主以外讓人

1、要效法神：就是照耶穌的榜樣、模型，以

沉迷的人事物。在靈裏被充滿，從心中向主歌

主復活的生命去行。猴子拿刀叉吃飯，那是一種

唱、頌詠，凡事要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裏，時

模仿不是一種效法。“好像蒙愛的兒女”，不是

常感謝神與父，是榮耀神絕佳的路，也是嘴唇向

說創立世界以前在預定裏的那種蒙愛的兒女。而

神所結的果子。6、憑著敬畏基督，彼此服從：

是說，好像一位父親，在許多兒女中有一位兒

這是一幅很美的和諧圖畫。

女，了解父親的心意，照父親的心意去作，就特

(三)在倫常關係上的行事為人：

別蒙父親所愛；我們效法神，就特別蒙神所愛。

1、作妻子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如同服從

也要在 agape 的愛（神的愛）裏行事為人。當我

主；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保養顧

們在 agape 的愛裏行事為人時，我們就有馨香之

惜，像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己，用話中的水洗

氣獻於神。2、在行事與說話上要與聖徒相宜：

滌潔淨召會：妻子一方面要因珍賞丈夫的優點而

淫亂、污穢、貪婪；淫辭、妄語、粗鄙的戲言，

服從丈夫（婚後要睜一隻眼珍賞對方的優點，閉

與聖徒都不相宜。”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得不到

一隻眼不看、包容對方的缺點），另一方面更要

基業”，這裏不是指永遠沉淪，乃是指無分於千

因丈夫是表徵基督作召會的頭而憑著敬畏基督

年國的賞賜與享受（啟十一 15；來十二 28 註 1）
。

來敬畏、服從丈夫。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教會聚會所 地址：新竹市仁愛街 68 巷 3 號 電話：03-532-6383 傳真：03-542-2922 發行：竹縣市文字服事組
聯絡網址：http://www.hcchurch.org.tw
E-mail：執事室 chinhc@mail2000.com.tw
週訊 hsinchuch@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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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神的命定，妻子對丈夫的服從該是絕對

會挑動兒女的肉體，而傷害他們。也不要說喪志

的、沒有任何選擇。在罪惡的事上，在得罪神、

的話，傷了兒女的志氣。有一個數學教授的父

得罪主的事上，妻子不該順從丈夫；然而，她們

親，對有數學問題來問他的兒女說，你怎麼這麼

仍該服從丈夫。如但以理的三個朋友，不順從巴

笨，連這麼簡單的題目都不會。下次兒女就不會

比倫王拜偶像的命令，卻仍服巴比倫王的權柄

來問你了。若動不動就罵兒女，笨蛋壞蛋，…，

（但三 13～23）。妻子服從丈夫是羞辱撒但，因

傷了兒女的志氣，他就笨給你看，壞給你看…收

牠不服從、背叛神的權柄。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像

到肉體敗壞的果子。另外，要把孩子帶到主面

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己。例如丈夫要開窗流通

前，活在召會中。

空氣，妻子要關窗以免因吵鬧聲而睡不著，丈夫

3、作奴僕的，要憑心中的單純，順從肉身的

就要因愛捨己而關窗。妻子請丈夫分享聚會的信

主人，如同順從基督一樣。乃要像基督的奴僕，

息內容，丈夫回來雖然累了，還得因愛捨己，分

用善意服事，好像對主，不像對人；作主人的，

享自己所摸著的。丈夫愛自己的妻子，如同愛自

也要同樣待奴僕，放棄威嚇，因知道主並不偏待

己的身體，用主的話給妻子有餵養、有保養；也

人：我們服事主，乃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後照神

要以柔愛、親切的照料、柔細的溫暖，使妻子裏

的心意去作。照樣，奴僕也要照肉身的主人的心

面得著安慰舒適的安息而顧惜她，正如基督愛召

意去作，以討主人喜歡。但動機要單純，不只在

會一樣。此外，我們也不可將自己的妻子或丈夫

眼前事奉，乃是用善意服事，好像對主，不像對

與別人的比較。

人，這樣我們就能榮耀神。若動機不單純，設法

2、兒女要在主裏順從父母、孝敬父母；作父
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養

討主人歡心，只在眼前作，那就像拍馬屁的人一
樣會失去見證。

育他們。要在主裏指：a、藉著與主成為一；b、

感謝主，我們有榮耀的呼召，我們的行事為

憑著主，不憑自己；c、照著主的話，不照自己

人，需要在事奉上，在生活上，與所蒙的呼召相

天然的觀念。這樣才能既順從又能彰顯神。孝敬

配。在事奉上：第一，要竭力保守那靈的一（實

是指帶著尊敬孝順，不要因自己學位比父母高，

際的一）。第二，要受成全，凡事長到元首基督

父母年紀大了，學識不高，就輕看他們。弗六 23

裏面。第三，本於祂，盡肢體功用，與弟兄姊妹

可用來堵住外邦人的口，說信主的人不孝順（死

聯絡、結合在一起，在愛中建造，而達到實行的

後沒人哭）
。因這節說『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

一。

（黃信雄弟兄）

在世長壽』
。作父親的，在怒氣的時候管教孩子，

舊約讀經心得

人信仰的七大問題

約伯記中記載的事蹟，一般認為可能發在亞伯

仰（或與神相關的）問題，十分值得提出來供讀

拉罕的年代，約在主前二千年前。因此，它是聖

者參考。我們也可自問是否真知道它們的答案？

經裏古老的故事，也可能是人類第一次有記錄地

下面將按思路的先後順序（不是按問題出現在經

談到人生、耶和華神及人與神的關係。由文中論

文中的次序）列出，並加入一個撒但幫人問神的

到神和衪的旨意等，也可以看出本卷書所記事蹟

問題，構成「人信仰的七大問題」（參考自「啟

發生於人對神的認知尚在初期啟蒙的階段。不

導本」聖經）：

過，在約伯無端受苦難的不平，和他三位朋友在

一、約伯問，人為何要生在世上？（伯十 18）

魂裏毫無啟示地指責他的冗長辯論中，引發人類

二、撒但問（神），人為何要敬畏神？（一 9）

最基本、古老，卻至今尚為許多人疑惑的六大信

三、約伯問，人在神面前能成為義的？（九 2）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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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瑣法問，人能查出神的深奧和極限麼？（十
一 7）

題雖是古今皆然，且早在幾千年前就己提出；然
而，神心中答案的神聖啟示，卻必須是漸進的，

五、以利法問，人能對神有益嗎？（二二 2）

且必須等基督耶穌來到，經釘死復活成賜生命的

六、以利法問，人的公義、完全能叫神喜悅或得

靈之後，才得完全啟示出來。換句話說，它們的

利？（二二 3）
七、約伯問（神），人若死了，能再活麼？（十
四 14）

解答全在「基督」裏。在約伯的時候，神聖啟示
的進展只達到亞伯拉罕時代的水平，就是罪人需
要神憑燔祭所流之血的救贖。
（一 5，四二 8）至

有趣的是，以上這七大問題從約伯記本身找不

於重生（約三 6，彼前一 23）
、更新（林後四 16，

著答案。不僅約伯和他的朋友們經過討論、辯論

弗四 23）
、變化（羅十二 2，林後三 18）
、模成（羅

未有確切的解答，就連神親自向約伯顯現、說

八 29）
、和得榮（羅八 23，30，腓三 21）等事的

話，似乎也沒給答案。難怪有些讀者不喜歡讀約

神聖真理，在神舊約的經綸裏，還沒有明確的啟

伯記，因為讀它只會生發疑問，卻得不到解答；

示給人。神無法向約伯和他的朋友講說這些事，

常令人讀得頭昏腦脹，卻得不著亮光、啟示，實

因為他們是在神聖啟示的原始階段。（參約三 7

在令人費解、苦惱。 下面試著交通三個理由，

～12，十六 12～13）這些事乃是直到使徒保羅的

或可解決我們的困惑，而對約伯記有另一層面的

時候，纔完整的啟示出來。關於約伯和他朋友所

看法。

不明白之事，保羅領受了完滿且明確的啟示。
（弗

首先，人的問題通常出自人的魂，尤其是心

三 3～6，9～11，西一 25～27）若沒有保羅的書

思。上述七大信仰相關的問題雖不容易得到滿意

信，就難以明白約伯記，因為關於神對付祂子民

的答覆，卻是古今中外尋求神和祂心意的人們共

的目的和其衍生的相關問題，約伯記的結語並沒

有的疑問。因此，它們不只與人的魂有關，恐怕

有給我們明確的觀點。然而，按新約的觀點就非

跟人的靈（人接觸神或靈界的器官）更有關係。
換句話說，答案在人的靈裏，不在魂裏。神故意
不給人外面字句、道理的答案，是為要引人進入
靈裏；愈是真心、誠意，並迫切尋求解答的人，
愈可能因此摸著靈，而得著非人的頭腦、思想或
語言所能領會及明瞭的答案。有經歷的信徒當會
「阿們」。
其次，問題雖有七個（完全的），且是屬人的
六個加上撒但代提的一個，而解答卻只有一個，
就是「神」自己或神的「所是」：遇見神，接觸
神，接受神，神說話了，一切就都得著解答了。
約伯就是最好的例子，神似乎並未解開他和他朋
友的疑惑；然而，他最終己豁然開朗，不再困惑、
下沈、埋怨了，因為他親眼看見神了。（四二 5）
這也算是神另類的答覆。
末了，也是綜合前述兩點的答案是，人類的問

常清楚，神對付祂聖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們倒
空一切，單單用靈接受神，作他們所贏得的。
（腓
三 8，參詩七三 25～26）神心頭的願望乃是要我
們完滿的得著祂作生命，作生命的供應，並作我
們全人的一切。
（錄自，
「恢復本」聖經，伯二 13
註 1 第二段）
簡單作個結論，約伯記中所提七大問題的答案
是完整啟示在新約聖經中，特別是使徒保羅的著
作最是詳盡明白；不過約伯記本身只提出疑問，
不重在給予解答，就如律法只為（基督）作見證，
不重在如何實際活出或實行。若我們讀完約伯記
而興起渴慕讀新約聖經和急切想到新約中，特別
到基督面前尋得人信仰問題的答案，約伯記的目
的就算達成了。不是嗎？舊約本是為新約。
（董傳義弟兄）

印度之行姊妹團蒙恩分享

利用漲潮牽罟，及時傳揚福音

在 Trivandrum 召會弟兄的引導下，我們到了
Kovalam-Beach，剛巧看見當地居民以地曳網捕
魚，俗稱「牽罟」
，是古老的漁業作業方式之一。
聽伍姊妹說：以前黃信雄弟兄也在南部海邊有過
「牽罟」的童年。其作業方法係以陸岸為據點，
將網子載到適當海域之後，留在岸邊的人分成兩
側，大家同心協力拉曳繩，像拔河的方式將罟網
拉回。接著我們就聽到他們有節拍的唱著曲趣輕

帶領。行傳一章十一節啟示，頭一批傳福音的人
就是加利利人。這些加利利的傳福音者是憑著天
上的風力航行的船。只有一位基督，卻有許多加
利利的傳福音者。只有一個福音，卻有許多船。
今天我們看見每一地方召會都是停船的海口，我
們就是在海口的船隻，豫備載著基督這福音啟
航。
藉著這次姊妹團出訪印度開展，我們看見每一

鬆、活潑的民謠，「逗陣來坐伙同心來打拼」和
「 利用漲潮 時同心協 力拉曳繩的 牽罟合作 精
神」，在「山海一色，海鳥飛，船隻過」的美麗
畫面中，雀躍之情隨著罟繩接近海岸而起伏。因
著行程上的安排我們要趕回去吃印度早餐及準
備後續的行程......我想運氣好的話，他們可以看
到網內不停蹦跳的魚兒。
我們知道猶大是產生福音的支派。福音產生之
後，就需要福音的傳揚。所以，西布倫來完成這

個地方召會都該是福音的站口，每個人的口也當
成為基督生命流露的出口，仰望神成為我們祝福
的源頭，而願意敞開自己成為聯於葡萄樹的枝子
住在主裏面，讓主也住在我們裏面，而活出對神
有用的生命，就是女人倚靠神的生命。求主祝福
印度福音的開展，使姊妹們個個看重自己在召會
生活中的角色與地位，盼望聽見神的話就去實行
的，個個在蒙頭服神權柄的遮蓋下蒙福並飽嚐生
命的珍饈，而享受召會生活的甜美與安息，使生

使命，卸下輸出福音的負擔。輸出福音的正確作
法，不是憑著驢靠自己的辛勞跋涉。輸出福音正
確的作法，乃是憑著靠天上的風加力的帆船。當
我看到印度漁民「利用漲潮時」同心協力拉曳繩
的牽罟合作精神時，想到今天我們傳揚福音也必
須是倚靠神的力量，在同心合意的靈裏仰望神的

養教建的繁殖擴增之福在印度當地顯出神的榮
耀。但願這次印度的行程是在使徒行傳的繼續
裏，是為著福音的開展與傳揚，盼望在飽嚐生命
珍饈的同時，我們也能歡喜帶著詩歌回家去唱。
(竹東 楊鄧惠華姊妹)

印度之行姊妹團蒙恩分享

在基督身體裏彼此牧養

之前去過印度相調，但這一次才真正跟印度

情深親密的呼求主名五分鐘，她們都很有摸

當地聖徒有更密切的交通；何況我們這一組姊
妹團身負重任，每天戰陣密集，短兵相接，在
在都叫我們儆醒。任何所說所作，都必須在靈
裏、在身體裏作，因為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
建造基督的身體。
印度姊妹的宗教(公會和天主教)背景濃厚，
對主的話很絕對，學習真理很竭力；但絕大多
數在主恢復裏還是幼嫩的嬰孩。我們去，主要
還不是傳講信息，乃是幫助她們操練靈、過神

著。還有在一處聚會結束前，要她們來自同一
召會的姊妹出來宣告：我要有晨興禱告的生
活、要有同伴，並且願意家打開服事兒童，她
們也都一地一地起來宣告。
以弗所書二章 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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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
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
印度得人很快，但牧養的需要是更大的；在

人生活和建立活力伴，使他們能在召會裏盡姊
妹的功用。比如有一場聚會，我們就當場要求
每一位姊妹站起來，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對主

台灣享受過召會生活好處的，都應該去看看，
在身體裏彼此牧養。 （大湖 邱邱初瑾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