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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不懈怠 相調心開懷 活力無阻礙 增區新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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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培育屬靈的後代期
對兒童的養育、培育、教育如同三足鼎立，不
可偏廢。為增進眾聖徒對兒童服事之認識與關
心，茲就此三方面目前實行之重點與往前方向交
通如下：
家中的養育
孩子是主託付給父母養育的，養育不僅包括孩
子為人生活需要的一切，更包括他神人生活所需
要的一切。因為我們的孩子不只是一般的孩子，
他乃是神家中的兒女。甚至他不只是我們的孩
子，他還是神的兒女，我們乃是受託來養育他們。
孩子並非生來就認識主、就能敬畏主或自己禱
告，這些都需要父母早早的來養育、教導他們。
對主的認識、經歷、享受，需要藉著父母來教導，
這是主給父母的託付；獻祭的事，父母要告訴孩
子；過節的事，父母要告訴孩子；關於神的愛，
父母要告訴孩子；聖經記載的事，父母要教導孩
子，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親在這一點上是我們的
榜樣。提摩太從小明白聖經，青年時期成為保羅
的同工，神的話在他受養育的過程是極重要的因
素。
兒童家中讀背經及定期展覽已推行多年，在許
多聖徒家中，朗誦主話已成為親子共同的時光。
主的話不僅潔淨供應兒童，也成為他們的智慧。
兒童教育專 家發現 全 球猶太人約 一千六百 萬
人，只佔全世界人口數量 0.3％。然而猶太人中
卻產生很多的天才，像愛因斯坦、佛洛伊德、孟
德爾…。諾貝爾獎設立以來，32％的得獎人是猶
太人，可說是由猶太人鰲頭獨佔。為什麼猶太人
有這麼多天才呢？因為猶太人的幼兒教育進行
的非常好。猶太小孩學齡前就開始背聖經，七歲
前必須背誦摩西五經，他們配合著旋律，反覆的
朗誦幾百遍。到了七歲則學習舊約聖經剩下的部

份。一旦腦部這種大容量的記憶系統完成之後，
接下來就很容易吸收各式各樣的知識。
兒童排的培育
兒童排是孩子的身體生活，也是孩子操練盡生
機功用，培養對人負擔最佳的場地。
兒童是一個大的福音，兒童帶兒童是容易的，
而且愈早聽見福音，兒童受的影響愈加長久。因
為兒童就像一張白紙，屬靈的豐富容易作到他們
裏面。不像四十歲得救的，他已往四十年中的一
切都要拆毀，拆毀得徹底，前面的路才能走得正
直。
兒童排是都市社區福音開門的路，也是鄉鎮傳
福音的路。少子化的社會，人們愈來愈看重兒女
的教育和同伴，得著兒女，就有路得著他們的父
母。如果我們服事的兒童大有長進，未信的父母
會跟從他們的孩子；兒童會帶進他們的兄弟姊
妹、同學和鄰居的兒童。
時下從品格教育切入是兒童排對社區家長最
佳的訴求，不僅台灣教育界積極推動品格教育，
近十年來也已成為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教育上
的重點。美國目前有超過三十個州正大力推動品
格教育，澳洲政府要求學校將公民教育放在與英
文、數學同等重要的地位。
無論是教材或實行的果效，召會在品格(性格)
教育上極具優勢。五月一日兒童排展覽(歡樂成長
園)即將是以性格為主題之生活園後續操練之成
果驗收，及兒童排的擴大招生，願弟兄姊妹抓住
此一得人的契機，大量邀約福音朋友，並且同作
一個夢：新竹市一百個家打開作兒童排，每排十
位小朋友，主日聚會有多少大人，兒童也有多少。
主日成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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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兒童主日成全，係藉由集中屬靈教導，成全兒
童個個申言作見證，從小養成主日分別的習慣，
以順利銜接上青少年召會生活。目前服事多為各
小區之聖徒輪流配搭，以致有對兒童之持續照顧
不足及課程負擔執行不徹底之缺失，解決之路將
朝向有固定的服事者，主日聚會第一段與會所區

全台初信成全第六梯次報導

同聚，顧到服事者主日之享受，申言聚會開始
時，兒童服事者與兒童率先申言，再回到分班教
室進行主日成全。求主興起並釋放合適的服事
者，也願相關之會所區聖徒給予所需之扶持與配
搭，與主同工培養屬靈的後代。 (兒童服事組)

拆毀重構，脫舊更新

全台初信成全聚會第六梯次於三月十四至十
五日在中部相調中心舉行，約有七百六十人參
加。
弟兄們在聚會一開始強調，初信者很難在召會
生活中長存最大的原因，就是用舊觀念過基督徒
生活，所以遇到瓶頸時，不能有所突破，便離開
召會生活。因此，這次聚會的負擔是『拆毀』和
『重構』
，使初信者能脫去『舊人』
，穿上『新人』
。
第一學程第一篇主題為『神奇的平常事』，講
到呼求主名。在會前，弟兄們特別強調要改變靜
默或小聲呼喊主名的習慣。呼求主名，就是被那
是靈的基督所充滿。這不是神奇的事，乃是天天
時時可經歷的平常事。
弟兄們也強調，禱告不是控告和報告，也不是
求討，事情能如我們所願的發生；乃是『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神』後，『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
安』臨到我們。

日本開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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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弟兄們說到『操練』這件事。雖然呼求
主名、禱讀主話、認罪的主題都講過了，初信者
也知道了，但實際上不太會操練。因此，這次在
幾堂聚會之後，就有半小時到一小時的分組操
練，讓初信者呼求主名、禱讀主話，甚至認罪，
有立即並扎實的操練。
在這兩天的聚會中，照顧者有幾個時段可與服
事弟兄們交通。弟兄們題醒照顧者陪伴初信者時
該注意的要點，並希望他們全程陪伴，好讓初信
者能得到最合適的照顧，沒有不操練、發呆或缺
課的情形發生。問答時間則由兩位弟兄配搭服
事，讓初信者的疑難雜症得到適時的解答。
這次會場坐得滿滿的，眾聖徒都喜樂的赴會。
第七梯次將在五月舉行，弟兄們鼓勵聖徒多多陪
伴初信者赴會，讓主得著更多常存的果子。
（轉載台北市召會週訊）

冬去春來，復興臨近

不知不覺，我們來到日本開展就滿一個月了。
日本的四月，正是櫻花盛開的時候，我們相信主
的工作也是這樣，祂要在這些日子復興祂的工
作。我們都能見證，日本眾聖徒為這次行動竭盡
全力，傾倒所有的；就連不到二十人的召會，弟
兄們也租了房子，提供來自台灣的聖徒傳福音使
用。
在日本各地，我們所面臨的狀況不盡相同。以
台灣全時間學員來說，在較有規模的召會裏，他
們學習在交通中藉著身體的力量，與聖徒們一同
配搭；在相對人數較少的召會裏，他們學習在交
通中，將自己所經歷的、所被成全的，擺在弟兄
們中間，盼望這些實行能帶進主的祝福。
日本眾召會服事人位的需要量很大。除了幾個
主要的城市外，許多地方尚未建立事奉交通，許

多校園無人配搭服事，許多新人等待牧養，召會
中有太多事務需要服事。當地兩位全時間姊妹問
我們，從前她們服事青少年，現在開始配搭大學
校園工作，不知怎麼辦時，我們能作的也只有禱
告，求主在這裏興起更多牧人。
來日本以前，我們常聽說在此地不容易傳福
音，除了仰望主的祝福外，必須找出一條路來。
感謝主，自從去年的禧年節期開始，日本眾召會
的氣氛改變了。弟兄們同心合意的宣告，要得著
一千位青年，達到一百四十四處召會。我們相信
眾聖徒為著日本的禱告和祈求，正在改變這裏的
情形。我們也相信聖靈的水流已經流到這裏，我
們都願意投入這一道水流中，繼續與主同行動。
（董育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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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人的傳福音

召會生活要有新的開始，就需要推動小排。我
們推動小排的目的，首先是要帶進新人，其次是
要挽回久不聚會者，再來則是要托住常聚會的弟
兄姊妹。
小排的目的首重帶進新人
我們所說的帶進新人，在聖經裏的說法，就是
傳福音、領人歸主。推動小排第一件要作的事，
就是推動弟兄姊妹帶進新人。我們初到臺灣時，
在傳揚福音、推動福音上，作得相當成功。臺北
召會的弟兄姊妹，幾乎全體動員，人人都把自己
居住的那條街巷，挨家挨戶的發過福音單張。結
果全臺北市家家戶戶，都在那一週內，收到福音
單張。
勉強人接受福音
路加十四章二十三節，主耶穌要我們出去帶
人，甚至到一個地步，要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
強人”。“勉強人”希臘原文的意思是“強逼
人”；在此，主不只用明言講說，還加上比方。
主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強人進
來，坐滿我的屋子。”我們的負擔，就是要教大
家如何出去“強逼人”…傳福音的訣竅在於熱
心，在於發瘋。一個人一發起瘋，就顧不得自己。
每個得著救恩的人，都要去“作生意”
路加福音…強調，人人都得著同樣的救恩。保
羅所得的是這一錠銀子，我們所得的也是這一錠
銀子；我們要用這一錠銀子去作生意。主吩咐我
們要去生產；我們一旦得救了，就需要用這一錠
銀子去賺十錠。我們一得救，就得去救十個人，
最少也得救五個人。
在路加十九章，主不是要我們用一錠賺一錠…
乃是用一錠最少賺五錠。（16，18。）當我們去
賺回十錠以後，主會說，“好，良善的奴僕，你
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可以有權柄管十座
城。”（17。）…我們現在都已經有一錠銀子在
手中，將來是否可以管十座城，完全不是聽天由
命，而是在於我們必須去作生意。
那個將一錠銀子包在手巾裏存著的人，對主
說，“主阿，看哪，你的一錠銀子，我把它包在
手巾裏存著。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

沒有存放的要提取，沒有播種的要收割。”（20
～21。）這僕人代表許多不傳福音的基督徒。他
們並非不愛主，只是他們更怕主；因此小心翼翼
的保守主的救恩，將主的救恩包在手巾裏，深怕
把救恩弄丟，遭受處罰。…我們是愛主呢，還是
怕主？如果我們真的愛主，就當趁著現今，使用
我們的一錠銀子，出去賺回十錠。如果每位弟兄
姊妹都帶十個人得救，這十個人又各帶另外十個
人，那就是一百個人了。這一百個又各帶十個
人，就有一千個人得救。…這件事作得到作不
到，完全在乎我們肯不肯去作。
要在勉強人的事上下功夫
若是你的近親還有人未得救，就說出你還沒有
下功夫勉強人。千萬不要替他們找理由說，“那
個人不信主，因為他太迷信了…因為他太剛硬
了。”你應該反過來勉強他，有時候哭給他看，
有時候求他，有時候到他家去談個不休。沒有一
個人禁得住人纏的，只要你去纏，就會把人纏得
救。臺灣的福音一定會進入這個實際，我們不能
只請人來聽福音，這個不夠，乃要去勉強人。
家家傳福音與傳各界福音
就著實行說，我們中間的福音，第一，應該從
家庭開始，要家家傳福音。以現階段而言，我們
有小排，幾個家在一起小排聚會時，可以帶不信
的人來。我們把福音朋友、親友都帶到小排中；
每次小排聚會都能傳福音。等過了一段時間之
後，小排作強了，再來開闢一家一家傳福音。
第二，我們必須推動各界福音。…推動各階層的
弟兄姊妹，傳各階層的福音。譬如推動作醫生、
作律師、作國大代表、作護士、在警界的弟兄姊
妹，起來傳福音。我們要推動各界福音，秘訣在
於推動的人先要發燒、發瘋，並且出去勉強人。…
我們自己若 是發燒了 ，就能把每 個人都燒 起
來。…我們就是作這一行的；人人都需要為福音
發燒、發瘋。我們既然都作了基督徒，就無法辭
職，就都得出去勉強人接受福音；這是…主所託
付我們的。
（摘自「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 5－召
會分項事奉的建立」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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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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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完成學生中心右側及
後側外牆水泥打底，本週預計進行左側外牆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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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止新竹市召會
奉獻款累計為 1,21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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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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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李佩珊、趙慧、鄭以欣、陳詠晴、周子揚。
三、兒童代禱事項：請為 5/1 兒童排展覽特會之家長
及小朋友邀約福音朋友參加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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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4/25、5/2、5/9、5/16、5/23、5/30、
6/6 主日 16:00～17:45 於仁愛會所舉辦，歡迎初信
者、照顧者及願受成全者踴躍參加。
二、中和年長聖徒來訪：4/29(四)上午中和年長聖徒
約四十位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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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大專聖徒來訪：5/1(六)～5/2(主日)台南大專
聖徒約四十位來訪。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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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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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04 月 12 日 至 2010 年 0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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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日)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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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兒童廣邀福音朋友及兒童與會，受邀之小朋友
及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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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5/4(二)19:30 於仁愛會
所，劉晨曦弟兄將交通網路福音祭司負擔。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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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206 區余光德弟兄安息聚會：5/1(六)13:30 於仁愛
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十、鍾宗穎弟兄與劉育君姊妹結婚見證聚會：謹訂
5/2(主日)15:00 於科園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
扶持。

會

生

活

4/26(一)

4/27(二)

4/28(三)

5/03(一)

禱告事奉聚會
5/04(二)

排聚集
5/05(三)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2
青少年專題交通
於新光會所
各大組讀經追求
5/02(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2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擴大負責弟 全召會集中禱告事
兄交通聚會
奉聚會
排聚集

雙

週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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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5/07(五)

排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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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六)
大組核心交通
竹苗區區負責成
全訓練2

主後 2010.04.25 第二六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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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裏』完全赦免你的弟兄
九期

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彼得聽到主對如何挽回
犯罪弟兄的教導後，問了一個我們在召會生活中
經常遇到的問題：『我的弟兄得罪我，我當赦免
他幾次？』
（十八 21。）主回答他「七十個七次」
，

的平安！這是第一個「欠」 (我們對主)和第一個
「免」(主對我們)。
二十八節說：『但那奴僕出來，遇見一個和他
同作奴僕的，欠他一百銀幣。』這是這段經文中

意思是不記其數地赦免人。(十八 22。)接著主用
了一個淺顯卻又嚴肅的比喻，來提醒我們該如何
實行國度的生活。這段記載在十八章二十三至三
十五節的話可分為三段：二十三到三十一節描述
今世發生的事；三十二至三十四節發生在來世主
審判台前；三十五節則是這比喻的結語。
兩個「欠」和一個「免」
二十三節說：『諸天的國好比一個作君王的
人，要和他的奴僕算賬。』作君王的人是指基督，

的第二個「欠」(弟兄姊妹對我們)。一萬他連得
與一百銀幣相比是一百七十萬比一，別人對我們
的虧欠相比於我們欠主的，實在是微不足道。但
我們在召會生活中，常像那得了主人赦免之恩的
奴僕，對聖徒向我們的虧欠和央求卻：一、態度
惡劣，咄咄逼人(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嚨)；二、
毫無憐恤、不肯寬容；三、忘記恩免，只按公義
(把人下在監裏)。至終，這樣的情形迫使別的弟
兄姊妹憂愁，將這事藉著禱告帶到主面前(31。)

他的奴僕是指我們這些從仇敵的手中被救出來
一生為著事奉主的信徒。（路一 74〜75。）而這
裏的 「算賬」
，並非指在主來時來基督審判臺前
受審（林前三 10～15，），因為算帳之後奴僕仍
掐住弟兄的喉嚨，把他下監，這不可能發生在千
年國中。故這是指在今世，主使用一些環境（如
重大事故或疾病）所帶來嚴厲的管教（參來十二
10，）藉此使我們轉向祂，在光中看見平時對祂
的諸多虧欠，就如同這欠一萬他連得銀子的人一

主再來時於審判台前受審
主在祂再來的審判台前問說：『因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一切所欠的都免了；你豈不應當憐憫和
你同作奴僕的，像我憐憫你麼？』(32 下〜33。) 主
不要求奴僕還債，但卻要求他向主人一樣憐憫同
作奴僕的弟兄，正如雅各書二章十三節所說：
『因
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
是向審判誇勝。』接著『主人…把他交給掌刑的，
直到他還清了一切所欠的債。』（太十八 34。）

樣。
當這僕人來到主人面前，俯伏敬拜並懇求說：
『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主人就「動了慈
心，把他釋放，並且免了他的債。」事實上主人
知道奴僕說「都要還清」，是絕無可能性的。一
他連得值當時的六千個銀幣，而一個銀幣是當時
一天的工資。所以，一他連得幾乎等於十六年半
的工資。我們就如這奴僕欠了主巨債，是無可償
還的。但每當我們願悔改（俯伏）、態度謙卑

交給掌刑的，就是叫這僕人在千年國時受懲罰，
受苦直到把債還清，就是直到肯完全赦免弟兄。
從心裏赦免你的弟兄
十八章三十五節說：『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赦
免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主的
要求我們不是僅在口裏，乃是從心裏赦免弟兄，
不是像埋死狗，還留下尾巴，露在外面，乃是完
全忘記、一筆勾消，正如主赦免我們一樣。當我
們虧欠別人，需要去認罪，而當別人虧欠我們

（拜）
、向主求赦（求寬容）並許願奉獻（還清）
時，主總是在愛裏同情我們，不只寬容，更將一
切所欠的全都免去！使我們得釋放，與祂有完全

時，就需要學習從心裏完全地赦免（完全忘記）。
彼得因著學了認罪和完全赦免的功課，在行傳一
章他對付了與弟兄們間的嫌繫，而能藉同心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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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禱告，帶下行傳二章了五旬節聖靈的充溢。在

大怒（34，）被主稱為「惡僕」(32，)並在千年

彼得後書中他更能勝過被得罪的感覺，向聖徒推
薦、珍賞曾經當眾指責他的保羅。(彼後三 15〜
16。)這容易被得罪的彼得，就是我們的代表，說
出只要我們 願意與神 生機救恩變 化的工作 配
合，必能將我們從泥土變化成為適合建造的石
頭。
我們若像那奴僕「不肯赦免」，就將惹來主的

國度裏受到神的管教。這是何等的嚴肅！也許我
們看這是小事，但主卻看這是大事！願我們恐懼
戰兢地作成自己的救恩，在今世就起來對付這些
攔阻我們過國度生活的難處，從心裏完全赦免我
們的弟兄，正如我們這欠主重債的奴僕，也蒙了
主的憐憫而經歷祂無限的赦免一般，好使我們能
在國度的實現有分主的賞賜。 （陶建霖弟兄）

舊約讀經心得

約伯與他朋友對話中的魂與靈

約伯記的故事發生在舊約時代早期，約與亞伯

中了撒但的詭計。接下來冗長的三十五章辯論與

拉罕同時代，可能亞伯拉尚未蒙召，至少他信心

對話，明白顯示魂的主導，和靈的錯用。下面僅

的事蹟尚未為人知悉，以色列人尚未形成，十

舉數例，點出一些明顯的特點和錯用。

誡、律法、節期也尚未頒布或訂定。因此這些舊

首先，約伯和他朋友們的對話、爭辯中，約伯

約中的基石在約伯記時都未具備、也未提及。或

先提及魂，他說：「祂為何賜光給受患難的人，

許我們可以說，約伯記是一本著於屬靈真理的初

賜生命給魂中愁苦的人呢？他們切望死，卻不得

始階段，也是神聖經綸啟示的原始時代。據此推

死；求死勝於求隱藏的珍寶；他們尋見墳墓就快

論，約伯記中的約伯和他的朋友們，應是當時對

樂，極其歡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隱，神又把他四

神認識初淺，卻敬畏神的上等、高品、敬虔人士

面圍困，為何賜光和生命給他呢？」（伯三 20～

的代表；而他們間的對話，相當程度透露出當時

23）這段話顯示約伯對魂有相當認識，暗示人在

人們對自己的魂與靈的認知與應用。而這些認知

魂裏，有如下特點：苦難、愁苦；對神和衪的作

與應用，應該相當接近我們今天對魂與靈在舊

為，滿了不解、疑問；魂傾向死亡，自殺；對魂

造、天然裏的認識與應用。仔細讀約伯記三至三

而言，人的道路是遮隱的。真是一針見血，頗有

十七章，在這長達三十五章中對魂與靈細膩且生

見地。末了到二十六節，也提到他在魂裏的光景

動的描述，必定能引起我們的共鳴，作為我們的

（文中雖未直接講到魂，不可否認，這些光景都

參考和提醒。

是魂裏的故事）：不得安逸，不得平靜，也不得

撒但對約伯施展兩次殘酷無情的打擊，試驗失
敗後隱藏了，但顯然並未放棄對約伯的試煉，不

安息；卻有攪擾來到。我們這些習慣在魂裏的
人，大概都感同身受。

過隱身在約伯朋友們的背後。而朋友們的溫情安

第四章以利法回答約伯，仍是用魂譴責、指教

慰反倒把原本剛強得勝的約伯引進他的魂裏，由

他。當然不能說服他，反倒惹起更多爭辯，魂引

三章起，他自怨自艾，開始咒詛自己的生日。這

發魂，果然不錯。以利法話中曾兩度提及「靈」

話匣子一開，就不可收拾，落入魂的泥淖中，不

（無論奈夏瑪或路阿克都算在內，下同），在九

克自拔，正好中了撒但的圈套。難怪詩篇六十二

和十五節，明顯對靈誤解、錯用和負面印象。不

篇一和五節，大衛都說：「我的魂默默無聲，專

過到第五章，有幾節他有正確的見解。如八、九

等候神。」這真是有經歷的話，對付魂，避免魂

節和十七、十八節，不過真理雖正確，不在靈裏、

失控的第一步就是要魂默默無聲，無論何事、何

不運用靈，仍是枉然。

怨…都等神來表白、神來說話。可惜，約伯雖完

第六、七兩章，約伯表白。他先在六章四節提

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卻未學魂的功課，

到靈，只是仍屬負面；而七節論到魂，卻是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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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見約伯善於用魂，拙於用靈。證明他是「好

答約伯時說：「我的靈憑我的悟性叫我回答。」

人」
，卻不是「屬靈人」
。倒是十節透露，約伯對

這是十分正確的次序：人的「靈」要憑藉「魂」

神言語的重視，並未違棄或遮蔽，使他仍有安

的悟性帶動「體」的口回答。

慰，在不留情的痛苦中，還可踊躍（或作歡躍）。

進到二十三章，約伯許願：「惟願我知道在那

可見在大難處、大試煉中，神話語的寶貝，可以

裏可以尋見神，使我可以到祂的座前！」
（二三 3）

安慰我們，供應我們活力。七章七節、十一節，

答案十分明顯，在他的靈裏。或許要到本卷書末

約伯又再度兩次提到靈，不過仍是錯用和負面應

了，約伯才明白。
（詳見”約伯記中靈的奧秘”）

用；而十一節也說：「我魂苦惱」，卻是實情。

不過十二節確是寶貝，也許是約伯蒙恩的秘訣：

在九、十兩章，約伯回答比勒達的話中，倒有

「我珍藏祂口中的言語（亦可譯作，將衪口中的

幾處透露他不懂用靈或不知道靈的功用，而對魂

言語，珍藏在我懷中）
，過於派定給我的飲食。」

的感覺卻十分熟悉、清楚。如九章十一節，說到

二十六至三十一章是約伯對他三位朋友最終的

神從他旁邊經過，他沒看見；從他面前走過，他

講論，足足有一百六十一節之長，但仍是魂的申

也未察覺。這話誠實暴露，他不認識自己的靈，

訴，其間透露他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

更不會用靈感知神，並與神交通。然而他對魂的

背後所隱藏的野心（如二九 11～25）、驕傲（如

經歷和瞭解卻有進展，如九章二十一節說：「我

二九 6～10）、自義（如三一 4～22）和不模成基

本完全；我不顧自己；我厭棄我的性命。」自己

督的死（如三十 16，三一 35）
。而魂裏表白的結

原文直譯我的魂。約伯曉得自己完全，是因不顧

果就是「自義」
，約伯也難逃這結局。
（三二 1，2）

魂，但其結果，沒有得生命，反倒厭棄自己的性

然而，經過冗長的辯論，這幾位參與者雖未能從

命。十章一節也相仿，點出魂的兩面：厭煩自己

魂轉向靈，但卻藉暴露他們對魂的看法與感覺，

的性命，和苦惱而要說話。不過到十二、十三節，

漸漸對靈有更進一步，也較正確的認識，特別是

約伯終於對神心意和靈的重要有新的領悟：「你

後來加入的以利戶。他一開口便說：「在人裏面

將生命和慈愛賜給我，你的眷顧也保守我的靈。

有靈（路阿克），全能者的氣（奈夏瑪）使人有

然而你待我的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裏；我知道

聰明。」（三二 8）又說：「我滿了話，我裏面的

這是你的意思。」阿利路亞！

靈（路阿克）催逼我。」（18）正式答覆約伯的

十一章瑣法的話中說出他渴望神說話，啟示衪

第一句話就說：「神的靈（路阿克）造了我，全

的智慧與奧秘。
（伯十一 5，6）只是，若不認識、

能者的氣（奈夏瑪）使我得生。」
（三三 4）這三

不會用靈，這些都是緣木求魚。十二章十節顯示

句都正確提到靈和氣。以利戶又在後面提到，人

約伯對魂（譯作生命）和靈都有進步且正確的認

的生存和價值全在於神的靈和全能者的氣，不然

識。十三章三節約伯說，
「但我要對全能者說話，

人就氣絕，仍歸塵土。（三四 14，15）是既正確

我願與神理論。」可惜他不會用靈，雖願意卻作

又合乎神經綸的發表，不愧他的名叫「以利戶」，

不到。所以後來神親自向他顯現，就要他「如勇

原文的意思–衪是神，或衪是我的神。只可惜，

士束腰；我問你，你可以指示我。」
（卅八 3，四

在他全篇長達一百六十節（三二 6～三七 24）的

十 7）就是鼓勵約伯勇敢地用靈和神對話。到十

答話中，後續未在靈的應用和經歷上繼續有所發

九章約伯更往前地認識神是他的救贖主並且活

揮，反倒也落入魂的辯論，回到善惡知識樹的路

著原文意生命，而他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十

線上。不過直到最末了，神也不曾責備他。

九 25，26）約伯此時至少瞭解到藉肉體無法見

約伯記這段辯論式長篇的記載，並非毫無目

神，而且肉體死亡並非人的結局。二十章瑣法回

的，反倒清楚顯示，在對神的經歷及人生的意義

上，魂的害事與靈的重要。而約伯受試煉、受苦

（大能者）取代，暗示約伯和他的朋友們對神所

難的經歷，無非要剝奪他的一切，由外在的財

是的「無知」，正如耶和華責備他們時說的（三

物、兒女到身體的健康，再到他裏面魂的看法和

八 2）
。其間「耶和華」只出現一次，在十二章九

自義。前面兩點只用兩章，而魂的剝奪卻用了三

節，約伯的答話中提到過，但他還是論到神的所

十五章，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一目瞭然。當然

作，不是所是。不過即使如此，當神怒責約伯的

神剝奪約伯，是要以自己為代替分賜給他，不只

三個朋友時，仍為約伯作證說：「你們議論我，

是神的所有、所能和所作，更要把所是分賜給

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
（四二 7）因為不認

他。這是約伯很難領會、明白的。因此在這三十

識「靈」，就沒有「是」的實際。我們都應從約

五章中，原本前兩章和後五章（卅八～四二）中

伯記學一功課，記取教訓，快快從魂轉向靈，操

常見的神名–耶和華（我是）突然消失，都以神

練靈、運用靈並棄絕魂。

（董傳義弟兄）

印度之行姊妹團蒙恩分享

一個激勵人的見證-印度瑞斐娜小姊妹
瑞斐娜今年八歲，長得眉目清秀，有一雙大大

把聚會的資料、綱要拿來讀。聖經上說：「吃我

會說話的眼睛；因著有病，身材比同年齡的孩子

的人也要因我活著。」瑞斐娜的母親說，因著吃

瘦小。在印南 Tirunelvali 的姊妹集調，她也跟著

喝主，孩子被加強了，她自己也被加強了！

媽媽來參加。在最後一堂分享時，她不畏有上百

有的朋友鄰舍說，妳去聚會，妳的孩子為何沒

位大人在場，自己走到前面，手持麥克風，分享

得醫治？對一個蒙恩才兩年的母親，我很被她的

她的見證；因身體瘦弱，她說話時有一點上氣不

回答所感動！以下是媽媽自己的話：「孩子得不

接下氣，但仍奮力清楚吐詞，娓娓述說，令我印

得醫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已進入召會生

象深刻，所有在場的人也無不動容。

活，在召會裏有真理、有生命，在這裏我們可認

據瑞斐娜的母親說，她女兒在四歲時，因患感

識神的心意，我們可接受祂作生命的管制，時時

冒，肺部受到感染而產生萎縮，心臟先天也不

轉向祂、支取祂，而活在神的旨意裏，這是最寶

好，加上其他器官的毛病及嚴重的脊椎側彎，醫

貴的！」在短短的兩年裏，她的生命和對主的認

生對她的健康都不看好。

識竟然有這麼大的長進，由此可見，主恢復的真

兩年前福音傳到這城，有姊妹帶著瑞斐娜呼求

理和召會生活對認真追求的人影響是何等大！

主名，五歲的瑞斐娜身體常有疼痛和不適，但她

在當地 Kanniyakumarl 的召會成立才兩年，聖徒

單純接受並不斷呼求主名，她深深經歷主是她的

都是新蒙恩的，或是因渴慕真理，新近才回到主

依靠、幫助和享受。因著她呼求主及對主的享

恢復的；因著他們單純跟隨、認真操練，「清心

受，感動了她的父母也來信主、投靠主；阿姨們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基督和召會

也來信主了，外公、外婆也接受主了！

的高峰真理，深深地吸引他們，也著實地被他們

瑞斐娜的母親見證，瑞斐娜病了三年，醫生都
放棄她了；但主加強她，她依然活著。每早晨起

享受到，並成了他們的實際。願神祝福瑞斐娜，
祝福她的家，也大大祝福祂的召會！

來，她就和媽媽晨興，她也鼓勵媽媽去參加讀
經、禱告、唱詩的聚會；當媽媽聚會回來，她就

（黃伍稚英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