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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興起傳福音，速搶救靈魂
轉眼間 2010 年就過了四個月，這一年只剩下
三分之二的日子。但是，我們在福音行動上的感
覺卻顯得有些遲緩、彀不上。主耶穌在祂開始盡
職時，乃是走遍各城各鄉，傳揚國度的福音。因
為祂看見群眾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
於是對門徒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要祈
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馬太福
音九 35～38）
要看見
我們常認為今天的世代是多元的，許多以往不
能見容於大眾的觀念、見解，現在可能被認為是
可探討，甚或能兼容並蓄的。所以，你我若堅持
只有一位神，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就很可能引起
爭執或衝突。現今的世代也是忙碌的，忙到晨昏
顛倒，忙得顧不到父母，顧不到配偶，顧不到兒
女…。這些情勢或多或少也影響、衝擊聖徒們的
觀念與生活，使我們覺得福音越來越難傳，或自
顧都不暇哪還能顧他人？然而，經上說：挪亞的
日子怎樣，人子來臨也要怎樣。（馬太福音廿四
37）這多少說出，我們今天傳福音所遭遇的難
處，相較於挪亞的日子是差不多的，我們若同意
現今離主來的日子，比起已過的世代更加緊近，
那麼，我們就需要和主耶穌一樣，有一種看見，
就是－群眾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我
們就不會塞住憐憫心，也不會看重金銀，就能鬆
開手傳福音，搶救靈魂。
要走遍
你我不當忘記，神之所以將我們如同以色列人
般從埃及所表徵的世界中救出來，只有一個目
的，乃是要我們－事奉又真又活的神。因此，你
我應當轉眼不看虛假，從捆綁我們的環境裏蒙拯
救，跟隨主耶穌的腳蹤行。與保羅一樣，無論對

親友還是對鄰舍，無論對上司還是對部屬，覺得
我都是欠債的。（羅馬書一 14）而每週分別出時
間來，在生活中－走遍親友鄰舍；在職場上－走
遍上司、同事、部屬；在學校裏－走遍師長同
學…。
要禱告
「莊稼固多，工人卻少；」這是自主耶穌盡職
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感覺總是跟不
上主的感覺。今天在召會中，我們需要興起禱告
的人，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
求主使我們都起來，作個禱告的人，你我都能見
證，在經歷中，當我們越禱告，主就會將祂的心
意更多啟示在我們裏面，使我們受祂的催趕，與
祂配合收割祂的莊稼。
要迫切
在馬可福音第二章記載：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
就耶穌，是由四個人抬來的。因為人多，不能帶
到祂跟前，就把耶穌所在的地方，拆了屋頂，既
拆通了，就把癱子所躺臥的褥子縋下去。耶穌見
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的罪赦了。
這個故事給我們看見，癱子的罪得赦免、病得醫
治，是因著抬癱子之人的迫切與信心。直到今
天，我們還有許多聖徒家中的親人（父母、配偶、
兄弟姊妹、兒女…）尚未得救，我們對他們靈魂
的得救該有一種迫切，進而與弟兄姊妹或家中已
得救的親人，排除一切外在的限制，將未信的家
人一同抬來，並抓住神的話做把握：「當信靠主
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十六
31）主定要因著我們的迫切與信心，赦免並醫治
我們的親人。
雖然，上半年四月至六月傳排福音、大組福音
是召會的定規。但是，我們若是認識－人子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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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七個金燈臺中間的。我們就要乘上聖靈的浪
潮，藉著禱告將這負擔轉成你我的負擔，因為我
們都欠了福音的債，我們除了要積極主動抓住生
活、工作上的機會傳福音，並應每週分別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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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排裏的弟兄姊姊一同配搭，走到親友鄰舍家
中，一起去將癱子抬到福音聚會中，主耶穌因著
我們的迫切與信心，必要赦免並醫治他們。
( 丁聖民弟兄 )

傳福音是極大的權利和快樂

盼望我們都能看見，傳福音是我們極大的權
利，也是極大的快樂。一個罪人得救，天使在天
上就歡騰、讚美、歌唱。路加福音兩次題到天使
在空中歌唱，一次是在路加第二章，當主耶穌降
生時，有一大隊天兵，同著天使讚美神說，“在
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臨及他所喜悅
的人。”（14。）另一次是在十五章，當一個罪
人悔改時，天使便歡騰歌唱。
（參 7，10。）基督
教認為，十二月二十五日報佳音時，天使才歡
唱；但路加福音卻告訴我們，每當一個罪人得
救，都是救主的再降生。請想想看，我們得救那
一天，是不是主耶穌降生到我們裏面？所以，天
使歡唱、讚美。
今天若是我們都“罷工”，不傳福音，天使就
失業了。天使會說，“我們想要唱，但沒得唱。”
許多時候我們疲倦了，我們看見許多人得救，好
像看夠了，看慣了，所以似乎不感興趣，也提不
起勁。於是 ，許多聖 徒 在傳福音 的事上“ 請
假”，甚至“冬眠”了。然而，現在我們必須受
題醒，我們在這件事上停頓、“請假”已經夠
久，我們不能再冬眠了。現在應該是驚蟄的時
候，但願大家都從冬眠的狀態裏清醒過來。我們
無論老幼都應當起來，速興起傳福音，速搶救靈
魂。
一年至少帶一個人得救
我們推動人人傳福音、家家傳福音，尤其是推
動向各界傳福音，甚至到鄉下傳福音，目的就是
要帶進更多的人得救。我們在全臺灣島，最少有
約一萬人是經常聚會的。若是這一萬人每年各帶
一個人得救，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我們每個人
都有親戚、朋友，他們人人都得救了麼？我們不
是要和弟兄姊妹說太嚴厲的話，然而我確實相
信，有一天主會來追問我們說，“你帶得救的人
在那裏？”…。

主耶穌要小孩子到他這裏來
僅僅一個罪人得救，全天上都要起來讚美；所
以，我們一定要看重傳福音。不只對成人如此，
對小孩更是這樣，因為主喜歡小孩到他這裏來。
在馬太十九章，有人帶著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
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便責備那些人。然而主耶
穌卻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
們。”（14。）主不但不拒絕孩子到他面前，還
替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兒童既是如此重要，那麼我們的召會生活裏，
有多少兒童呢？有弟兄說，我們現今的兒童人
數，不能與二十年前相比；因為現在的社會實行
節育，弟兄姊妹家中的孩子都減少了。對這樣的
說法，我無法同意；因為我確實知道，在有些召
會中，兒童聚會的人數比弟兄姊妹聚會人數還
多。兒童的來源，不一定要倚靠弟兄姊妹的孩
子；兒童到處都是，我們可以帶領家裏還未信主
的兒童信主。要帶領兒童就必須顧到兒童聚會，
自然必須考量師資的問題。從前作小牧人的，大
部分是讀高中和大專的弟兄姊妹；現在我們這面
的師資非常缺，需要有更多的配合。
人人傳、家家傳、各界傳、下鄉傳，也傳兒童福
音
我們需要明白，今天…召會不是處於低潮，乃
是在“漲潮”。…召會正在漲潮，就是在“傳福
音”的事上漲潮。我們不贊成眾人只注意聚會，
乃要注意我們帶了幾個人得救。所以，盼望大家
省下幾個聚會的時間，前去探訪親友。寧可犧牲
幾個聚會，去看望人、帶領人信主。今天人不信，
你下周再去，直到他得救為止。這樣，天上有許
多天使都要歡樂。
想想看，是我們一直聚會天使會歡樂，還是我
們把人帶得救，他們會快樂呢？盼望眾人都接受
負擔，召會應該是救罪人的召會。五旬節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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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的召會。並且所有得
救的人，都是挨家挨戶的傳講耶穌；我們中間應
當有這個空氣。年長的姊妹們，可以在所住的公
寓裏作兩件事：第一，打開家傳福音，請整棟公
寓裏白天有空的鄰居來聽福音。第二，打開家作
兒童聚會，在下午孩子們放學時間，請他們到家
裏。姊妹們事先預備一些小點心，等孩子們來
了，就講故事給他們聽。我們若是這樣作，主一
定會紀念。
至於往鄉下開展的事，我們要聲明，我們中間
沒有組織，也沒有中央集權，更沒有組織的行
動。我們中間每一位元聖徒，都需要向主敞開，
接受主的引導，不必彼此等待，也不須一致的行
動；只要有兩三個人，就可以往前。請眾人都為
這事禱告，盼望全體聖徒的靈都焚燒起來；人人

大學聖徒畢業生相調報導

報導
傳福音，家家傳福音，各界傳福音，也要下鄉傳
福音，並要傳兒童福音。不要輕看小孩子，我作
孩子的時候，母親念給我聽的聖經章節，直到今
天還留在我裏面，那就是一粒種子。我們應該把
主的話、主的恩典、主的救恩、主的福音告訴我
們的後代，也要對外面的兒童傳講。外面的孩子
帶進來以後，他們的父母也會跟著來。盼望大家
都接受這個負擔，也實在背起這個擔子。
我們仰望主在召會“漲潮”的時間，叫眾人都
受鼓勵，看見我們應該起來。求主把全省經常有
聚會的這一萬多人，個個挑旺起來，使個個有福
音的靈。傳福音的路就是人人傳、家家傳、各界
傳、下鄉傳，並且傳兒童福音。
(『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第五冊--召會分項事奉
的建立』，第十二篇 傳福音的喜悅與賞賜)

在人生的轉彎口，我有主、有召會

召會為著關心今年夏天即將自大學、研究所畢
業的在學聖徒，四月廿三、廿四日於苗栗錦水溫
泉飯店舉辦了兩天ㄧ夜的畢業生相調聚會。新竹
市六所大學有三十三位應屆畢業生聖徒、苗栗市
召會有兩位，加上一同前往扶持的在職聖徒和召
會的負責弟兄，共有九十七位一同有份這樣溫馨
的交通。
第一天晚上的聚集，首先由畢業生分享在學時
的經歷。首先，有ㄧ位碩士班畢業生弟兄說到，
像這樣的外出畢業生相調，在記憶中是第一次；
有人說到在弟兄姊妹之家中學習如何與同伴們
配搭、建造，而磨去自己的稜稜角角；也有人分
享受到在職聖徒們的溫暖顧惜、摸著神家中的
愛；也有幾位曾為『浪子』，但主都把他們尋回
來。藉著這樣的介紹交通，也使各校畢業生彼此
認識。會後大家相約著去泡湯，繼續甜美敞開的
交通。
第二天早上有兩場座談，畢業生聖徒在這次相
調前已預備好一些議題，盼望藉著召會中父老們
的交通得著幫助。第一場座談的問題包括：如何
把異象作到我們裡面?未來的方向要如何禱告？
如何平衡召會生活與課業(工作)？基督徒該如何
看待投資理財這件事等。弟兄們一位接一位配搭
著回答，有主話、有經歷，都是相當寶貴的交通。

但弟兄們也不斷提醒畢業生聖徒，許多事的決定
在於我們與主之間的關係，當我們的目標是主自
己，在與主的來往交通中就會有清明的天。
第二場交通是關於婚姻交往。弟兄一開頭便交
通說若是要走世人的路，那就沒有可說的。但我
們若要照著神的眼光、照著聖經來經歷婚姻的過
程就大有講究。創世記二章十八至廿五節所記載
的還不只是造『女人』
，而是造『配偶』
，可見得
著配偶實是人生大事。箴言三十一 10 說『才德
的婦人誰能得著呢？』這裡的『得著』原文與創
世記二 20『..亞當沒有找到一個幫助者作他的配
偶』中的『找到』為同字，因此如何尋得配偶這
是極其重要的。接著弟兄引用創世記廿四章中老
僕人為以撒尋得利百加的例子，給眾人有許多開
啟及在實行上的原則幫助。
聚集末了，有父老們的勸勉，雖然畢業生即將
離開校園生活，轉換人生跑道，但不論何往，其
實我們都仍在召會生活中。無論就業、婚姻等各
方面的需要，召會中的青職服事者會繼續關心他
們。願主記念每一位畢業生聖徒，在人生的轉彎
口，賜給加倍的恩典來託住他們，使他們一生蒙
保守在神的家中，並作神殿中的柱子。
(大學服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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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建立三乘十五的禱告小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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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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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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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學生中心改建工程：日前已完成學生中心外牆水
泥打底，以及四樓內牆水泥打底，本週將進行外
牆磁磚黏貼。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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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止新竹市召會
奉獻款累計為 1,82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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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樓房上的禱告：最少有 200 位聖徒接受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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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主日初信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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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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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竹苗區集中禱告事奉聚會：5/4(二)19:30 於仁愛會
所，劉晨曦弟兄來交通網路福音祭司負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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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六家長座談：5/22(六)19:00 於新光會所舉辦，
歡迎小六家長(小五及國中家長、福音朋友亦可)
參加。請於 5/15 前向執事室報名。(詳閱通啟)
六 、暑 期聖經 研讀 班 ：第 一週 7/11(主日 )19:00～
7/16( 五 )12:00 ； 第 二 週 8/8( 主 日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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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4 月 19 日 至 2010 年 0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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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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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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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5/02(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8/13(五)12: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將追求舊約
詩歌書(約伯記至雅歌)、以賽亞書並新約帖前至
雅各書。費用每人每週 3,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
每人 6,000 元，限額 300 人。報名截止日期 6/13，
或額滿為止。(詳閱通啟)
七、第八梯次全台初信成全聚會：8/7(六)～8/8(主日)
第一、第三學程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
700 元，報名截止日期：7/28 或額滿為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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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晨興追求材料：5/17 起追求晨興聖言「活在基督
獨一的元首權柄下並活在獨一的神聖交通中」

5/03(一)

會

5/04(二)

生

活

雙

5/05(三)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3

19:30擴大負責弟 竹苗區集中禱告事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奉聚會
排聚集
5/10(一)
5/11(二)
5/12(三)
5/09(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6:00 主日初信成
全4
各大組讀經追求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週

曆

5/06(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5/07(五)

排聚集

排聚集
5/13(四)
5/14(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全台教職相調1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5/08(六)
大組核心交通
竹苗區區負責成
全訓練2
5/15(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教職相調2

主後 2010.05.02 第二六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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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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是神的戰士-穿戴神全副的軍裝
九期

召會是神的戰士，從事屬靈的爭戰，擊敗神的
仇敵，為著成就神的定旨。召會若要成為戰士打

端邪說、虛謊假冒並一切試煉。
二、『穿上義的胸甲』－信徒在生活中披戴義

敗仇敵，就必須有權能以及神的全副軍裝。就著

的基督，就能護衛我們的良心，無虧的良心能堅

信徒的靈而言，需要從主而來權能的加力；就著

固信仰（提前一 19）召會的良心越拔高越能護衛

信徒的魂的各部份而言，就需要穿戴神的全副軍

避免分裂、野心、情慾等消極事物的破壞。

裝。並且神全副的軍裝雖然穿戴在每個信徒身

三、『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

上，卻是為著基督的整個身體，其果效是發生在

腳上。』－召會應以基督為和平的聯索（弗二

基督身體--召會中。所有的信徒必須在基督的身

14-15），使福音的靈持續焚燒，福音的鞋也能使

體裏打屬靈的仗，絕不能單獨作戰。

聖徒從世界中分別為聖。

以色列人在摩西（豫表基督）率領下出埃及，

四、『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

就像軍隊一樣。他們一出埃及，爭戰就開始了。

切火燒的箭。』－召會的信心愈強（來十二 2 上）
，

法老和他的軍兵追趕以色列人，但是神進來為他

越能銷滅火燒的箭就是撒但的試誘、提議、懷

們爭戰。在曠野裏以色列十二支派圍著帳幕行

疑、問題、謊言和攻擊。

動，如同一支規律的軍隊，並且在進入美地前，

五、『接受救恩的頭盔』－撒但火燒的箭乃是

更數點、編組成軍，預備與迦南人（諸天界裏邪

透過我們的心思臨到的。所以需要救恩頭盔的遮

惡的屬靈勢力）爭戰。這是召會作為戰士的一幅

蓋，保衛聖徒的心懷意念（腓四 7）
，抵擋那惡者

屬靈圖畫。

射到我們裏面的威嚇、憂愁、罣慮等消極思想。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

六、『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召會中

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

需要神話語 豐富的供 應，這神的 話；原文 是

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弗六 12）既是

rhema，雷瑪，就是那靈在一切情況下，所說即

屬靈的爭戰，就需要在靈裏依靠從主而來權能的

時的話。能供我們進攻的劍，殺敗我們的仇敵。

加力。然而，保羅為何又提到要穿戴神全副的軍

主耶穌在受魔鬼試誘時，就是用神的話抵擋。

裝呢？因為屬靈爭戰的根源雖在靈裏，而戰場卻

最後，『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時時

在魂的各部份，因此需要穿戴神的全副軍裝，才

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

能以站立得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眾聖徒祈求。』金香壇如何是帳幕的發動機；禱

神全副軍裝的六項物件中，只有劍是攻擊的武

告和祈求也是穿戴神的全副軍裝的發動機。禱告

器，其他各面都是防衛用的。這全副軍裝在召會

是應用神軍裝的路，禱告使軍裝對我們成為實

產生的果效如下：

際。『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

一、『用真理束你們的腰』－因為召會就是活

手，亞瑪力人就得勝。』（出十七 11）所以；我

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三 15 下）召

們不僅需要個人的禱告，更需要團體的禱告。
【參

會若能持定真理，就能站立得住，杜絕撒但的異

考：以弗所生命讀經 63-65 篇】 （韓永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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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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約伯對話中的深奧啟示

讀約伯記有兩大難關，常困擾讀經人。一是全
卷書大半都是聰明人之間，冗長的魂裏辯論，既
無生動故事，又缺真理、啟示，讀來乏味，缺少
膏油。二是神對約伯的回應，講了許多話（伯三
八～四一）
，但其內容似乎也很膚淺，少有生命、
亮光、啟示，讓人讀來摸不著頭緒，自然也得不
到太多的供應與幫助。所以許多讀經者視讀約伯
記為畏途。除了自身有約伯相似的苦難經歷，引
發共鳴，尋求慰藉外，不然多數人讀它，在以上
兩點先入為主的觀念下，總是敷衍了事，不肯用
心深究，往往錯失得神啟示的良機。
關於第一個難關，已在前面幾篇心得中交通
過，現在僅簡要提一下。約伯記冗長的言語，不
厭其詳的記述，目的無他，要讓我們看見自己的
魂或自己的所是；同時，知道人在己裏、在魂裏，
只會講理由、辯是非，使神隱藏、神的旨意暗晦。
這樣的論述，猶如在手術台上解剖約伯的內裏，
看似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其實就是你我的心
思、情感、意志。況且我們的，只會比約伯的更
差，不會更好；只會更糟糕，不會更高明。約伯
記費心地記下約伯和他朋友們的對話，清楚暴露
人的魂，即舊人所是的弱點。正如前面弟兄說
的，野心、驕傲、自義和不模成基督的死，四隻
地鼠，非但明顯躲藏在約伯魂的深處，不也在你
我的魂裏？不過可肯定的是，你我的絕對比約伯
的淺，不會比約伯的深。人要認識神的所有、所
能、所作不難，但要認識神的所是，就比登天還
難。約伯的經歷告訴我們，光憑人的完全、正直、
敬畏神和遠離惡事，尚不足以認識衪的所是；光
有受苦難、受折磨，乃至被誤解、被藐視、被定
罪等剝奪的經歷，也還不足以得著耶和華神的所
是。還必須要像約伯一樣，受神話的光照和開
啟，乃至認識、承認自己「不是」，而真實地否
認己、喪失魂生命。（太十六 24，25）所以約伯
聽見神向衪說話後，兩次說到自己：「看哪！我
是卑賤的，可用什麼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
口。」（伯四十 4），和「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
爐灰中懊悔。」
（四二 6）這兩句話明顯看出，約

伯不再落在對錯善惡裏，而是清楚明白且承認自
己的無有和不是。阿利路亞！這是人真實看見神
的標準反應，以賽亞如此（賽六 1，5），彼得亦
復如此（路五 8）。
約伯何以會有如此戲劇性的改變？當然就在
於神向他所說的四章話語。先談神向約伯說話的
時機，由約伯記的記載看，神似乎是突然插話，
打斷約伯和以利戶間的對話，而此後以利戶就未
再出現或說話。有人推測，是因為這位為神稱讚
的約伯，講了兩句令神不能忍受或不願被誤解的
話，「全能者是我們無法尋得的；祂大有能力，
必不破壞公平和大義。所以人敬畏祂；凡自以為
心中有智慧的人，祂都不看顧。」（伯三七 23，
24）神的心意是願意被愛衪、敬畏衪的人尋得，
以啟示衪自己（弗一 9，加一 16）；且神為人造
智慧（指人靈裏的智慧，不是屬人的或頭腦的智
慧），就是要人能尋得衪、認識衪（弗一 17，西
一 9）
，好享受並經歷衪，神絕非不看顧心中有智
慧的人。這真是對神的無知，因此神對約伯說
話，一開口，就說到，誰用「無知」的言語，使
我的旨意暗晦不明？這裏的「知」原文即「知
識」
，同善惡知識樹的「知識」
。約伯和他的朋友
們都自認有知識（如三四 2）
，然而神說的，不是
人以為的知識，而是出於生命或靈的知識，可以
認識神，明白神的旨意。就這知識而言，約伯和
他朋友們確是無知，他自己蒙光照後，也承認這
點（四二 3）。
神對約伯回應的話有兩個要點，分別論到宇宙
和動物，看似無關，然而，對當時尚處神啟示或
經論開端的約伯而言，卻再重要、關鍵不過。由
神的講論看，神似乎要約伯認識衪是創造宇宙的
主宰。而衪既是主宰，就必然對衪所造萬物有其
目的，那麼人受造的目的和意義為何？當然只有
神知道，我們應如勇士束腰，詢問衪，必要時甚
至可照衪旨意指示衪。同時，神也暗示約伯，神
造人有智慧，是神特別看顧人，為使人參透衪在
人身上的旨意，而不要使衪的旨意暗晦不明。接
著進入第二要點–動物，其實就是生命，是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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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核心價值、精華所在。各類動物身上都有
造物主賦與神聖生命的一些特徵或表號。就如四
活物用人、獅、牛、鷹四種動物，表徵基督的四
方面。一開始先提到人（三八 36～38），特別強
調這位宇宙主宰將智慧放在人的懷中。注意這裏
主題又被神帶回到「智慧」，為要指正約伯對人
有智慧的誤解（三七 24）。接著又提到「誰能用
智慧數算雲彩？誰能傾倒天上的水瓶？」答案當
然又是神囉。只是何必接在論及「有智慧在懷中
的人」之後？耐人尋味。再提醒一點，原文三十
六節中，神並未提「人」，是譯者加入的。神好
像故意避開用「人」字，何故？或許神想藉此暗
示約伯，人的智慧不只讓人尋得神、認識神，更
要進一步使人藉由動物的生命，領會神的生命和
其表現，即衪的所是和身位，進而成為神人，這
是神最深處也最奧秘的旨意。人不過是神創造的
「半成品」（不值一提），衪的最終目的不是人，
而是要造一個能與自已匹配的妻子，也就是神的
補滿。那麼這一位必定也是神（人）才行、才合
理。不過這位神人有神的生命、性情和彰顯，但
沒有神格，因為神自己是她的頭、元首。這麼深
奧的啟示，約伯非要有靈裏的智慧，不足以領
會、悟透。
以上深奧的啟示，約伯真能領悟嗎？若不能，
就可能只是臆測或附會吧！不過從本卷書最後
對約伯的記載看，約伯確是體認到了。僅提三件
事加以印證，我們用新約角度解讀，就可看出端
倪。首先，約伯的兄弟姊妹和以先所認識的人都
來見他，安慰他，每人並送他一塊銀子和一個金
環。（四二 11）銀子表徵基督（子神）的救贖；
金環的金表徵父神的性情，而環（無始無終）表

印度之行姊妹團蒙恩分享

徵永遠的靈（靈神）的傳輸。這裏顯然含示，轉
變後的約伯，從他身邊的聖徒得著神聖三一的分
賜（神的所是），而重新致富（表徵生命豐富），
但不在舊造，而是在新造裏。這明白啟示神要將
自己的所是分賜給人的旨意。其次，他看重女兒
勝過先前看重兒子，暗示他領悟要追求成為男
人–剛強、代表神、彰顯神之前，必須先操練作
女人–倚靠神、順服神並跟隨神。或許這可印證
耶利米書所說，「耶和華在地上創作了一件新
事，就是女子（指女性，創一 27）圍護男子（非
指創一 27 的男性，而指勇士、戰士、得勝者，
如出十 11 譯作壯年人）。」（耶三一 22）約伯可
能已體認到，神的旨意是要他成為新造。不是靠
自己，拚命努力作完全、正直、敬畏神的男人，
而是必須先作女人，即操練「女人的生命」，徹
厎厭惡自己，承認自己卑賤，既不能，也不是，
而完全倚靠神、順服神並跟隨神，才得圍繞那獨
一的男子–基督，這是進入新造的道路。第三，
他替三位女兒取名（聖經刻意只提女兒名，未記
兒子名，以示看重女人的生命）的原文字意分別
是，長女–「鴿子」表徵靈，含示從靈入門、靠
那靈開始（加三 3）
；次女–「香肉桂」表徵死的
甜美與功效，含示聯於基督的死而與衪同活（羅
六 8）
；三女–「銻盒」表徵妝飾自己，豫備迎見
神（摩四 12）
，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啟
十九 7，二一 2）
。多麼清楚含示，合神經綸之神
聖救恩經歷次序的豫表。這會是附會或巧合嗎？
我寧可相信這是神的默示，而得開啟並受警惕。
讚美衪，賜給我們約伯記，既深奧又切身，且是
已解開，發光、發亮的一卷書。阿利路亞！
（董傳義弟兄）

一次成長之旅

第一次操練上台向著九十位左右的印度姊妹
交通神的話，這和我平常在聚會中分享的感覺不
太一樣。為著要上台交通，姊妹們都非常認真的
預備，挑燈夜戰讀信息，甚至藉浴廁的燈光寫稿

禱告、尋求負擔，分配信息，使我們五人如同一
人。
因為要上台交通，所以生活就不敢隨便，一直
提醒自己要操練靈，因沒有靈就講不出話來。所

子、背下裏面的內容。我們也一同跪下禱告，求
主使用我們，能合適的把話語分賜出去，供應當
地姊妹們的需要。也謝謝稚英姊妹召聚我們一同

以我們竭力保守那靈的一，學習同靈同魂。在這
過程中，我也體會申言者的靈是順服申言者的，
事先有預備，到時主就能隨意的使用我們。會中

或有新的靈感，或須變更捨棄原有的預備，也都
能應付得來。
印度姊妹們很多是從宗派轉過來的，在召會生
活的年日很短，所以我們特別在：呼求主名、禱
告、禱讀、晨興、活力伴、兒童排、神人生活等
方面和她們有交通。我們也說到只有倚靠的生
命，才是對神有用的生命，以及蒙頭的意義。也
交通到女人在召會裏的地位及事奉，以及事奉上
該有的學習。
她們的吸收力很強、很快，當說到蒙頭的問

或坐船，而我們是坐車比他們舒服多了。我們外
面雖累，但裏面卻是喜樂的，因為能為著基督的
身體盡一點功用。
在這十多天裏，我們學習和他們吃一樣的食物
－用手抓食物吃，生活上雖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學著向什麼樣的人，就做什麼樣人。經過
十多天的相處，使我們七個人裏面更相通，更了
解彼此的個性、背景，也更能互相扶持接納。這
一路也謝謝邱弟兄的帶隊，使身體的交通更實
際；盧弟兄的中國推拿功夫此次也派上用場，還

題，就看見很多人紛紛蒙起頭來，並且能分享出
蒙頭的意義。她們也很能申言，能把我們想說而
沒說到的說出來。弟兄也帶她們呼求主名，使她
們經歷靈裏的釋放；也交通到姊妹的名字應是
「馬大、馬利亞、拉撒路」
，即外面要殷勤服事，
裏面要愛主、聽主、曉得神的旨意，並活出復活
的樣式，供應基督。此行我們訪問了七處召會，
聚了二十二場會。有一天，我們開了三個多小時
的車，去一個召會聚了兩場會，又開了三個多小

為當地的聖徒按摩，弟兄們盡了很大的功用，除
了聚會開場及結束，還要幫忙搬行李、處理事
務。鞠傳恩弟兄一路陪著我們，幫忙翻譯，我們
有兩次路過 Bangnlore，他都無暇回家。
第一次踏上印度土地，體驗到不同的風俗民
情，也經歷到穿上新人，脫去舊人。印度地大、
人多，餵養的需要非常的大。此次經歷使我對主
在印度的工作更有負擔，我將持續為印度的見證
禱告，願神在那地得著榮耀。

時當天來回，使我想起主耶穌及使徒們當時也是
到各城、各鄉傳福音，他們要走路、騎馬、騎驢

（新埔 邱卓美月姊妹）

印度之行姊妹團蒙恩分享

生命水湧流

謝謝弟兄姊妹們的代禱，使說話的與聽話的

的相調，使她們能兼顧家庭生活與召會生活(有

都蒙拯救，不但享受主平安的保守，也在身體

許多姊妹聚會的車程需 13 小時，少些也要 6-7

中享受弟兄們半夜接機與一路上飯食的服事

小時，還有許多媽媽們帶著幼小的孩子，鋪草

等。

蓆在會場後面席地而坐，這場面真是叫我感

一面說，我願意將自己多年來在召會生活中
所蒙的恩典與祝福分享出來，成為在印度姊妹

動，問她們和小孩子，想不想要有兒童聚會，
都回答 yes！

們的幫助；另一面又不知該如何呈現在姊妹們

求主紀念祂在印度當地語言、文字翻譯的工

的面前，但在身體的配搭裏，補足了我的缺欠。

作，以及姊妹們的弟兄，能成為盡功用的弟兄，

感謝主，兩位弟兄，一位開頭，一位結尾，我

帶領家人一同過召會生活，沒有得救的丈夫，

們五位姊妹分成兩組交通分享，這真是我們在

能得著救主作生命。

台灣沒有過的經歷。

基督的身體，實在需要藉著操練在靈裏彼此

當地的姊妹們，會前的禱告非常踴躍，年長

供應，得著加強並建造，求主也興起弟兄姊妹

的、中年的、年青的都有，會後的分享也非常

們的負擔，能預備好前去看望我們在神家裏的

有次序。求主記念在印度的生命開展，使姊妹

親人，使召會生活生活化。

們不只在家中盡妻子，母親的責任，更是能在
神的家中，擺上她們的功用，這真是需要許多

（銅鑼 盧胡煥禎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