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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結晶讀晶鳥瞰（二）
當我們從神永遠經綸的眼光進入以賽亞書，就
會看見基督是神經綸的中心與普及；藉著神對列

著新的復興。
第八篇

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

國公義的審判，對以色列聖別的懲治，目的就是

神在祂經綸裏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好

要使以色列歸回，帶進萬物的復興，並引進包羅

將祂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作我們的滿足和

萬有的基督，使基督的國在地上建立，終極完成

享受。我們若不飲於神作活水的泉源，就會在日

於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因此，基督必須是豐

常生活及召會生活中產生難處。因此，以賽亞書

富且包羅萬有，否則無法完成神的經綸。本次結

十二章三節說：｢所以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

晶讀經主要就是開啟以賽亞書中代表舊約的頭

水。｣這揭示神作我們的救恩乃是源；基督是救

三十九章所啟示基督豐富的項目，在此簡要鳥瞰

恩之泉，給我們享受並經歷；那靈是在我們裏面

七至十二篇。

這救恩的流。如今我們要看見我們都已被擺在喝

第七篇

為著新的復興，在生命復興的原則裏享

一位靈的地位上，並且只需要藉著以下的步驟和

受基督做為嫩條和枝子，好在基督裏長大，並作

操練，就可以飲於這救恩之泉：要覺得乾渴，要

為旌旗和旗號，好繁殖基督

來到主這裏，要求主賜這水，操練靈，信入主，

以賽亞書十一章一至十六節描寫復興時的情

向主說話，讓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並照著神聖性

景，但重點卻不是將來的應驗，而是生命復興的

情作每一件事。

原則。其中，基督被啟示為耶西的不所發的嫩條

第九篇

包羅萬有的基督成為神經綸裏的一切

和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大衛家被比作是一棵大

以賽亞十三至二十三章是說到耶和華對列國

樹，然而經過被擄，在基督降生前，這棵樹已被

（包括耶路撒冷）的審判及其結果；解開以賽亞

齊根砍倒。然而基督在成為肉體裏，作耶西的不

書這段話的鑰匙，乃是神的｢解雇｣和基督的「頂

所發的嫩條，指明在新鮮裏生命的復興能力，並

替」。家宰舍伯那從原位被撤去，豫表一切的人

作從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指明生命隱藏的加深

和事都被神解雇了。而以利亞敬豫表基督，進而

能力，連同生長的能力和結果子的能力，就要來

取代一切，為要使基督作一切。在新約中，基督

復興大衛受剝奪並｢被砍倒｣的王室。藉著我們裏

了結我們並以祂自己頂替我們，全然是一件接枝

面對基督的享受，我們在基督裏的長大、以及我

生命的事。

們繁殖基督，祂就成為向著眾民的旌旗，其上滿

第十篇

有關於召會振興和復興之事的解釋、描寫和指

根基、試驗過的石頭、和寶貴的房角石，為著神

示，以及向著列國的旗號，乃是大磁鐵，招引、

的建造；也是供應、照顧並遮蓋的王，為著神的

吸引、呼召、集合、招聚全地的人到祂面前，為

國

基督是榮冠華冕，作得勝者的賞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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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藉著活基督來經歷祂作榮冠華冕；我

因著他榮耀自己，只顧到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顧

們也可以藉著來到祂這活石這裏，被變化並被建

神的國，至終也失敗了。因此，他最後也被神解

造來經歷祂作石頭；我們更可以在一切艱困的環

雇了。這個實例是所有尋求神之人極大的警告。

境下經歷祂這一位是人的王，作我們的避風所，

第十二篇

避暴雨的隱密處，在乾旱之地的河流，和在疲乏

在大衛帳幕裏掌權的王

根據以賽亞在十六章五節和二十四章二十三

之地大磐石的影子。

節，豫言基督作為真大衛在來世以色列復興期

第十一篇

間，要在大衛的帳幕，就是大衛的國，彌賽亞國

西希家這個人及其失敗的實例

我們看見以賽亞書頭三十五章，一切人和事都

裏，憑公義作王掌權。那時，全地都要屬於神。

被神解雇了；基督這惟一的合格者已經來到。接

然而今天在恩典時代，就是新約時代，我們能藉

著三十六至三十九章描述猶大王西希家，雖然是

著在生命裏，讓基督在我們的心裏掌權。今天基

最好的王之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信靠

督乃是以祂自己作包羅萬有的食糧餵養我們，藉

祂，緊聯於祂，並且謹守祂的誡命，也為著仇敵

此治理我們；這要預備道路，讓基督這真大衛再

的攻擊和他的健康尋求神，卻因他享太平和健康

來，在來世，就是復興的時代，在大衛的帳幕裏

而失敗。以賽亞給我們看見，像希西家這樣被神

掌權。

(盧正五)

設立作王，敬虔又禱告，並得著神蹟的答應，卻

讀書心得

「聖經中的四個人」第三、四篇

聖經中的第三個人就是召會，召會是一個團體
的新人。人的天性需要群居，然而因著人的墮
落，撒但將他敗壞的性情，注入人裏面，使人合
群不來，甚至和別人起衝突，即便在召會中也是
如此。一面，我們沒有弟兄姊妹不行；另一面，
我們起頭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很甜美，但過了一些
日子就開始愁眉不展，甚至批評、論斷。所以，
我們需要主，因為主耶穌的人性是素祭，其中調
了鹽，有殺菌的功用，可做屬靈的抗生素。你越
吃主耶穌，主就越在你裏面，把你裏面的「細菌」
殺死，把苦毒等消極的成分除去。
弗四 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
就是脫去舊日的社群生活。從前你有你的社群，
一同看電影，一同作不合宜的事，那就是你從前
生活樣式上的舊人。如今你得救了，就把那些生
活樣式脫去了。24：「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就
是召會生活。我們穿上召會生活，就是與親愛的
弟兄姊妹一同作肢體，彼此相愛，口唱心和的讚

每月一書

美主。當你這樣過召會生活時，就覺得什麼都可
以丟掉，只有召會生活不可丟；你會覺得若是沒
有召會生活，你的人生只有苦味。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不能僅僅只有外面的
脫，必須裏面喫基督，讓基督長大，否則，外面
的脫就像痛苦的剝皮。有時做父母的天天管教孩
子，要孩子不可做這個，不可做那個，那真是剝
他們的皮。所以，不要剝人的皮，乃是要幫助人
脫皮，就是藉著喫基督，讓基督長大，而自然脫
去舊人，穿上新人。這就有如蠶蛹外面有一層
繭，你若剝它就害了牠；你乃是要耐心等牠長
大，繭自然就脫落了。
召會產生後不久，就漸漸輭弱了，主就在啟示
錄呼召得勝者做男孩子--聖經中第四個人，完成
召會所未能完成的工作。男孩子在消極一面，要
把神的仇敵趕出去，把撒但從天上摔下來；積極
一面，要把神的國度帶進來，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蘇秀瑛)

「聖經中的四個人」追求進度

日期

7/12~7/18

7/19~7/25

7/26~8/01

8/02~8/08

進度

一、二篇

三、四篇

五、六篇

七～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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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神聖經綸，傳揚國度福音

台北市高中特會蒙恩報導
十多年前的寒暑假，身為

富，好叫我們的福音內容更

學生 的 我 都 會 參加台北的

進步。例如論到復活，它不

高中特會，那時，我們帶著

是還魂，那還只是老的性

行李 、 睡 袋 坐 火車，搭公

情，乃是神的生，是神的生

車，再走路，像是過節一般

命，是神聖、永遠的生命進

地抵逹會場。今年的我再度

來。又例如耶穌的成為人，

北上參加高中特會，依舊是

那不是最難，因神在成為人

提行李及睡袋，坐大眾運輸

前也向人顯現過，但祂的的

工具 ， 儘 管 現 在身份不同

經人生，就不容易了，至少

了，但心情仍像是幼年時朝

若在非洲生活就是困苦

向屬靈聖地般興奮地到逹特會會場。是的，時光

的，而且耶穌是從一嬰兒慢慢長大，祂盡職事

儘管流逝，但主自己，主的愛，主的呼召都沒有

時，像路加十五章，罪人稅吏挨近耶穌，這個

改變，甚至比昔日更強烈。尤其唱到「我深知惟

「挨」，是像小孩親近母親，代表耶穌何等的吸

有你是我所愛，我惟一的最愛是你。」以及「我

引人，祂的人性美德是豐富的。我們要禱告，讓

命、我一生，愛主，願都為你。」（出自主，保

主藉著這些話，在我們裏面更有地位。

守我心第三節）時，我兩度不斷地落下眼淚，主

會中並有來自海外開展的聖徒向少年人發出

啊，祢是如此可愛，如此奪我的心，我也願再次

呼召，要大家從小立定心志為主所用，甚至到歐

奉獻我自己、我全人；並且大聲宣告我最愛是

洲開展，並且希望我們中間有人未來能有拉丁

你！

文、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的博士，好在文字工作上

這次特會是以福音角度切入，包含四篇：宇宙

更往前。這些青少年們非常單純，一聽到主的需

的奧祕、書中之書－聖經、人生的意義與榮美的

要，便紛紛上台答應宣告，實在受他們的靈激

神人耶穌。第一篇負擔是要我我們探索宇宙，以

勵。另外，特會兩天下午也涵蓋大地遊戲闖關以

經歷神、傳講神。第二篇則要我們認識聖的來源

及生命教育課程，內容實在豐富，使我們靈魂體

與證明，叫我願意裝備真理，並且傳講真理。第

都操練到了，尤其讓大家學習辨證－人性本善還

三篇則是要使我們盛裝神，使基督作我們的滿

是本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末了，還要感謝台

足。最後一篇是看見耶穌在地上的神人模型並祂

北市召會的青少年服事組，非常用心的規劃及勞

所成就的工作，為使我們經歷祂的死與復活。

苦的服事。

（李徐惠新）

此次特會信息是要我們認識福音各方面的豐

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6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總

計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學生中心蓋造累計收支

本月收入

1,845,172

1,790,072

55,100

25,889,755

本月支出

1,439,365

1,384,265

55,100

17,891,399

本月結存

405,807

405,807

-

7,99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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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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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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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生中心改建工程：上週已取得使用執照。工程
部分：日前已完成木地板基礎，屋凸二及五樓廚
房砌牆工程，本週將繼續進行木地板、輕鋼架工
程，以及五樓廚房後續工程。
七、請為病痛聖徒代禱：周欽錫(因疑似肺癌於署新
住院)、朱正明(因肺部浸潤無法自主呼吸，已氣
切於竹榮呼吸照護病房)、于增鑾(為心臟血管繞
道手術後復健及發燒情形改善代禱)、莊續曾(肺
炎住院逾三週，仍須抽痰)。

二、青少年專項代禱事項：請為暑期得勝生活訓練及
中幹花蓮相調蒙恩禱告，使他們能贖回光陰，建
立享受主話並傳揚福音湧流生命的生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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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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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夏季錄影訓練：白天班：7/19(一)～7/24(六)8:30
～12:00 於仁愛會所舉辦。晚上班：7/17(六)～
7/25(日)平日(週二除外)20:00～21:30、六、日 15:00
～18:00 於各大組會所舉辦，費用：每人奉獻款
600 元。(詳閱通啟)
二、竹苗區青少年得勝生活訓練服事者交通：7/20(二）
19:00 於仁愛會所舉行，請竹苗區配搭服事者準
時與會交通。
三、青少年中幹花蓮相調：8/13(五)～8/16(一)於花蓮
舉辦，費用每人 2,000 元，請儘速彙整報名並繳
費至執事室。(詳閱通啟)
四、全台路加聖徒集調：8/14(六)～8/15(日)於劍潭青
年活動中心舉辦，歡迎各醫療院所、醫學院校服
務或就讀之聖徒、眷屬及配搭服事及負責弟兄們
參加。六人房每人 1,200 元、四人房每人 1,500

新竹市縣眾召會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四
大組

總
計

大
學

青
少
年

竹
東

竹
北

湖
口

寶
山

關
西

芎
林

新
豐

新
埔

總
計

207
45
115

283
74
172

244
59
133

1006
275
589

69
28
41

131
21
22

121
29
97

97
38
149

62
13
70

54
25
13

12
5
13

49
15
70

21
12
20

12
10
11

428
147
443

105

147

133

564

49

39

55

76

21

21

10

42

19

13

257

12

7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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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7/19(一)
錄影訓練白天班
15:00 錄影訓練晚 及晚上班
上班
7/18(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2010 年 07 月 05 日 至 2010 年 07 月 11 日

三
大組

主日聚會
272
禱告聚會
97
排生活（人次） 152
晨興(人次） 179
兒童排數
兒童人數

會：謹訂 7/31(六)14:30 於仁愛會所舉行，請
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二
大組

一
大組

大區

元、二人房每人 1,800 元，不住宿者每人 700 元。
報名截止日：7/18。(詳閱通啟)
五、秋季全台同工訓練聚會：8/24(二)～8/27(五)於中
部相調中心舉行，請各召會同工、全時間者參
加，費用每人 1,000 元，報名截止日期:8/10 (詳閱
通啟)
六、全台長老同工聚會：8/27(五)16:00 開始報到(備晚
餐) 聚會 19:30～8/28(六)中午於中部相調中心舉
行，費用每人 500 元，請於 8/15 前報名。
七、全台暑期大專期初特會：8/29(主日)16:30～8/30(二)
中午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 1,000 元，
請於 8/16 前報名並繳費。(詳閱通啟)
八、湖口召會朱和春弟兄與王眷臻姊妹結婚交通聚

7/25(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5:00 錄影訓練晚
上班

7/26(一)

會

生

活

雙

7/20(二)
7/21(三)
錄影訓練白天班 錄影訓練白天班
19:00竹苗得勝生 及晚上班
活訓練服事者交通
禱告事奉聚會
7/27(二)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7/28(三)

排聚集

週

曆

7/22(四)
7/23(五)
錄影訓練白天班及 錄影訓練白天班
晚上班
及晚上班
竹苗青少年得勝
生活訓練1
排聚集
排聚集
7/29(四)
7/30(五)
9:00年長聖徒聚會 竹苗青少年得勝
生活訓練3
排聚集

排聚集

7/24(六)
大組核心交通
錄影訓練白天班
及晚上班
竹苗青少年得勝
生活訓練2
7/31(六)
大組核心交通
竹苗青少年得勝
生活訓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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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卻不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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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網址：http://www.hcchur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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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四章十七節起，論到基督徒在日常行事
上需要的生活。在講過脫去舊人（弗四 22），穿
上新人（24）的原則後，使徒保羅加入一些生活
細節的應用，先要我們脫去謊言，與鄰舍說實

九期
心思即魂裏，而失控，作出不受靈管治，甚至犯
罪的事，因此乃該在日落之前息怒。日落顯然較
上床早，聖經的一天是由晚上開始，所以日落表
徵一天結束，而保羅希望在新人裏的聖徒，應較

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25）接著就引用
詩篇四章四節的話說，「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
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6，27）
只是原來引自詩篇的原文是，「你們生氣，卻不
要犯罪，在床上的時候，要心裏思想，並要肅靜。」
這裏生氣意使震動、攪亂、煩惱、發烈怒；而犯
罪意迷途、喪失、出錯。本節是在大衛講過，
「神
巳經分別虔誠人歸祂自己，我呼求神，祂必聽我」
之後，其原意是，我們遇人或事受震動、被攪亂，

舊約神的選民更積極操練靈，在靈裏更剛強敏
銳，而魂卻更受靈管治、約束，順服且沈默，消
極發怒等事，當天就該完全對付，清理乾淨。不
僅不犯罪，更要息怒，就是連生氣也一併消弭無
蹤。如此重視的重點，不在個人犯罪的問題，而
在若一直含怒、煩惱，我們就會靈下沈，魂活躍，
而給魔鬼留地步，讓牠有機可乘，使我們在穿上
新人的生活操練中失敗，進而破壞基督身體的建
造，這將影響神新約經綸的成就，比個人犯罪嚴

使我們煩惱甚至發怒，千萬不要迷失、喪失自己
（即心）而出錯、犯罪。接著大衛指出，蒙保守
的路，就在一天結束，上床休息時，我們的「心」
（包括靈的良心，和魂的心思、情感、意志）很
關鍵，必藉心裏靈（主要指良心）的部分思想，
即說話、吩咐或命令，而心裏魂（主要指心思）
的部分，要肅靜即沉默、停止、死亡。這是神藉
大衛說出，很有經歷，也很合人需要的話，惟有
人心裏的靈說話並主導，而魂靜默、順服乃至被

重得多，是萬萬輕忽不得的。
綜上所述，同樣一件事或屬靈的操練和對付，
舊約從個人經歷著眼，以不犯罪而聖別歸神為目
的；而新約卻擴大從團體–身體的需要著眼，以
維持新人的生活為依歸，為著建造基督身體，達
成神新約的經綸。如是觀之，兩約間雖有差異，
卻殊途同歸，以神人合一為最終結果。以色列人
未能審明此點，以致被跘跌，頗為遺憾；而新約
信徒亦常忽略敬虔一面個人屬靈的操練，以致新

置死，才是我們不犯罪的路。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作的更改，明顯含示更深的
經歷和運用。既說生氣不要犯罪，那生氣必定不
是罪，但有犯罪的可能。癥結在於我們不該一直
含怒（直譯煩惱），含怒或煩惱久了，就易落在

人難以顯出，也極為可惜。我們應學習平衡看待
舊約和新約的啟示，效法保羅的榜樣，站在舊約
實行的基礎上，帶進新約基督身體建造上的發展
和應用，以完成神的經綸。阿們！
（董傳義）

舊約讀經心得

異象谷的默示

異象谷這辭僅出現在以賽亞書二十二章兩次
（賽二二 1，5）
，是指耶路撒冷城。所以在此用異
象谷名之，或許因為在本章的默示中，含有特別
且重要的異象–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來三
6）
。在以賽亞論到神對列國的審判（十三～二三）

居然也包括耶路撒冷城實在令人不解。究其原
因，可能因為它像外邦列國一樣犯了不可赦的
罪，就如不仰望主，也看不見從古設定這事的神
（二二 11～14）
，所以也將像列國一樣受審判、遭
踐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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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然而，耶路撒冷終究不是列邦，在審判她的這
一章末了，以賽亞藉豫表（15～25）豫言了祂的救
法，就是用神的僕人以利亞敬頂替原本的家宰舍
伯那。舍伯那原文意生長，暗示他應當滿有生命
與活力。但實際卻不然，他竟在這裏（指耶路撒
冷）為自己鑿墳墓，鑿出安身之所。（16）不為神
聖生命，也不活神聖生命，卻為自己的肉身安居
設想、工作，在神眼中，這就是為自己鑿墳墓，
自尋死路，不能活了。所以神必趕逐他離開他的
職位，從他的原位撤下。（19）這話給我們這些服
事者很大的警惕，放著生命的事不作，只為肉體
安排，只求今生安適，神必興起環境趕逐我們離
開，連我們原有的職位都將不保而被撤去。
頂替舍伯那的，是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希
勒家的字義是耶和華的分，而以利亞敬的字義為
高舉之神，亦作神建立。把這兩個名字連在一起，
似乎暗示，以色列人應持守耶和華的分，讓神得
高舉，使神興起並建立。照歷史，以利亞敬是位
敬畏神的人，在希西家王時代，取代了舍伯那的
官位。
（參看比較 王下十八 18，賽三六 3，三七 2）
以利亞敬豫表基督是神家中的管家。
（二二 22，參
啟三 7）神的家是神聖的家庭，
（加六 10，弗二 19，
提前三 15）包括歷代所有的信徒；在其中基督是
惟一的管家，在各面照料神的家。基督是神的管
家，在神的家中服事；祂也管理、管治、並治理
在祂照料之下神的兒女。照二十一節，以利亞敬
豫表基督是我們這些作神兒女者的父。（參九 6）
作為父，祂是源頭和供應者，在凡事上，在每一
面都支援我們。接著二十二節，以利亞敬所豫表
之包羅萬有的基督，也是肩頭上放著神家（由為
著建造神國的大衛家所豫表，撒下七 16）之（寶
庫的，賽三九 2）鑰匙的一位。（啟三 7）召會是
神的家，（提前三 15）也是神的國。（太十六 18～
19，羅十四 17）放在基督肩頭上的鑰匙，是為著
保存神家一切的寶藏，就是基督一切的豐富，作
我們的享受。基督是能打開並關閉神豐富寶藏的
一位，神的豐富都具體化身在祂裏面。（西二 9）
緊接著二十三、二十四節又豫表基督像釘子，被
神釘在堅固處（23）；堅固處表徵第三層天（參林
後十二 2），就是基督復活以後被神高舉之處（徒
二 33，五 31）
。因為父是在第三層天那裏（太六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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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舉到第三層天就是被高舉到父神那裏。
（參路
十五 18）基督今天是在諸天之上，像釘子釘在神
裏面。基督也必成為祂父家榮耀的寶座。這裏的
榮耀就是神的兒女，他們乃是器皿，掛在基督這
釘子上。隨著這榮耀有寶座，這寶座實際上就是
基督自己。寶座表徵行政權柄和國度。基督在祂
行政的權柄裏，乃是神家中管理一切的寶座。另
外，二十四節裏的榮耀，亦可譯作重量。而本節
的「榮耀」與「兒女帶子孫」和「器皿」都是同
位語。因此，那掛在基督這釘子上之父家的榮耀，
乃是神的子民，就是神的兒女帶子孫（後裔）
；神
這些子民是基督的器皿，掛在基督身上，好盛裝
祂並將祂供應給人。神的子民作神的兒女和子
孫，是神家中的榮耀，也是器皿。至於杯子和瓶
罐豫表我們有分於基督之豐富的各種方式和憑
藉。杯子（或碗）是裝水的小器皿，水豫表基督
的靈（約七 37～39）
；瓶罐是裝酒的大器皿，酒豫
表神聖的生命。
（太九 17）這表徵在神的家中，祂
的眾兒女都是器皿，盛裝祂的靈，作為水解人乾
渴，也盛裝祂的生命，作為酒使人歡喜快樂。神
兒女所享受之全備供應的一切豐富，都掛在基督
這釘子，這托住者身上。
本章末了一節容易攪混淆，誤認在豫表基督的
釘死。其實本節不是指以利亞敬（基督）
，乃是指
被以利亞敬所頂替的舍伯那。在神的審判裏，祂
開除、解雇了一切人事物，包括列國的王、家宰
舍伯那、和神家中一切的杯子、瓶罐，而以基督
為頂替。神在十字架上把每一個人都解雇了，現
今正以基督頂替每一個人。因基督使祂自己與我
們聯合，與我們聯結，所以當祂死在十字架上時，
我們就與祂同死，且被了結。
（羅六 6，林後五 14）
如今，我們因著在基督裏的信，與基督有生機的
聯結；在這聯結中，祂活在我們裏面，與我們同
活，藉著我們並經過我們而活，因而頂替了我們。
（約十五 5，羅十一 17，加二 20，腓一 19～21）
不僅如此，神已用基督頂替祂舊約經綸中的一切
事物。（太十七 3～5，西二 16～17，來十 5～14）
因此，在神的經綸裏，包羅萬有的基督這以馬內
利（賽七 14）頂替了一切，並且成為一切，這才
是異象中的異象–異象谷的默示。
（董傳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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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體中同奔屬天的賽程

我是馬曉光弟兄，感謝主讓我能到致遠管理學
院來讀書，也認識了麻豆召會的弟兄姊妹，謝謝
你們，因為你們都對我很好，讓我覺得和在新竹
聚會沒有差別。尤其是一年級的時候，我住在學
校，因不會騎車，弟兄之家的弟兄們就會載我去
聚會或外出相調及探望，假日外宿於弟兄之家與
弟兄們一同作息、生活、相調。
我最記得吉祥弟兄做的菜很好吃，而明修弟兄
和柏臣弟兄、常存弟兄及善承弟兄都會忠信的負
責接送我。還有清連弟兄及黃媽媽，聖惟弟兄以
及李民弟兄、阿惠姊姊也邀請我到他們的果園去
採果，讓我非常高興，永遠不會忘記。還有（墾
丁、雙春、東石漁人碼頭、七股台灣鹽博物館）
的外出相調，也令我記憶深刻，雖然因為功課的
關係，我很少和弟兄姊妹有交通，但是你們都會
記得我，常常鼓勵我，謝謝你們的扶持和在愛裏
的教導。
在學業方面，因著有腦性麻痺及亞斯伯格症的
限制，我無法像同學們一樣靈活學習，所以大一
時功課不好，有人甚至譏笑我不應該受教育，學
些技術說不一定還能成功。爸爸和媽媽知道這不

台北高中特會蒙恩分享

相調

2010.07.18

是神的旨意，是撒但在破壞，因為「神就是愛」，
祂把我放在「致遠」一定有祂的旨意。為此，尋
求如何往前時，神的靈啟示爸爸說出要媽媽離職
到麻豆來幫助我，媽媽靈裏很平安，立刻順服接
受託付。這一段長時間的學習，我和媽媽一直經
歷神的加力，雖有眼淚、有抱怨、有爭執、有不
順從，讀書時的障礙讓我花費比別人多好幾倍的
時間，常常寫功課到半夜，假日更是被媽媽規定
要讀書不能出去，天天都很緊張忙碌，但這一切
神都體恤安慰，且用成績的進步來回應我，在輕
視及污衊我的人面前，祂為我洗去憂傷和羞辱，
豎立起祂得勝的旌旗，我的軟弱在神眼中並不被
輕看。媽媽常告訴我要以神的意念為意念，要呼
求主名仰望神，不是我能，乃是神能，因為這是
神賜給我的恩典。
感謝神把我們調和在一起，把麻豆豐盈的體面
加給我這有缺欠的肢體，讓我同蒙主恩，與你們
一同奔跑屬天的賽程。謝謝麻豆召會所有的弟兄
姊妹，歡迎你們來新竹相調，因為在宇宙中只有
一個身體，榮耀歸神！阿利路亞！
（馬曉光）

奉獻裝備自己，受差遣往全地去

要探索宇宙的奧祕，就必須探索人生的意
義，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生的意義乃是神，
乃是基督。認識基督，從聖經開始。我十分摸
著弟兄在第二篇中對聖經的奧妙的講話。聖經
是神所默許的，它不是勸人為善的書，不是道
德標準的經典，不是猶太人的歷史，也不是歐
美宗教侵略的工具，更不是簡單無聊的書籍，
它乃是書中之書，乃是關於神永遠經綸的書。
彼前二 2：「像才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
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詩篇一
一九 103：「你的話，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
口中比蜜更甜。」只有讀聖經才能探求真理，
我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我們得以自由。主
啊！我要追求真理！
（溫昌融）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感謝神將祂自己的話語

賜給了我們這微小的人；在基督以外，在世上
沒有指望，沒有神。宇宙的奧祕是基督，人若
沒有基督就是虛空、空洞的。
基督是救贖主也是拯救主，將我們從死亡的
國度救贖出來，使我們經歷祂、享受祂並彰顯
祂。主啊！我願意再次奉獻我自己為祢所用，
帶領我去俄羅斯。
（劉陌和）
這次特會我最摸著是第三篇信息－人生的意
義。人生若要活得有意義，就要讓基督作我們
的生命，成為我們的主觀經歷。若是沒有主耶
穌作我們的一切，我們全人是黑暗軟弱的。我
們要自動接受主是我們的生命，並在我們裏面
掌權。
我也很摸著性善與性惡的辯論遊戲，它可以
讓我們了解如何用理性澄清自己的觀點，並作

邏輯性的思考，這對於以後為真理爭戰時是需
要的。最後，希望這次的高中特會所見證的能
成為我人生實際的經歷。阿們！
（巫祈恆）
這次特會，使我認識我的人生實在充滿價值
與意義。我們是宇宙的中心，有神的形像；並
且神在全地有廣大的需要，我們要與祂同工傳
揚國度的福音，當祂發出呼聲，我願意向祂永
遠忠誠。求主使感動西方傳道士的靈加倍的感
動我，歷代以來不論東方環境多麼險惡，西方
仍有許多青年人願意主動答應呼召來到中國，
因為看見更榮耀的獎賞和異象。我也願意作一
個主動答應呼召的青年人，裝備自己、成為得
勝者，是人生最榮耀的事。
（劉珈旻）
在這三天兩夜中，我最摸著的是第四篇－榮
美的神人耶穌。讚美主！祂是這樣榮耀的一
位，是榮美的神又是充滿美德的人，成了我救
恩，叫我們可以天天享受，天天經歷祂這豐富
的生命。
另外我也很摸著聚會時唱詩歌的感覺，用盡
我們的全力，全部的器官，向主回應我們對祂
的愛，主耶穌，我愛祢！親愛主！我只願深愛
祢，主啊！求祢也來激勵在新竹的青少年，使
我們的青少年聚會能充滿神而焚燒。（林妤蔚）
在這次的特會中，只要唱到跟奉獻的詩歌，
或說到跟奉獻有關的事，跟奉獻有關的禱告，
我都被主的靈深深摸著，主的愛讓我深受感
動。我看見：追求一切的事物都是虛空，只有
主才是我們人生的意義。主耶穌！我願意把自
己奉獻給你！雖然我不知道去何地開展，但主
差遣我去哪裏，我就往那裏去。我願意將我所
學的事物為主所使用，也願意裝備更多真理。
主求祢使用我！
（粘宇真）
現在這個年紀，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吸引和試
誘來找我們了，然而到底是什麼才能滿足我
們？難道是電影？電玩？電視？漫畫？小說？
明星？還是偶像劇？這些東西，其實我都嘗試
過，但是沒有一樣能完全滿足我。空虛在看完
電影後冒出，在讀完小說後出現，在看完漫畫
後一再地衝擊我，所以到頭來，我所嘗試過的
都無法滿足我。因為神把「永遠」安置在我們

心裏，世上的東西都只是一時的、短暫的，只
有主是永遠的。感謝主！祂何等的憐憫我們，
使我們可以到祂那裏去，得著活水的江河，使
我們永遠不渴；祂自己是生命的糧，使我們永
遠不餓，主是我們的生命，只有祂才能滿足我
這種空虛的感覺，因為我們的人生有祂才有意
義。
（李姿諭）
我最摸著第三篇人生的意義，我們乃是按著
神的樣式造的，所以人生的意義不是問我們自
己，乃是要問創造我們的神。讚美主，雖然人
的生命有許多短缺，但人生的意義乃是基督，
得著祂作我們的生命，因為耶穌對我們說：我
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永遠不餓；
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我也很摸著唱詩歌時，大家釋放靈，唱得很
喜樂，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操練，積極擺上自己
的那一分，整個會場充滿著喜樂的歌聲。希望
從特會回去後還能繼續操練，享受主作我們的
生命。
（陳詠晴）
感謝主讓我能有分於這次台北市召會暑期高
中特會。我很摸著去歐洲開展的呼召，我需要
先將自己奉獻給神，信靠神，相信神，我一生
的道路祂已經為我預備好了，讓我一生為了
主，讓主做一切，我要一生愛主，追求主。
（陳俐伃）
很寶貝這本聖經。聖經是神的呼出，神是靈，
神的呼出就是靈。聖經的話，是靈，是生命。
願神的話成為我的經歷，銘刻我心上。聖經不
僅僅是一本書，乃是我的經歷，我的生命。
（林承怡）
我很摸著這位是神又是人的基督，祂釘十字
架流出寶血與水，血救贖我們，水拯救我們，
如今祂成了賜生命的靈，進到我們裏面，我要
天天來經歷祂。
（張純依）
我要為主去開展，要去開展就要有知識，要
學習語言，我們可能會為主犧牲生命，但這實
在值得。主啊！我要去為你開展，把時間奉獻
給你！
（徐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