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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按部就班成全中幹，抓住契機撒網得人
今年對於新竹市召會的大學服事

福音最適合的時間，就是在轉換的時

而言，即將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我

候。」
（主恢復中劃時代的帶領【五】
，

們可以看見主在各方面都有預備，除

第三十一頁。）

了可容納兩百人聚會、六十二人住宿

今年的新生福音行動可分為三個

的學生中心已順利完工外，各校在教

階段：第一階段為八月二十至二十二

職員與全時間服事者的配搭服事

日的新生命之旅，目前六校報名人數

上，也因著一些新的調整而更密切。

有四十九位，盼能藉著三天兩夜與我

面對即將到來新的學年，大學工作的

們一同的生活，使新生們對福音信仰

服事目前有以下的規劃：

及召會生活有更深刻的認識。第二階

善用學生中心成全校園中幹

段為九月五日至十八日兩週的福音

學生中心除了作為交大弟兄姊妹

節期，各校藉著新生問卷、聖經講

之家的使用外，新的學期盼能在每週五晚上五時

座、歡迎會等各樣的行動，盼能大量尋找平安之

三十分召聚竹苗區各大學的弟兄姊妹們一同來

子，得著後續可牧養的對象。第三階段為十月七

到學生中心用餐相調，接著七時至九時三十分有

日（週四）的六校福音聚會，及十一月十三、十

兩堂系列性的成全聚會。第一堂的內容重在藉讀

四日的全臺初信成全聚會，盼大量收割並使他們

經培養真理追求的胃口，並在靈的運用及為主申

成為常存的果子。

言上奠立根基，第二堂則著重在生命、性格上，

主的僕人說：「我們裏頭最重的負擔，就是要

及新路事奉上的開啟與操練。成全聚會將訂於九

得著青年人；我們該看準這個目標。以作生意來

月十日開始，先有兩週的熱身、相調，歡迎大學

說，這是一本幾倍利的事，我們一定要作。…我

聖徒或渴慕的朋友都來參加。九月二十四日起正

們要得著全島的青年，積極培養青年學生。」(事

式開始成全聚會，盼望藉此使竹苗區的大學生週

奉配搭與愛中洗滌，第十五章。) 盼望眾聖徒能

週來到學生中心，藉由相調經歷身體生活的實

一同參與、為此代禱，多方扶持，在這福音傳揚

際，並藉著週週按部就班、紮實有章程的成全，

的烏魚季節，為主大量得著上好的材料。願主今

使弟兄姊妹們經過大學時期，能因看見神經綸的

年能加增大學聖徒正常主日聚會人數，主日平均

道路，不但有價值觀的改變，更有屬天的構成，

至少能突破到 130 人，往後並期盼每年能在新竹

成為正確的器皿應付主的需要。

大學校園中 呼召六位 畢業聖徒參 加全時間 訓

本學期三階段的福音行動

練，使大學的服事能為著召會成全出更多柱子，

「我們從許多經歷得知，大學生最容易接受福

以承擔主的託付！

（陶建霖）

音的時候，乃是新生入學的第一個學期。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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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恩的終結」三、四篇

我們是神的傑作，(弗二
10)是神的詩章，來發表神
的心意和智慧。當我們在
宗教的範圍裏，就只會看
見規條、儀文、作法，而
忽略了那在我們裏面與我
們調和的那靈，這靈才是
我們基督徒生活的意義。
基督的身體要被建造起
來，就必須每個肢體都被

中，而這樣的經歷還要將我們一步步的作成神
的詩章、神的傑作，讚美主！
保羅在以弗所書三章有一個深的禱告，他屈
膝向父求，願父神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
的靈，用大能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我們藉著信而受浸，得著新生命，這個新生
命不光是新鮮的、滿有活力的，祂更是一個人
位，不折不扣就是主耶穌自己。從前我們都只
知道以魂為人位，活出自己而已；今天我們得
救後，那靈要求我們要隨著主而行，以祂為我

那靈調和在一起；若我們沒有將眼目注視於這
調和的靈，我們就很難跟身邊的弟兄姊妹建造
在一起，世人也因此就看不到神奇妙救恩的彰
顯！
今天我們乃是活在神的經營中，恩典是神這
經營的本錢。在一切我們認為缺乏、達不到的
事上，祂的恩典都要在我們的信心裏成為我們
應時的供應。這是一件何等美妙的事情，我們
能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實化在我們的經歷

們的人位。
今天主不要我們再以我們的舊人位來生活，
祂要在我們的生活中作獨一的人位，因此我們
需要時時操練我們的靈，好叫我們有能力，可
以在生活中讓那靈來作我們的真人位。
我們需要天天、時時、刻刻有像保羅這樣的
禱告：
「父阿，加強我，進到裏面的人裏，願你
得榮耀！阿們！」
(陳榮裕)

每月一書

「神救恩的終結」追求進度

日期

8/09~8/15

8/16~8/22

8/23~8/29

8/30~9/05

進度

一、二篇

三、四篇

五、六篇

七、八篇

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啟用報導

校園福音工作新紀元啟動

感謝主！交大的弟兄姊妹終於在已過一週入
住全新的學生中心，並開始

都服在元首基督的獨一權柄之下，使搬家的過程
順利，在家俱尚未齊全的情形中仍顯得有秩有

同過團體的神人生活。事實
上，當學生們正在搬家的同
時，一些收尾的工程也在進
行，看起來好像是在混亂中
卻有著神的經綸。這一週
來，藉著弟兄姊妹的同心合
意，放下個人的意見，眾人

序。雖然這是一個艱難的開始，卻是一個好的開
始。這也讓我們看見，即使學生中心已開始啟
用，仇敵仍從各方面要攔阻神在青年人身上的行
動。所以我們要受題醒，幾個月前我們是那樣的
為著學生中心禱告並擺上財物，今天我們為著這
個學生中心 及學生工 作的儆醒與 禱告仍當 繼
續，不可停止。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雖然所有的設備正一一的就緒並測試中，但並
不影響弟兄姊妹一般的生活，反而這個環境更能
使青年弟兄姊妹裏面那適應一切的生命得著彰
顯，好向今天世界裏的青年人作相反的見證。而
且，這個週末就有第一個大的學生行動在此進

聖徒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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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是六校的新生命之旅，正好考驗學生中心
各項設施的運作是否正常，弟兄姊妹的配搭是否
同心合意並生機主動。願這個全新的學生中心為
新竹市召會，為基督的身體在大學工作這一面，
立下一個往前的里程碑。
（大專組）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感謝主，于弟兄已經平安度過繞道手術第一階
段，接下去是重要的三個月黃金復健期，振興醫
院在每個病患出院第一次回診時，會為病患做一
次心肺功能的測試評估，再依病患的需要，安排
復健訓練課程，使其心臟重建恢復達最佳效果。
為了讓于弟兄的恢復有較佳的效能，我們決定
繼續留在台北三個月，參加醫師為于弟兄所安排
的復健課程，原本想自找租屋，但不容易，當地
都不願租給短期住戶，於是商請四十四會所的弟
兄姊妹幫忙問？有沒有可能找到短期租屋。感謝
四十四會所的弟兄們，經過交通，剛好目前有一
樓層空著，我們可以去住，地點就在振興醫院側
門，樓層是二樓，到醫院步行五分鐘，非常適合
于弟兄，一路走來猶如詩歌四○五首：一路我蒙
救主引領，陳腐事物何必求？難道我還疑祂愛
情，畢生既由祂拯救？神聖安慰、屬天生活，憑
信我可從祂得；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
必測。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
自六月二十一日住院到七月二十七日出院，雖
然外面有患難，但裏面充滿了主，及從各召會來

網路福音祭司成全訓練報導

的關懷，心受恩感歌頌神，我們何德何能，那能
配得如此眷憐。一切需要主都知道，平時兒女各
忙各的，就在他們的父親需要照顧時，因為正好
是暑假都能陪同，也由衷感謝新竹召會准松桓的
假，從他六月二十七日放假後，就一直陪同直到
七月二十七日出院，二十八日回家整行囊，二十
九日回訓練中心報到。謝謝主，知我每一輭弱，
給與諸多的扶持、安慰及鼓勵。盼望如詩歌三○
四首：從我活出祢的自己，耶穌，你是我生命；
對於我的所有問題，求祢以祢為答應。從我活出
祢的自己，一切事上能隨意，我不過是透明用器
，為著彰顯你祕密。乃是柔軟、安靜、安息，脫
離傾向與成見，讓你能彀自由定意，當你對我有
指點。從我活出祢的自己，耶穌祢是我生命；對
於我的所有問題，求祢以祢為答應。
我們這樣的決定，最放心不下的是造橋召會的
弟兄姊妹，但感謝主，頭份召會已經安排好，每
週會有弟兄們去扶持，相信主有祂的帶領，我們
不在更能顯出肢體的盡功用，彼此扶持在愛中把
自己建造起來。
(造橋 于謝純萍)

抓住時機，發送材料

網路資訊中心於八月四日，在信基大樓九樓首
次舉辦網路福音祭司成全訓練，約有三十位聖徒
參加。訓練內容主要是介紹『水深之處』網站的
基本功能，包括如何建立通訊錄群組，活用 Yahoo

建立電子名單，然後匯入水深之處網站通訊錄；
並且寄發『熱』信，作名單的『群組管理』，考
慮福音朋友的情形，有合適的行動。會中討論熱
烈，眾人躍躍欲試。

及 Gmail 電郵帳號的匯入功能，如何查閱發送記
錄報表並檢視收信反應。多位參加聖徒立即操
作，成功發出第一份電子福音材料。
訓練時的氣氛十分喜樂活潑，服事弟兄也進行
校園新生福音專題交通『當馬路遇見網路』，盼
望各校弟兄姊妹抓住開學時機，得著新生名單，

現在真是福音普及的大好機會！弟兄姊妹若
能善用網路，抓住新生入學的季節，讓國度的福
音超越時空的限制，不間斷的傳送到每位朋友的
信箱裏！八月每週三的上午十點半至十二點都
有這樣的課程，請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轉載台北市召會週訊）

禱告事項
一、二○一○年下半年各大組召會生活人數預算：請
聖徒們為此預算多有禱告尋求，並請各大組彙整
各區晨興、主日、禱告、排生活等預算人數，於
9/10 前 e-mail 至執事室。
二、八人申言小組：請為全召會實行八人申言小組禱
告，盼望各區皆有八人申言小組建立，以加強主
日供應的豐富度。
三、大學新生福音節期：請為 9/5～9/18 大學新生福
音節期能大量得著平安之子代禱。
四、暑期校園行動：請為暑假期間大專、青少年、兒

童等各項行動禱告。
五、學生中心改建工程：請為申請竣工順利供水、瓦
斯代禱。
六、學生中心及弟兄、姊妹之家入住：請為各校新學
期能有更多有心願入住弟兄及姊妹之家學生代
禱。
七、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4 區周欽錫(肺癌轉移受控
制代禱)、403 區胡家瑞(為肝臟移植術後恢復代
禱)、106 區邱德雄(為鼻咽癌不繼續擴散代禱)、
305 區馬呂月妹(乳癌轉移受控制代禱)。

報告事項
一、大學新生命之旅集中擘餅聚會：8/22(主日)17:00
～18:30 大學聖徒於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位於交
大旁)有集中擘餅聚會。
二、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暨八人申言小組訓練：
8/31(二)19:30～21:30 於仁愛會所舉辦，請聖徒準
時與會。(請佩戴名牌並攜帶晨興聖言)
三、竹苗區姊妹聚會：8/28(六)19:30 於仁愛會所舉行，
主題：
「姊妹愛的服事」
。歡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請攜帶新舊約恢復本聖經)
四、青少年家長座談：8/28(六)15:30～17:00 於仁愛會
所舉辦，歡迎青少年家長、服事者、家中有青少
年的家庭、所有關心青少年的聖徒於 8/26 前向各
大組青少年服事者報名。(詳閱通啟)
五、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聚會：原訂 8/29 日改期至
9/5(主日)15:00 於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召開。
六、竹苗區聖徒追求秋季班：9/9(四)～12/16(四)每週
四上午 9:00～11:30 於仁愛會所三樓舉辦。分為
兩條線追求，一、讀經追求（預定追求歷代志上、
下）；一、書報追求（為著實際真實召會生活享
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神救恩的終結、事奉者

新竹市縣眾召會

的資格追求與學習等三本書報），全程免費。歡
迎聖徒踴躍報名參加。 (詳閱通啟)
七、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第一梯次 10/18(一)～
10/20(三)、第二梯次 10/21(四)～10/23(六)、第三
梯次 10/25～10/27、第四梯次 10/28～10/30 於中
部相調中心舉辦(竹苗區姊妹參加第一及第二梯
次)。費用：第一梯次每人 1,000 元，第二梯次每
人 1,200 元，請於 9/6 前報名並繳費。(詳閱通啟)
八、全台初信成全聚會第九梯次(第一及第二學程)：
11/13(六)10:00～11/14(主日)12:00 於中部相調中
心，費用每人 700 元，請於 10/24 前報名。(或額
滿為止)。
九、書房報告：聖經電子研讀版豫約：定價 2,000 元，
豫約價 1,200 元；MP3/CD+手提音響豫約，定價
4,215 元，豫約價 3,000 元，截止日期：9/10。
十、朱正明弟兄安息聚會：謹訂 8/22(主日)13:30 於仁
愛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十一、柯是匡弟兄追念聚會：謹訂 8/29(主日)15:00 於
花蓮高中體育館舉行(花蓮市民權路 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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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組

大區

12
37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8/23(一)
9:30竹苗區同工
大學新生命之旅 全時間交通於北
埔會所
19:30少數負責弟
兄召聚專項交通
各大組讀經追求 聚會
8/30(一)
8/29 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全台大專期初特
全台大專期初特 會2
會1
8/22(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8/24(二)
8/25(三)
8/26(四)
8/27(五)
秋季全台同工訓練 秋季全台同工訓練 9:00年長聖徒聚會 秋季全台同工訓練
1
2
秋季全台同工訓練3 4
全台同工長老聚
會1
排聚集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8/31(二)
9/01(三)
9/02(四)
9/03(五)
全台大專期初特
9:00年長聖徒聚會
會3

全召會禱告事奉聚
19:30少數負責弟 會暨八人申言小組
兄交通聚會
訓練3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8/28(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同工長老聚
會2
19;30 竹苗區姊妹
聚會於仁愛會所
9/04(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青職特會於
台中復興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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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不住的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七至十八節：｢要常常
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
督耶穌裏對你們的旨意。｣就著一般人的領會，
禱告就是告訴神我們所想的；而不住的禱告就是
保持與神不斷的說話。但我們若深入不住的禱告
屬靈的真意，並稍微了解帖撒羅尼迦的聖徒在保
羅寫這封書信給他們時的屬靈情形，就不僅無法
在禱告的事上給自己有藉口退縮，反而會帶領我
們進入禱告更深的經歷。
新約第一次題到禱告是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
節，主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
人禱告。｣按著天然人的反應，對仇敵能不報仇
就已相當難得，但主竟叫我們要愛我們的仇敵。
怎麼知道我們愛仇敵呢？按上下文看，應當就是
為我們的仇敵禱告。這裏不是叫我們咒詛我們的
仇敵，而是為他禱告，這絕非人天然的生命可以
辦到。是的！主正在教導我們甚麼是禱告；禱告
就是否認己，叫我們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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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期
迦前書時，在那裏的召會應當也成立最多不超過
二年的時間（徒十八 1，5，11。）五年之後保羅
寫信給哥林多的召會，他只把他們當作是屬靈的
嬰孩（林前三 1，）他們不只是屬魂的（二 14，）
屬肉體的，甚至是屬肉的（三 1。）五年之前，
在當時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最多不過得救二年，而
五年之後，哥林多的信徒至少也已得救三、五
年；按相對的年日以及保羅在這兩地服事的時間
長短來看（不是按時間的前後，）似乎哥林多的
信徒應當較為成熟，但在保羅眼中卻仍只是屬靈
的嬰孩，而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卻能讓保羅對他們
說：｢不住的禱告，｣也就是要他們不住的否認
己，常常不信靠自己。由此可見，信徒屬靈生命
的成長，不是看得救年日的長短，乃是在於神，
惟有神叫人生長（林前三 6，）當然也在於信徒
個人的追求。
保羅乃是說：｢不住的禱告，｣因此，就不是指

而禱告也就是來到神面前。當我們到神面前來
的時候，根據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我們必須信
有神，按原文更達意應當是信神是。神是的反面
就是我不是。當我們信神是的同時，必須宣告：
｢我不是。｣我不是就是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保羅
的宣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意思就
是我們不再信靠自己，自己的能力，和一切出於
自己的事物。若我們都否認己，同時不信靠自
己，那神真是要得榮耀，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也
要完全成就了。

一次的否認己，在一件事上不信靠自己，而是｢
不住的｣，不停止的，不給自己任何機會體貼己，
使用自己的天然能力。這的確需要我們竭力操
練，在這事上儆醒。禱告也是屬靈的呼吸，將自
己呼出，將神吸入，而最簡單的路就是呼求主的
名。在這個處處都在輕視、羞辱主名的世代中，
讓神的兒女藉著不住的呼求主名，不住的禱告，
讓主的名得高舉，讓主從我們身上得彰顯。一個
年幼如帖撒羅尼迦的召會能有度量接受保羅的
勸勉－不住的禱告，相信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亦
可接受同樣的勸勉，並殷勤操練，直到成為我們

帖撒羅尼迦的召會是保羅在不到一個月的時
間內建立的（徒十七 1~2，）而保羅寫帖撒羅尼

日常的生活，好成就神在基督耶穌裏對我們的旨
意。
(盧正五)

舊約讀經心得

神的僕人

以賽亞書五十二章十三節至五十三章結束，論
到「神的僕人」，正如五十二章十三節開頭的呼
喊，
「看哪！我的僕人」
。我們要認識聖經，瞭解

神的旨意，清楚祂的救恩，明白祂的工作，非確
認、熟識聖經中第一主角–神的僕人–「彌賽亞」
不可。因此，這段短短十五節的經文對我們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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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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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它或許是全本聖經描寫，也是豫言彌賽
亞–基督生平最仔細的一段聖言，值得我們一再

段（4～10 上，12 下）
；三、基督復活的階段（10
下～11）
；四、基督升天的階段（12 上）
。整章乃

品味，詳細推敲、琢磨，就如彼得說的，「就是
考察在他們（舊約申言者）裏面基督的靈，豫先
證明那要臨到基督的苦難，以及後來的榮耀，所
指明的是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彼前一
11）。
五十二章十三節的豫言在主耶穌身上已全然
應驗：從祂出來盡職那天起，就行事精明通達，
為耶和華所喜悅（賽五二 13 上，五三 10 下，太
十一 19 與註 3）。神所喜悅的，首先乃是子要上
十字架，替神所揀選的人受死（太二六 39，來十

是在基督第二次來時，那要得救的以色列家所作
的承認（亞十二 10，羅十一 26～27）。那時他們
要承認五十三章的內容，這章對他們必富有滋
味。
先談第一階段–基督成肉體。二節開頭，原文
有一連接詞「因」，說明一節沒有人相信關於基
督的傳揚，並接受神膀臂的顯示的原因。二至三
節就是論到基督這位成為肉體的救主，過著低
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使祂完全彀資格作救
贖主和拯救主，以拯救墮落的人脫離撒但、罪、

5～10）
；然後祂要從死人中復活，使神千萬的子
民得重生，成為神的眾子。（彼前一 3，約二十
17）這是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行事精明所憑藉的
智慧。自從耶穌升天以來，祂仍一直在這地上行
事精明且有智慧；凡祂所作的盡都亨通。基督也
已經受尊崇，達到第三層天，達到神的右邊，
（腓
二 9，來四 14，七 26，八 1。）祂也已經被高舉。
在祂受尊崇，被高舉之前，基督先降為卑。（賽
五二 14，五三 1～10 上，腓二 8）接著十四、十
五節豫言到耶穌的外貌和所是，令猶太人驚訝；
也使許多（外邦）國民驚奇，君王要因祂閉口，

死和己。（來二 14～18，太一 21，羅八 3，提後
一 10，太十六 24～25）基督在祂的人性裏生長不
像大樹，乃像耶和華面前微小、柔弱的芽（嫩
芽）
，長在艱難的環境（乾地）
；這包括祂生於貧
寒之家，住在受藐視的加利利地區受藐視的拿撒
勒城。總之，基督「這人主要的不同點，乃是祂
的一生滿了痛苦的際遇」
（Keil and Delitzsch， 科
爾和戴理茲）。基督是完整的神，由耶和華的膀
臂（賽五三 1，五一 9，五二 10）
，就是神的能力
（林前一 22～24）所表徵；祂在祂的成肉體裏（約
一 1，14，提前二 5 下）
，成了完全的人，由多受

因為祂所是的，與他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人必
驚奇，像基督這麼偉大的人，實際上竟是一個微
小的人，住在受藐視的加利利境內，受藐視的拿
撒勒城內一個貧寒的木匠家裏，並且被棄絕，被
擺在十字架上釘死。
（賽五三 2～10）而所謂未傳
述與他們，他們必看見、聽見並明白的事，就是
下面五十三章所傳並啟示，照著新約的福音，關
於基督成肉體、釘死、復活和升天的事。
五十三章一節曾在新約被約翰及保羅引用。
（約十二 38，羅十 16）其中所傳的是指舊約申

痛苦的人所表徵。
關於第二階段–基督釘十架，在申言者的傳揚
與耶和華的顯示裏，基督被啟示為釘十字架的救
贖主，為我們的過犯（罪）將自己獻上，以完成
耶和華永遠的救贖（賽五三 4～10 上，來九 12），
使基督裏的信徒得蒙救贖（罪得赦免—徒十 43，
得稱義—徒十三 39，並與神和好—羅五 10）
，結
果 在 基督 復 活裏 得與 基 督 有生 命 的聯 結（ 10
下），這復活的實際乃是賜生命的靈。（約十一
25，林前十五 45 下，羅八 11）四節裏的憂患（疾

言者傳揚新約經綸裏新約的福音，但無人相信他
們所傳的。他們所傳的是根據神的顯示，就是基
督作耶和華的膀臂，作大能的救贖主。（見賽五
一 9 註 1）所傳的並顯示的，都是論到基督作耶
和華的僕人（五三 11 下）。
五十三章清楚說到基督的四個階段：一、基督
成肉體的階段（2～3）；二、基督釘十字架的階

病）和痛苦，就像過犯和罪孽（5）是來自罪；
因此，這些也需要基督的救贖（太八 17 與註）。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神審判時，神將我們一切的罪
孽都放在祂身上，那一刻祂擔當了我們的疾病（6
下，彼前二 24）。而人總以為基督必定有甚麼地
方錯了，所以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8）
他們不明白基督是替我們死，代替我們這些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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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9，11 下，12 下，林後五 21，彼前
三 18 上）
。這點清楚啟示在第五節。笫六節前半

生命的靈，作是靈之基督的實際，為要藉著分賜
生命而繁增（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17）
；二、作

主要是指主回來時猶太人的光景；而後半卻包括
所有的人。當神在十字架上審判耶穌時，祂將我
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使耶穌那時在神的
眼中，成為惟一的罪人。（太二七 45～46 與 45
註 1，46 註 2）基督的死不僅僅是被人殺害（徒
七 52），也不是殉道，乃是神按著祂的律法，親
自執行的。因此，祂作罪人的代替，完成了代替
的死（彼前三 18）
，這死照著神的律法是合法的，
並且是神照著律法所承認並稱許的。至於第七節
在福音書中多次被引用，是說到在基督為罪人的

為居首位者，就是在萬有中居首的一位，基督成
了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神的新造有新生的
起頭，並使基督成為身體的頭（西一 18，啟一 5
上）；三、作為神而人者，基督在祂的人性裏由
神所生（徒十三 33），成為神的長子，兼有神性
和人性，作為模型，使許多兒子模成祂的形像（羅
八 29 下）；四、作為復活的生命（約十一 25），
基督重生了祂所有的信徒（彼前一 3）
，使他們成
為祂的弟兄，就是神許多的兒子（來二 10 上，
11 下～12，羅八 29 下，約二十 17）
，他們是神家

代死裏，祂被欺壓，受苦害，像羊羔被牽去宰殺，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被剪而無反應。（徒八
32，太二六 62～63，二七 12，14）八、九節說到
耶穌被誤解，遭惡待：然而十節上半，卻明白指
明主所遭遇的，是耶和華神所喜悅的，也是基督
使自己(原文作祂的魂；十一節的「自己」同），
成了為著罪的祭。所以基督自願成了為著罪的
祭，這不是指贖罪祭（利四），乃是指為著全部
的罪—為著過錯、錯誤、罪愆、過犯、惡行和罪
孽—的祭（約一 29）。
進到第三階段–基督的復活，也就是在復活裏

中的人，成為神的國（弗二 19，加六 10）
，和神
寶貴的基業（弗一 11）；五、作為一粒麥子，基
督成了許多子粒（約十二 24），這些子粒就是祂
的擴增（約三 30）
，也是祂身體—一個餅、召會—
的組成分子（林前十 17，弗一 22～23）；六、藉
著祂釋放生命的死，並祂分賜生命的復活，基督
產生了團體的後裔，作為祂的魂勞苦的果效；祂
在祂的復活裏必看見這後裔，便心滿意足（賽五
三 10 下～11 中，參加三 29）
；七、作為信徒的生
命，復活的基督乃是新人的一切肢體，又在一切
肢體之內。（西三 10～11）基督要看見召會，並

的基督。十節後半這裏的後裔是團體的後裔，就
是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由基督作那一粒麥子而
死，並藉著祂繁增的復活所產生的許多子粒，就
是所有的信徒所組成的。
（約十二 24，彼前一 3）
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乃是復活的賜生命者，就
是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6，17），
產生了一個後裔，以建造祂的身體作祂的延續，
使耶和華喜悅，並使基督得滿足。今天基督乃是
藉著活在祂的信徒裏而延長祂的年日。（加二
20，見徒二八 9 註 1）祂的信徒作祂的身體，就

以召會為滿足，也要使許多認識祂（那義者）的
人成為義的。因此，本節既是指在復活裏的基
督，所以使我們成為義的，不僅僅是客觀的稱義
我們，乃是藉著祂作復活的生命活在我們裏面，
以及我們活祂，而主觀的使我們成為義的。（太
五 20 與註 1，羅五 19 與註 1，林後五 21 與註 4，
腓三 9 與註 6）
末了第四階段–基督的升天。十二節上半說到
基督在祂的升天裏。至大者與至強者是指神。在
基督的升天裏，神使基督與神這至大者同分，基

是祂的延長。神的喜悅（弗一 5，9，腓二 13）
乃是要看見許多兒子，由祂而生，成為基督的肢
體，構成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團體的彰
顯。這完全在於基督的死與復活。至於十一節中
基督的魂勞苦的果效，含示一切在基督的復活
裏，並藉著基督的復活，所產生的項目如下：一、
作為經過過程者，就是末後的亞當，基督成了賜

督也與神這至強者均分擄物。而擄物指明打了一
場仗。基督在十字架上並在復活裏打了仗，贏得
勝利，從撒但取得擄物。
（見弗四 8 註 2）在基督
的升天裏，有一個基督勝利的展示，分享基督得
勝所取得的俘虜、擄物。基督這位升天的得勝
者，與神這位至大者並至強者均分祂得勝的擄
物。（詩六八 18 與註 3）然後基督就將這擄物賜

給召會，作為建造基督身體的恩賜（弗四 8 下，
11～12 與 8 註 3）
，這是為要完成耶和華所喜悅的

己也甘願作這樣的祭。祂使自己成為那祭（10
中），並且為此將命傾倒。（約十 17～18，來九

事，這些事照著神的心意和計畫，必在基督的手
中亨通。
（賽五三 10 下）所以致此，是「因為祂
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且被算在罪犯之中；惟獨
祂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12 下）這
裏的「命」原文作「魂」。人、神和基督，都參
與了基督的釘十字架。人所作的是殺害，殺死（徒
七 52），但神乃是施行合法的審判，以基督為合
法的代替者將祂殺死，使基督能為罪人完成代替
的死。（賽五三 6 下，10 上）不僅如此，基督自

14）
總結而論，本段經文啟示基督作耶和華的僕
人，不是在舊約的經綸裏，乃是在新約的經綸
裏；這就是說，祂是神成為人，死而復活，成為
賜生命的靈，進到祂的選民裏面，並成了內住的
靈住在他們裏面。哈利路亞！早在主耶穌誕生前
約七百年，以賽亞已用豫言的方式，周詳、全面
且在新約經綸裏，將祂完整地啟示出來了。（本
篇信息大部分錄自恢復本註解）
（董傳義）

得勝生活訓練蒙恩見證(二)

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參加得勝生活訓練出門前爸爸提醒我，晚上
記得打電話回家，但是我一到了會所後就和同
伴匆匆忙忙的去放行李，之後就開始聚會。雖
然在聚會時我有想起要打電話回家這件事，但
是因著不想打岔享受詩歌的時間，所以我還是
選擇繼續用靈唱詩歌。果然，聚會結束之後，
爸爸就很生氣的打電話跟我說，叫我週六早上
十點以前回家，我聽完電話後，眼淚彷彿關不
掉的水龍頭一樣流不停。這時我的服事者安慰
我，叫我冷靜下來跟主禱告，求主賜給爸爸一
顆溫柔的心，讓我留到結束再回去。一直到了
隔天早上，我的害怕都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
加增，不敢打電話回家。但我的服事者又陪我
禱告，就感覺主耶穌與我同在，使我不再害怕，
就鼓起勇氣打電話，沒想到主耶穌真的憐憫
我，讓我能訓練直到結束。
接著是我第一次參加福音遊行，一開始覺得
有點膽怯，但後來我覺得我們是被神聖別出來
的一班人，要來彰顯神的榮耀，不應該太在意
別人對我們的眼光，就能夠有信心，勇敢的走
出去傳揚福音。
在信息中，我最摸著的就是要全然奉獻給
主，一生為主作工，傳揚主的福音。我們既然
相信主，就要進入神的國，成為神的兒女，作
主瘋狂的愛人。
(竹南 趙雅琪)
這次的信息說到要把自己奉獻給主，以前我
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我要把什麼奉獻給主，今
天我們在分組禱告時，我就向主說：
「主，我願

意把我的心思和口奉獻給祢」
。我也求主耶穌幫
助我這個罪人，使我為主耶穌傳福音，也讓我
的同伴可以一起愛主。
在三年級的時候，我向最好的朋友雅琪傳福
音，三年多來，她跟著我過召會生活直到如今，
之前她曾受感動想要受浸但就是沒有行動，我
的家人也常常為她禱告，感謝主！她今天受浸
了，得著了又真又活的神，成了又新又活的神
人，她是主給我最好的同伴，願主保守她一生
跟隨主。
(竹南 蔡新靈)
在這次的訓練中，我最摸著的是把自己奉獻
給主，把心思奉獻給主，希望我能時時思想主
的話、主的真理，並藉著我的口，把主的真理
傳揚給人，讓人得知這美好的福音。其次，今
天我們國中第六組一起查經，我覺得這真的要
分工合作，互相扶持，因為有時候翻聖經沒翻
到或是沒抄到答案就要問其他人。我感謝主讓
我能來到這次的聚集，真的是受益良多。
(竹南 陳薔)
召會不僅是神的家、神的殿，更是基督的身
體，而我們都是這身體的肢體。因此必須互相
供應才能使召會更加包羅萬象，因為肢體不能
單獨，一旦單獨，肢體就會枯乾，惟有互相供
應才能生存。而且一人來享受主比許多人一起
享受主，不但堅定持續，而且貧乏多了！因此，
我要常常和同伴一同來享受召會的豐富。
(竹南 鄧心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