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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耶和華的

必重新得力

青職相調特會及主今日的說話
2004 年，因著美國相調同工弟兄，將新澤西州
華語學生成全訓練帶回台灣，當時造成台島在職
青年一波大的復興。成千的青年人，將他們一生
奉獻給主和這一份職事。今年，在新澤西州華語
學生成全訓練後，聖靈又藉著同工與負責弟兄們
在聚會中的說話，致使全台眾召會及同工間有和
諧一致的負擔，並且對在各處召會的青職聖徒們
有一共同負擔，盼望九月初的青職特會能邀到一
萬在職青年，一同進入主今日的說話。目的是希
望這些在召會中未來承接託負的中幹，能恢復過
一個團體神人的生活，起來為著主甘心獻上自
己，天天晨興，追求主話並接受負擔傳福音，開
展國度成為召會中的得勝者，至終能將主迎接回
來。
就在聖徒同心合意的禱告，及聖靈的感動中，
眾召會普遍邀約青職聖徒參加相調特會。感謝
主！各地召會都在極短時間內，達到當初所設定
目標，就像詩篇所說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我
們真能見證這位奮力活動的神，今天仍然在人的
行動中行動。在新竹這裏也是如此，聖徒響應這
呼召，數天後報名就由原本 120 人增至 361 人，
超過了我們所求所想的。主不但在 9 月 4 日將人
帶來，也在安排服事聖徒一切細節上，豐富的與
我們同在，使我們順利的在特會中領受祂今日的
說話。
青職聖徒在流中愛裏的回應
在特會中所唱的副歌，
「神的飛鷹，展翅翱翔，
直到錫安，永遠同主作王」，正說出神永遠的定
旨，要成為青職聖徒們的榮耀定命。他們的定命
是榮耀的，他們不是活在地上的小雞，而是翱翔

期
如鷹展翅上騰

在復活升天裏神的飛鷹。經過特會，飛鷹的巢窩
已經被聖靈攪動，聖徒們需要起來與神的行動配
合，完成神永遠的定旨。此次新竹召會有 192 位
青職聖徒也受主愛的呼召，自動將自己獻給主。
答應天天過一個規律正常的生活；有的願意每天
操練晨興晚禱，週週出外訪人；有的願意天天追
求生命讀經信息，及研讀恢復本聖經；有的願意
分別主日、小排的時間，參加聚會；有的願意將
家打開，接待聖徒；有的對福音有負擔，願意奉
獻自己去接觸福音朋友，在年底前結常存的果
子。這道奉獻的流，不是出於任何人的鼓動，乃
是受那靈的感動，所帶進青年聖徒在愛裏的回
應。他們對主的奉獻，絕不是一件小事，主都記
得，也聽到這事，並且使祂喜悅。他們澆在主身
上的，不是枉費，乃是馨香的見證，見證祂的甘
甜。
找著活力同伴，不斷藉著更新奉獻，天天晨興，
週週小排，過團體的神人生活
對這些靈裏焚燒的青職聖徒，我們服事者當如
何成全幫助他們，使他們的火在祭壇上一直燒
著，不致熄滅？這是我們該考量的。青職聖徒容
易靈裏火熱，但也容易因著生活上的挫折，將火
熄滅。青職聖徒常在讀書、出國、全時間、婚姻、
工作及服役的關口上，受到考驗。每次面臨關口
時，除了他們要將自己重新的奉獻給主外，也要
過奉獻的生活。他們需要同伴，過喫喝享受主的
生活。他們在晨興的實行上，需要老練的區負責
來關心他們，為他們找尋適當的同伴，用合適的
材料，維持他們天天的享受，使他們一直活在主
面前。每當他們遇有風暴來襲時，小排的弟兄姊
妹必須成為他們的避風港，為他們代禱，將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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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榜樣，見證在他們面前。鼓勵他們等候主，學
習憑信往前，使他們在生命上，因著話語的供應
得加強，而逐漸成長。更要鼓勵他們學習事奉
主，將同事或朋友帶進小排，常常向人傳講福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2010.09.12

音，見證真理，被靈充滿。對他們最好的牧養，
乃是作他們的榜樣，陪著他們一同實行。最後求
主記念這些已經奉獻的聖徒，使他們的心願得以
實現。
(張振雄)

「為著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
－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第一篇

第一章說到神將祂兒子啟示在我們裏面，使我
們蒙拯救脫離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我們需要除去
我們的帕子，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觀看並返照

勤奮的祭司。
在實際的召會生活中，我們容易受宗教打岔，
偏離對基督的享受，落入傳統和規條中。宗教使

這活的、內住、並變化人的一位，花時間與祂有
美妙、直接的交通。我願意倒空自己，再來經歷
這位內住的基督，使我有實際、真正、真實的召

人為著神、敬畏神、並敬拜神。然而宗教卻離了
基督，也沒有基督的靈，宗教成為遮蔽我們眼目
最強、最厚的帕子，使我們看不見基督，看不見

會生活。
我們的召會生活不像蝴蝶，而像蜜蜂。蝴蝶常
單獨行動，展示個別獨特的美麗。而蜜蜂不喜歡
單獨，牠們偏好來在一起。我們像蜜蜂一樣喜歡
來在一起，因著我們裏面都有基督這同樣的生
命，這生命使我們都深深渴望與其他聖徒在一
起，成為神所要的召會。

神旨意和召會。所以無論一件事有多好，只要基
督不在其中，那就只是宗教。當我們讀經或禱
告，只要不在靈裏，不在基督裏就是在宗教裏。
這題醒我們要操練靈，運用靈，在靈裏來作，這
會使我們成為不一樣的人。
我們需要撇棄宗教式的召會生活。就如這次全
臺青職特會，經過靈裏焚燒，我們幾位弟兄們一

在已過週一晚上愛筵青職，用餐中交通彼此工
作的情形，得救的經歷。深深覺得我們要更多來
在一起，彼此關心、晨興、互相代禱、一同追求
主話。我們更要像蜜蜂一樣，一同配搭同作福音

起出去，將自己更新奉獻給主，願意過天天晨
興、週週聚會、出去看望、開展校園的生活。並
趁著下週大學開學時相邀一起去校園門口接觸
學生，邀請福音朋友參加福音相調。 (張文鐘)

每月一書 『為著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靈』追求進度
日期

9/6~9/12

9/13~9/19

9/20~9/26

9/27~10/3

進度

第一篇

第二、三篇

第四篇

第五、六篇

大學福音節期蒙恩報導

聖靈大風吹動！福音凱歌響起！

已過一週大學各校新生的福音行動中，我們經
歷聖靈厲害的工作，主的祝福遠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以下是各校的蒙恩概況：
清大：於 9/5 晚上接連幾天宿舍叩訪，並於 9/8
號配合新生體檢問卷，兩天新生迎新茶會，共計
56 位新生與會，其中有好幾位是已參加新生命之
旅，已相當認同基督徒信仰。也遇見幾位尋找教

會的新生，並有人詢問後續的活動，十分肯定我
們的活動，讚美神！動了善工，許多新生願意與
我們有後續的接觸；也有同學願意參加讀經小
組。
交大：9/6～9/8 共三天晚上，先有守望禱告，
再有團體爭戰禱告，然後到宿舍叩訪邀約，眾人
配搭如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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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茶會由認識我們這群喜樂基督徒開始，藉
著唱詩、學長姊主觀經歷的見證，並介紹甜美的
召會生活，使新生們看見在校園裡有一班清心呼
求主名的青年人，作與這世代相反的見證。結束
後還有一些新生留下繼續談話，說我們真像一家
人。這次新生總共來了 120 多位，許多同學願意
參加我們後續的活動，一同讀聖經。
竹大：9/4 及 9/6 弟兄姊妹們到宿舍叩門邀約新
生，兩場新生茶會共有 125 位的新生，第一場就
來了 86 位，但因場地狹小的緣故，會後無法深
入陪談，便緊急出動社區聖徒邀約隔日來到家中
愛筵。由於與會人數超過預期，在職聖徒立即全
力配上，飯食預備最後如同主在分五餅二魚一
樣，豐富有餘！

印度來鴻

中華：在 9/5 早上於校園擺攤。我們的社團陣
容是最堅強的，不僅有本校學生，他校學生，本
校教職員，還有一大組許多社區聖徒配搭，非常
喜樂。有些在職特地請假而來，深感激勵。發問
卷訪人及歡唱詩歌的過程中，甚至有幾位學生主
動趨近攤位詢問，願主繼續吸引他們。
元培、玄奘：十多位的聖徒配搭宿舍叩訪，其
中有一位家長照著單張打電話請求照顧他的兒
子，隔天元培弟兄就邀他來學生中心吃晚餐、家
聚會。有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但他們知道有一個
地方是安全的，是可以放心的。
請聖徒繼續為下週各校的福音行動代禱（參閱
報導 3），但願藉著全召會的同心合意的配搭，
使我們能得著更多清心愛主的青年人 （大學組）

新德里訓練中心蓋造交通

新竹奉獻款：100,000 美金約等於 4,600,000 印
度盧比。總工程款約為 500,000 美金。（原為
350,000，後考量建築之實用性及功能完整性，決
定加蓋二樓，另需約 150,000 美金。）
奉獻款主要用於：地基及地下室結構之蓋造。
地基：特別加強使其具防震效果。
地下室：
一、面積：約 122 坪
二、用途：訓練中心之主會場

三、容量：500 人
四、特色：柱子位於四圍；於北印度之氣候，具
冬暖夏涼之優點。
目前蓋造進度：已完成一樓之結構，正在進行
二樓蓋造（整個建築為地下一層，地上兩層）。
二樓主要功能為訓練服事者（家）套房、辦公室、
學員姊妹房間。
蓋造進度較預期落後，盼望於十月中旬能遷入
使用。
(印度開展弟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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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期初福音行動一覽表
學校

新生茶會/歡迎會
9/13,9/14,9/16

聖經講座

中秋節 9/22 六校福音聚會

清大 17:30~18:30

9/15
17:30~18:30

交大

9/13,9/15 18:00~19:30

竹大

9/16,9/20

烤肉相調

中華 9/16 18:30~20:00

9/29 18:30~20:30

烤肉相調

9/14,16:30~18:30 二大組單數區聖徒配搭
9/15,16:30~18:30 二大組偶數區+青二區聖徒配搭

福音收割
16:00
+烤肉相調

元培
玄奘

9/13 12:00~13:00、
16:00~17:30
發社團文宣／傳福音

邀到元培

烤肉相調
同四大組外出
相調

10/7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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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163
227
交通中
593

332
254
344
交通中
930

136
88
138
交通中
362

239
230
263
交通中
732

節期能大量得著平安之子 並且有後續牧養 代
禱。(詳見報導 3 六校期初福音行動一覽表)
2、請為大學校園福音及核心成全禱告。
四、青少年代禱事項：請為 9/11(六)18：30～21:40 於
新光會所開始每週六實施之讀書園及成全蒙恩
禱告。
五、青職代禱事項：請為青職特會後蒙恩開展禱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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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區黃
熊詩芸(為身體復原和腹中胎兒穩定代禱)

一、二○一○年下半年各大組召會生活人數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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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代禱事項：1、請為 9/5～9/18 大學新生福音

報告事項
一、區負責成全交通聚會：9/18(六)9:00～12:00 於
仁愛會所舉行，請各區區負責弟兄參加。(中午
會豫備餐盒，費用請自由奉獻)
二、青少年期初福音：9/19(主日)10:30 於仁愛會所
二樓舉行，請鼓勵青少年及其朋友、同學踴躍參
加。
三、兒童讀背經展覽：(進度：雅歌、以賽亞書)
9/25(六)10:00～12:00 於仁愛會所二樓舉辦。請家
長把握時間陪伴孩子一同讀背經並豫備本次讀
經的申言稿。需讀背經進度表、注音版經文者可
至「兒童組美地」網站下載。
四、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9/28(二)19:30 為全召
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於仁愛會所。
五、兒童排成全訓練：10/2(六)16:00～19:30 於仁愛會
所舉辦。費用：大人 100 元(餐費及雜支)、兒童
60 元(餐費)，歡迎兒童服事者、有心願開排聖徒
及家長參加，請於 9/30 前向賴林芳祺姊妹報名
0921-090805。(詳閱通啟)
六、新竹市召會手語學習營：10/3(主日) 13:15～14:45

新竹市縣眾召會
大區
主日聚會
禱告聚會
排生活（人次）
晨興(人次）
兒童排數
兒童人數

開始於仁愛會所三樓舉辦，規劃八堂初階課程
(日常手語、屬靈用語、手語詩歌、手語翻譯)，
歡迎對手語有興趣者報名參加，請於 9/30 前向執
事室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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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區於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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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林春菊姊妹追念聚會(四大組魏世忠弟兄母
親)：9/18(六)9:00 於頭份鎮召會會所(東興路 165
巷 24 號)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8 月 30 日 至 2010 年 09 月 05 日

一
大組

二
大組

三
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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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125
191
216
12
45

228
72
143
112
7
19

307
109
195
170
16
76

246
81
175
148
7
50

1092
387
741
646
42
190

76
44
49
59
－
－

160
29
30
47
－
－

110
33
117
62
－
－

96
28
139
61
－
－

56
12
60
24
－
－

54
14
33
29
－
－

14
7
16
6
－
－

53
12
70
42
－
－

37
11
20
30
－
－

10
7
12
11
－
－

430
124
467
265
－
－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9/12 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週
下
週

9/13(一)

9/14(二)

19:30擴大負責弟
各大組讀經追求 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9/21(二)
9/20(一)
9/19 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0:30 青少年期初
福音
19:30負責弟兄交
各大組讀經追求 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9/15(三)

排聚集
9/22(三)

排聚集

9/16(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9/23(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
求
排聚集

9/17(五)

排聚集
9/24(五)

排聚集

9/18(六)
大組核心交通
9:00區負責成全
交通聚會
9/25(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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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這更大的事

約翰福音中，主耶穌曾三度提及「比這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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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期
生命，不至於受審判，乃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事」（約一 50，五 20，十四 12），來強調將來門

（24）「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

徒要看到或實行比當時的事更重大的事。這裏

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因為父怎樣在

「更大」原文的意思不只重大，也有偉大的含

自己裏面有生命，就賜給子也照樣在自己裏面有

意。下面將此三處聖經擺在一起交通，或可更明

生命；並且因為祂是人子，就賜給祂行審判的權

白主的意思，更認識神經綸的中心。

柄。」（25～27）這幾節是對活人（二十五節的

首先一章末兩節，主耶穌對認出衪是神的兒

死人不是指肉身死了的人，而是指靈死了的人；

子，以色列的王的拿但業說，「因我對你說，我

因此後面的活了意指靈裏活過來）說的；而對死

看見你在無花果樹底下，你就信了麼？你將要看

人（指肉身死了的人）
，主接著說，
「因為時候將

見比這更大的事。

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就出來；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

行善的歸到生命的復活，作惡的歸到審判的復

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約

活。」（28，29）這是千年國之前，得救信徒的

一 50，51）顯然這裏主所指比看見衪是神兒子、

復活（啟二十 4，6，林前十五 23，52，帖前四

以色列的王更大的事，是衪是「天梯」將天向地

16）。已死的信徒要在主耶穌回來時復活，享受

開啟，將地聯於天。這是雅各夢（創二八 11～22）

永遠的生命；因此，稱為生命的復活。審判的復

的應驗，更是伯特利–神的家的開端。就神經綸

活是千年國之後，滅亡之不信者的復活（啟二十

而言，這的確比只認識主是神兒子–有神生命

5，12）
。所有已死的不信者，都要在這一千年之

（所是），和以色列的王–代神掌權（所作）來

後復活，並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判（啟二十 11

的更摸著中心，當然是「更大的事」。

～15）。因此，稱為審判的復活。在本章，二十

其次，在五章十七節主論到自己的工作時說，

四至二十六節說到靈的點活，二十八、二十九節

「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五 17）又

說到全人（包括身體）的復活。顯然前者是主第

說，
「子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

一次來所作成的，而後者是主第二次來將要作

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19 下）

的。就神經綸而論，這是主救贖工作的總結，當

清楚表明自己作工的原則，順服、跟從父，且在

然是「更大的事」了。

父裏作。然後接著說，「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

末了，來到十四章七至二十節，主啟示神經綸

一切事指示祂，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示祂，叫

的核心，就是三一神將衪自己分賜到信徒裏面。

你們希奇。」那麼什麼事是父指示的比這更大的

在衪對腓力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事？應啟示在下文中，就是生命和審判的事。因

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在父裏面，父在

為「父怎樣叫死人起來，賜他們生命，子也照樣

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雷瑪，

隨自己的意思賜人生命。父也不審判甚麼人，乃

即時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

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21，22）這是主所作

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

兩件，或說一件事兩面，更大的事。主進一步解

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然，也當因我所作的事

釋，「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遠的

而信。」
（十四 9～11）強調自己與父是一，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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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裏面，且父在主裏作事，主在外面對門徒說話

們就知道，主在父裏面，我們在主裏面，主也在

之後，接著就說，「我所作的事，信入我的人也

我們裏面。（15～20）這明顯含示我們藉主與父

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

互相在裏面，即神人相調是一（與主和父是一一

去。你們在我的名裏無論求甚麼，我必作成，叫

樣，十 30，十七 22）
，當然更是「比這更大的事」
。

父在子身上得榮耀。你們若在我的名裏求我甚

綜合以上三處經文的要點，我們不難得知，主

麼，我必作成。」
（12～14）暗示不久主將離世，

藉此啟示衪經綸主要的三面：一、要我們看見異

留下門徒照主所啟示，衪與父是一，在父裏說

象–主是天梯，要建造召會–神的家，神人互相

話、作事一樣的原則，在主名裏（即主的人位裏）

內住；二、指示我們主所成就的救贖的結果–永

藉禱告、祈求，主必作成一切事，使神得彰顯，

遠的生命與永火的審判；三、要信徒作主所要作

就是父在子（可以指主–神的長子，也可以指信

的，藉禱告祈求，主必成就，最終信徒與主，乃

徒–神的眾子）身上得榮耀。為此，只要我們愛

至與父是一。這是神聖經綸的主軸線，是比其他

主、遵守主誡命，衪就必賜給我們另一位保惠師

都更大的事，我們絕不該輕忽或忘懷的。

與我們同在，就是實際的靈與我們同住，最終我

舊約讀經心得

（董傳義弟兄）

奧秘的結局–建造、素祭和耶路撒冷

以賽亞書最末了一章，用十分奧妙的方式結束

兩節，在保羅所啟示的光中，便可看出個大概。

這卷長達六十六章的申言者書。一、二節，「耶

因為第一節講過「殿宇」
，第二節立刻補充說明，

和華如此說，天（原文為諸天）是我的座位，地

含示凡神所「造作」的，包括諸天和地都不是建

是我的腳凳；你們要在那裏為我建造殿宇？那裏

造神殿宇的地方，只有「靈裏貧窮痛悔、因神話

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

戰競的人」才是。難道人不是神造作的嗎？答案

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靈裏

是，人雖是神所造作的（創一 26）
，然而「建造」

貧窮痛悔、因我話戰兢的人。」告訴我們天和地

卻不是憑神造作的人，而是要他們不活在魂裏，

都歸祂所造，祂不住（人）手所造的（徒七 48），

卻在靈裏貧窮（需那靈充滿）、痛悔（由自己轉

人能在那裏為祂「建造」殿宇？注意「建造」這

向神），還要戰競恐懼地信入並活出神的話。造

字既普通又特別。普通因為這字全舊約用了三百

作是神在舊造裏的工作，已完成並安息（創二

六十八次之多；特別是因它有特殊、奧秘的含

3）；而建造卻是神在新造裏的作為，現正實施，

意。這字在經中第一次出現，是在創世記二章二

尚待完成。簡單說，憑「靈」和（神）「話」活

十二節，「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的人，在新造裏，才適合建造神屬靈的殿（家）。

建造成一個女人（伊施沙）
，領她到那人跟前。」

這樣的人才是神所看顧、所中意的。（詳見”創

顯然含示建造背後的屬靈意義，不在蓋造房屋，

世記前二章中神的經綸”和”神造人的奧秘”）

甚至也不在男女婚配，而是女人出於男人的肋骨

本章接下來的經文中還有兩點與建造相關。第

表徵生命，這樣得到的女人，是神為男人建造

一是「素祭」（賽六六 3，20）。表面看素祭與建

的，目的為幫助男人，作男人的配偶即補滿，二

造毫無關聯，然而稍加思考，便會領略其中含有

人成為一體。（創二 18，24）保羅率先領會個中

深意。先是三、四兩節從負面的角度說到素祭，

奧秘，「建造」是指神（伊施）和人（伊施沙）

獻素祭的好像獻豬血的。豬是不潔淨的，素祭既

調成一體；就是豫表基督與召會聯合成為一體說

是素的，自然用豬血是全然不合神話的。因此神

的，因此稱之為「極大的奧秘」。（弗五 32）

說，「這等人揀選自己的道路，魂裏喜悅他們那

保羅的領會正確嗎？如何得知？光憑本章前

些可憎惡的事；」又說，「因為我呼喚，無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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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我說話，他們不聽從；反倒行我眼中看為惡

得安慰。」（13）神將藉耶路撒冷作我們的母親

的，揀選我所不喜悅的。」這兩句話中明顯說出，

安慰我們，或許暗示，新耶路撒冷在永世裏作我

這些獻祭、敬拜神的人，既不在靈裏（反在魂

們的獎賞和目標，是我們今日在生命裏的安慰，

裏），也不聽從神話，當然與建造無分無關；而

正如保羅說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

後面二十、二十一節又提及素祭，卻是從正面角

的，她是我們的母。」（加四 26）而錫安和耶路

度切入，值得深思。由十九節看，這裏的素祭所

撒冷，也清楚啟示在新約，「但你們乃是來到錫

指的是從列國送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們，也將以色

安山，來到活神的城，屬天的耶路撒冷，」（來

列人比作潔淨的器皿，把素祭奉到耶和華的殿

十二 22）二者都是在屬天、屬靈、恩典的一面。

中；而且神悅納他們，從他們中間取人為祭司和

錫安表徵神在人間的居所；而耶路撒冷是神在地

利未人。按利未記二章一節和四節，素祭主要是

上的行政中心，都是神的建造，也是神和人的調

細麵澆油和細麵調油。細麵表徵基督柔細、甜

和，神在人裏的後裔和擴大，將來要在「新天新

美、完全且正確的人性；油表徵聖靈，因此細麵

地」裏合為一（啟二一 22）並常存。
（賽六六 22）

調油表徵神的靈作為基督的神性，乃是與祂的人

「新天新地」一辭在舊約只有以賽亞書提過兩次

性調和（太一 18，20，路一 35）；而細麵澆油表

（另有兩次在新約），卻用兩個不同的動詞，六

徵那靈澆灌在祂身上（太三 16，約一 32）而膏

十五章十七節說，神「創造」它；而六十六章二

了祂（路四 18，來一 9）。兩者都符合「建造」

十二節說，它是神「造作」的。顯然前者強調新

所表徵神和人調和為一的實際意涵。所以，以賽

天新地是神使無變有而成的，是舊造中未曾有過

亞將「素祭」接在「建造」殿宇之後，是用素祭

的，所以接著講到由舊造進新造前千年國的景

作為建造內在意義的補充和說明，實具深意。

況；後者似乎強調，神造成新天新地，有完成的

不僅如此，還有第二點，就是對「錫安」和「耶

含意，所以接著說到「常存」，這是新造的最大

路撒冷」
，用擬人化的講法隱徵建造的結果。
「錫

特點。所以，兩者間並無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

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這樣的事，誰曾聽見？

無論如何，由「素祭」啟示神與人調和，建造在

誰曾看見？」
（賽六六 8）注意本節中的兒女，原

新天新地裏的「新耶路撒冷」是以賽亞書末章記

文為兒子，其字源即建造。因此本節似乎暗示一

載的結局，也是基督救恩和神經綸的終極總結，

件人不知道也難領會的事，就是召會中的得勝者

完全與新約最後一卷書啟示錄最終的豫言和啟

（鍚安所表徵）在生命中生下兒子（指神聖生命

示（啟二一，二二）相符合，也正好印證以賽亞

的繁增和擴長）便是建造。
「人怎樣受母親安慰，

書六十六章對應全本聖經六十六卷的見解。阿

我（神）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在耶路撒冷

們 ！

弟兄之家蒙恩見證

（董傳義）

過與世界相反見證的生活

提後二 22：「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
新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主在這裏不是叫我們直接面對私慾，乃是叫我們
要逃避私慾，因為主知道我們勝不了私慾。我們
要逃避到哪裏？就我個人的經歷－逃避到弟兄
姊妹之家。
因為住在弟兄之家－有三一神的同在，而住在
宿舍－臥在撒但的權勢之下。保羅說：「立志行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你我在宿舍
的生活不就是這樣嗎？進到宿舍，就發現「立志
讀書由得我，只是翻開書本由不得我。」。以前
一進到宿舍,常常不離以下三部曲－將電腦打
開；然後把手放在滑鼠上；再點擊ＩＥ遊覽器－
隨即開始進入虛無放矢的生活。一回首，已經浪
費了許多時間，日子常常是在懊悔中度過。
其實一開始入住弟兄之家時，我也曾害怕會浪

費許多時間而沒有唸書，但在清大弟兄之家的規

恢復本聖經註解。我讀了「亞伯拉罕，以撒，雅

定是，晚上七點到九點半是我們的讀書時間，這
是我們的操練，使我們能從世界中分別出來，時
間不荒癈在網路及社團的事上。
以前常在宿舍裏，背著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譬如：上網、彈吉他等，這時候就希望主不要與
我同在，每次我都跟主說：「主啊，先讓我上五
分鐘的網，我五分鐘之後，馬上就回到靈裏。」
可是一個小時過後，我還掛在上網…。入住弟兄
之家後，我覺得與聖徒們同住，彼此會相互扶
持，剛強的扶持軟弱的，使我們在奔跑屬天的賽

各的神」
、
「創世紀生命讀經」
、
「倪弟兄的傳記」、
「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原本，我是個不太
進入聖經註解的人，因為我會用自己的想像力去
揣摩主的話。如今，我喜歡讀恢復本註解，這使
我更認識主的話。更重要和喜樂的是：在這學期
我結了第一個果子！住在弟兄之家給我許多的
成全，最後這學期所過的召會生活遠勝過於我在
大二、大三所過的生活。
再者，我覺得住在弟兄之家可以感受到弟兄們
的關心是出於主的，不是出於天然的，因為是主

程時，能夠彼此激勵一同往前。
我是在大學最後一學期才入住弟兄之家，雖然
時間不長，但這卻是最成全我的黃金時期。我向
主許下心願：「我要更多裝備自己，更多被主構
成。」我把握了最後的一學期，答應了主的呼召。
這段時間我讀了許多屬靈書報、生命讀經，還有

先愛了我們，我們才能去愛人。在現今的世代
中，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當朋友之間的利益互
相衝突的時候，遭受犧牲的可能就是身旁的你
我，還有誰會去愛你？關心你呢？感謝主！還有
主耶穌愛我們。住在弟兄之家不僅能感受到弟兄
相愛，經歷主的愛，也能過和世界相反見證的生
活。
(洪常力)

得救見證

垂暮之年識主大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你們喜樂，我是謝學鈞，
江蘇省吳縣蘇州人，現年九十二歲。六歲在上海
讀書時是一個無知無友孤獨的人，因幼年母親嚴
格的家訓，每見到長輩來訪，男生一定先要開口
叫爺爺、伯伯，女生一定也要開口叫婆婆姨母。
若不聽從，晚間關了大門，一定被大大的修理，
屁股打紅不算，還要跪在床邊，直到天明日出上
學為止，父親無法幫助，所謂(口中打個滾，一點
不虧本)，就是每天看見家族親戚長輩，一定要有
禮貌。一直到中年時，我漸漸的體會儆醒做人之
道。
我三十歲跟隨第六軍二○七師青年軍移防到
台灣，調在團部隊裏服役，民國四十二年調到陸
軍總部通訊署，擔任譯電作業，分發在台北公館
空軍暨美軍十七艦隊聯合 JOC 服役，直到六十一
年退役。這一段期間十八年九個月都被關在一間
辦公室工作，幾乎成了一個沒有朋友，不沾煙酒
的人。
民國六十一年退役，移居新竹湳雅街眷村居
住。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搬至署立新竹醫院
旁佳康安養院，起初來時毫無病痛，並擔任付費
義工，約在九十四年春季半夜忽然心臟病發作不

醒人事，情況十分危急，安養院急派救護車送往
新竹國泰醫院急救，在加護病房三日，漸漸的轉
回普通病房住了十天。
在九十九年下午偶然的一個機會和安養院護
理長曾姊妹閒談，她向我傳福音，邀請我到會所
聚會，她提到弟兄姊妹都很熱心為人服務為人做
事，於是我便答應邀約。今年三月七日亦是主日
早上，有弟兄開車來接我們三個人到仁愛街的會
所，曾姊妹介紹許多弟兄姊妹與我認識。四月份
參加一○三區主日福音聚會，會後林弟兄鼓勵我
受浸，我很快的答應，在四月十一日我就受浸
了。我很慚愧完全不知道教會生活是什麼，但林
弟兄告訴我，不要急，慢慢的就能進入狀況。同
時弟兄特別送我一本精裝本聖經及詩歌本，沈姊
妹亦送我兩本初信讀本，給我作初信入門之用。
感謝主，是主憐憫我，以一個九十二歲垂垂老
矣的老人家，竟然蒙主大恩，真是得救太晚了，
現在我已經讀完新舊約聖經一遍，我的身體還十
分靈活康健，清晨三時就起床讀經，我要用我的
餘生，贖回光陰，求主賜給我更多年日，阿利路
亞，阿們！
(謝學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