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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
這次在韓國釜山，舉行「二○一○年秋季國際
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共計有來自二十八個國
家，約有 1500 多位的負責弟兄們一同參與這次

在我們裏面來活出所有的資格。第五篇說到提多
書和彼得前書中所啟示長老職分的各面。保羅作
使徒乃是根據永遠生命的盼望，因此，我們不該

的訓練，從台灣眾召會前去的有 202 位弟兄們。
訓練的總題：『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
行政中照料召會』。
此次訓練共計有九篇信息，前三篇乃是關於，
神在祂子民中間的行政，需要有長老的職分來與
祂合作。四、五篇乃是說到，長老的資格和職分
的各面。第六篇是論到，在消極ㄧ面的認識。七、
八兩篇說到，從兩方面來認識主的恢復，末了ㄧ
篇說到神的心意、撒但的計謀、以及主的恢復。
第一篇「神在祂子民中間行政的基本因素，以

因著高標準的要求而灰心；反之，我們應當充滿
盼望，因為我們領悟，這些要求乃是證明我們裏
面神聖的生命有何等的性能。
第六篇「需要認識己，以及老舊、天然的所
是」。我們要認識己是撒但的具體化身，是那向
神宣告獨立的魂，也是基督身體的仇敵。舊人就
是我們這個受造而墮落的人，是滿了老舊的。我
們也是天然的人，滿了天然的能力、幹才和力
量。因此，我們需要操練背起十字架，否認己，
喪失魂生命，並活基督。第七篇和第八篇分別說

及將君王職分和元首權柄單單保留給神自己的
原則」。我們的神是ㄧ位有定旨的神，為著成就
祂的定旨，就需要有行政。長老就是神在祂子民
中間行政的基本因素。長老在神子民中間治理，
卻不得罪祂的元首權柄。第二篇「在生命中產生
長老，好生機的照料召會」。長老的產生不是憑
選立，乃是憑生命的長大。召會是基督生機的身
體，長老該生機的照料召會。第三篇『看見神在
祂子民中間行政的原則，以及在使徒、長老、和
眾召會的交通中，尊崇基督的元首權柄』。神的
行政不是獨裁者的專制，也不是百姓的民主。神

到在生命上認識主的恢復，和在真理上認識主的
恢復；主的恢復完全在於生命和真理，並且生命
和真理是主恢復的特徵。要在生命上認識主的恢
復，我們需要沒有帕子遮蔽，將我們的心轉向
主，並在經歷上認識三ㄧ神作生命。要在真理上
認識主的恢復，我們需要看見真理乃是神聖之光
的照耀，是神這光的彰顯，並且我們需要以真理
的方式來認識聖經。
第九篇「神的心意、撒但的計謀、以及主的恢
復」。神的心意，乃是要將基督同祂一切的豐富
分賜到神所揀選的信徒裏，爲著構成並建

的行政是神親自直接的管理和管治，這直接的管
理就是神治，但卻是藉著長老們共同禱告、尋求
來帶進神治。
第 四 篇 從 提 前 三 章ㄧ 至 七 節 來 看 長 老 的資
格，沒有一項資格是人天然的生命可以作得到
的，但這卻啟示了內住的基督作為復活的生命，

造基督的身體。然而撒但卻用牠的計謀要破壞神
的心意，因此才有主的恢復，好對付撒但的計
謀。在此有三方面：首先是恢復基督作我們的中
心、實際、生命和一切；其次是恢復基督身體身
體的ㄧ；最後乃是恢復基督身體所有肢體的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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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主在這次訓練中剛強且透亮的說話，所有

建；若不是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我們作越多就

與會的弟兄都蒙了極深的光照，也重新得力。在
主的恢復裏，我們需要ㄧ再受提醒，我們不是作
ㄧ般基督教的工作，也不是只忙於生、養、教、

拆毀召會越多。願主藉著這些信息再賜給我們回
頭的亮光，使祂的心意成為我們的心意，使祂的
經綸得以完成。
(洪明凱)

海外來鴻

德里大學開展蒙恩交通

許久未寫信與你們交通，實感虧欠。猶記去年

便開始操練跟同伴晨興，並且每週有兩三天，放

與你們分享我們在德里大學開展起頭的蒙恩，從

學後就來一同追求信息。另外，當新人真正嚐到

那時起，主就把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給我們，一

救恩的喜樂時，他們便會自然地流露洋溢，把這

直到今年的六月，已累積有七十五位新人受浸，

喜悅分享給人。所以有幾位剛蒙恩的弟兄就邀約

有三十四位是大學生。

他們的親人、同學，甚至是家教學生來聚會，會

而從今年七月中開學，我們仍持續福音的行

中眾人一起配搭，或有詩歌、或有見證、或有主

動，好使神的行動能藉著我們的配合，不受限

話，凡來的都一一得救了。「新人走新路，新人

制、毫無阻礙地往前。我們利用週間下午；訓練

結新果。」果然不假。

學員則用週末時段，兩者互相配搭在校園及附近

今年的開展上，我們盼望能有所突破，就是有

區域傳福音，並邀約福音朋友參加週六傍晚的福

更多學生中幹被興起來。為此，從這學期開始，

音聚會。因著每週堅定持續的實行，至今已有二

在每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我們有成全聚會，目的

十三位受浸得救，其中十二位是德里大學學生，

就是加強異象和負擔的傳輸，使學生能羨慕愛

感謝主的祝福。

主、服事主。目前已有三位弟兄開始學習在排中

為著得救人數的加增，我們歡喜快樂，但我們

盡功用，他們會與服事者一同預備週五學生排的

更盼望他們能成為常存的果子。因此，現在牧

信息(創世記)和詩歌，並在會中交通分享。所以

養、成全及造就，對我們不僅是一大課題，更是

這個聚會已不再是靠服事者獨挑大樑了，而受邀

不簡單的挑戰，因為新人要長成盡功用的肢體不

來到排中的學生們都十分享受『我們又新又活的

可能是短期速成的。生命長大需要時間，而我們

聚集』！

需要的是恆忍。經過一段時間，目前主興起數位

我們禱告主，能持續得著更多德里大學的青年

學生弟兄姊妹，他們逐漸顯明，向著主有心並渴

人，受成全、被裝備；也願主祝福竹苗眾召會的

慕過召會生活。有幾位在五月份，參加了為期三

青少年、大專與青職的開展！主啊，當你爭戰的

週的新人成全訓練，他們被主的說話摸著、開

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獻為彩飾，甘心獻上自己。

啟，從那時起，就穩定的參加學生小排和主日聚

你的少年人對你必如清晨的甘露。願主的靈與你

會。其中一位弟兄訓練後，渴慕能更認識真理，

們同在。

讀書心得分享

(李典穎、李蔡文文)

操練靈，永不畢業

什麼是實際、真正、真實的召會生活？難道是

會、讀經、禱告…）但若沒有基督，若不在靈裏，

每會必到？甚至是殷勤服事？個人很得這本書

就沒有召會生活。也就說，我彷彿是流浪在世界

報的開啟：只有基督，才是產生召會惟一的因

裏的人，我在召會中所做的一切，在神眼中是

素。換句話說，我可以從事許多的屬靈活動（聚

零。不但如此，我反而是在創立某種宗教，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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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裏邪惡世界裏的人。這是何等嚴重的

體收敗壞。我發現弟兄、孩子愈來愈像我醜陋的

話！所以，我要一直地操練靈，留在靈裏與基督

樣子，這是我在肉體裏撒種的惡果。感謝主，藉

是一。

這本書報拯救我脫離可憐的光景。所以我仍然要

因著蒙恩多年，熟悉召會生活規矩，即便不在

操練靈，不管得救多久！

靈裏，也知道如何在民中出入往來。所以，就不

操練靈，永不畢業，不只在聚會中，連在平凡

大操練靈，特別在家庭生活中，更是魂裏逍遙。

的生活小事上，都要與主是一，使我有恩典給

結果就常自訂律法，要求弟兄、孩子。他們若達

人，叫人活；非頒佈律法，叫人死。(陳林秀雲)

不到，我就發肉體。主說：向肉體撒種，就從肉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第一篇 祭司與君王之於神的建造
在舊約時代，君王和祭

上有很大缺欠。我們好些事奉的人自己和神的交

司這兩種職分是不能合在

通不夠，當我們眾人來在一起時，更缺乏靈裏真

一起的，到了新約，主出

實的交通。我們忙著商量，忙著安排，卻非常缺

來建造神的殿時，二者都

少靈，這是本末倒置。結果，大家一起事奉，就

匯合在祂身上(亞六 12～

好像枯骨一樣(結卅七 1～2)，不新鮮，不活潑，

13)，在我們這些同被建造

也沒有聯結，是脫節的、離散的。盼望大家要常

的人身上，也有這兩種職

來在一起調靈。什麼都不要考慮，只管學習把自

分(彼前二 4～5,9)。每當召

己的靈擺出來，你禱告，我也禱告。如果我們都

會得著恢復，像舊約一樣，先恢復祭司，再恢復

這樣在一個靈裏相交相調，即使有什麼意見不

權柄。路德、摩爾維亞弟兄們和十九世紀弟兄們

同，不需多久，也就相同了。

在英國的恢復，都是先恢復和神交通，甚至是彼

在調靈的禱告裏，主要的是使我們脫下自己，

此之間也是交通的，之後也恢復了權柄等次。然

而不是對付罪。在我們的經歷上，若是對付了

而，我們要記得歷史的教訓，就是交通配合權柄

己，罪自然就對付了。你無須在你自己裏頭，對

的正常光景，不太容易守住。一不小心，交通就

付你的缺點和弱點，你的自己就像一件破爛的臭

會失去，只剩下權柄，這時，權柄就會不受平衡，

衣服，必須完全脫掉，根本不要它，你就不在自

以致不正常。在我們的處境中有一個危險，就是

己裏面，而且你還要活在召會裏，就是在身體裏

會逐漸失去交通。這個交通一面是指個人與神的

穿上新人。(弗四 22，24)

(蘇秀瑛)

交通，另一面是指你我彼此的交通。我們在這點

每月一書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追求進度

日期

10/04~10/10

10/11~10/17

10/18~10/24

10/25~10/31

進度

第一篇

第二、三篇

第四、五篇

第六、七篇

11/1～11/7

11/8～11/14

第八、九篇 第十、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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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合計

203
163
227
180
773

332
254
344
254
1184

136
88
138
108
470

239
230
263
228
960

三、青職代禱事項：請為青職聖徒有活力同伴追求主
話並為著 10/29 福音聚會有傳揚福音的生活禱
告。
四、大學代禱事項：1、為校園福音後續的陪讀聖經
並且使他們能受浸帶進召會生活禱告。2、為大
學校園福音及核心成全禱告。
五、青少年代禱事項：請為每週六 18：30～21:40 於
新光會所實施之讀書園及成全蒙恩禱告。
六、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4 區周欽錫(肺癌轉移受控
制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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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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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事項

※※※※※※※※※※※※※※※※※

※※※※※※※※

一、全台姊妹相調特會登記搭車者須知：第一梯次
10/18(一)12:00 親水公園→12:15 竹大→12:25 原光
復會所→12:35 清大→12:45 大學路口加油站。
二、青職詩歌練唱相調：10/16(六)、10/24(主日)，16:00
～18:00 於仁愛會所二樓，凡喜愛唱詩或相調的
青職聖徒都能前來(先分部再合唱)。18:00～19:00
用餐相調，費用：當天繳交晚餐費用。藉此使青
職能相調一起，並為著詩歌福音聚會一同齊心努
力。
三、青職詩歌福音聚會：10/29(五)19:30 於科園會所舉
行。會中有詩歌展覽與見證，歡迎邀請福音朋友
參加。
四、全時間訓練歷屆畢業聖徒相調聚會：第一梯次
11/5( 五 )19:00 ～ 11/6( 六 ) 中 午 、 第 二 梯 次
11/6(六)19:00～11/7(主日)中午於中部相調中心舉
辦，個人參加費用 250 元，家庭報名參加四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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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六人房 1200 元，報名截止日：10/17。(詳
閱通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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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冬季結晶讀經訓練：12/27(一)～1/1(六)於美國安
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舉行，參加書房團總團費
34,000 元。請於 10/25 前報名(詳閱通啟)
七、二大組陳俊光弟兄與劉懿慧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10/16(六)15:00 於台北市召會一會所(台北市金山
南路一段 72 號)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需
登記搭遊覽車者請聯絡賴連豐弟兄 0918-467882)
八、三大組駱致彥弟兄與詹雅琄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10/23(六)10:00 於新竹市召會仁愛會所舉行，請聖
徒踴躍前往扶持。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09 月 27 日 至 2010 年 10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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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106
212
199
9
49

216
49
158
116
7
46

354
99
245
173
16
102

255
63
189
171
7
40

1129
317
836
659
42
237

125
47
104
85
－
－

148
21
66
60
－
－

100
23
129
49
－
－

105
30
152
81
－
－

66
9
75
23
－
－

47
15
34
27
－
－

17
10
25
10
－
－

52
12
70
42
－
－

27
13
35
28
－
－

16
10
14
13
－
－

430
122
534
273
－
－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本

10/10(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印度聖徒來訪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0/17(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印度聖徒至中壢
週 訪問
各大組讀經追求

10/11(一)
印度聖徒來訪

19:30擴大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10/18(一)
印度聖徒參觀信
基大樓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一梯次1
19:30少數負責弟
兄交通聚會

10/12(二)
印度聖徒至台南
訪問

10/13(三)
印度聖徒至台南
訪問

禱告事奉聚會
10/19(二)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一梯次2

排聚集
10/20(三)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一梯次3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10/14(四)
10/15(五)
10/16(六)
9:00年長聖徒聚會 印度聖徒至台中 大組核心交通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訪問
印度聖徒返新竹
印度聖徒至台中訪問
排聚集

排聚集
10/21(四)
10/22(五)
9:00年長聖徒聚會 全台姊妹相調特
及竹苗區聖徒追求 會第二梯次2
全台姊妹相調特會
第二梯次1
排聚集
排聚集

10/23(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二梯次3

主後 2010.10.10 第二八八期

新約讀經心得

耶穌基督

新約第一卷書馬太福音，很可能也是全部新約
聖經各卷書中最早（約在主後三十七年至四十年
間，就是主離世後約五年前後）著作完成的。馬
太福音的主題是論到國度的福音，證明耶穌基督
是君王救主。
馬太福音既是講君王救主，就由王的家譜（太
一 1～17）以證明王的來歷寫起，而全卷書，也
可說全新約起始於一個名字「耶穌基督」（按原
文序），而耶穌基督實際上就是全新約聖經的主
角、主題、內容和結局（全本新約最末一個名字
也是「耶穌」，啟二二 21）。嚴格說，「耶穌」是
人名；「基督」是職稱。
先談耶穌這名，它並不是祂的父母替主取的，
而是主的使者在夢中告訴耶穌父親約瑟，而約瑟
順服地為衪取了這奇妙的名。（21，25）耶穌這
名希臘原文由二字根構成，「耶」是耶和華，意
「是（未來是、現在是、過去是）」即神的名，
而「穌」意救贖、救主、救恩，因此耶穌的意思
是耶和華救贖、耶和華救主、耶和華救恩。這名
真是奇妙、寶貴。奇妙在於它是出於神的名耶和
華–我是（其他皆不是；除神以外，皆為短暫、
虛空、無意義，只有神是永生、永在、永是的實
際）是最深奧、奇妙、難測的；而寶貴更在於如
今這位「是」的神已藉成為肉體釘死復活，為我
們完成救贖，今天成了我們的救主，把我們從苦
難、罪惡、黑暗中拯救出來，將來還成為我們的
救恩，將衪自己作恩典和實際，豐富供應給我
們，作我們的生命和所是，直到永遠。新約不再
用耶和華的名，不是它不存在、不重要了，而是
耶穌這名比耶和華對我們有更深的意義，更親
切、更寶貝、更實在、更切身了；所以在舊約，
人呼求耶和華的名（創四 26）；而在新約，我們
呼喊主耶穌的名（羅十 9）
。主是今日比昨日更寶
貝。
至於基督是職稱，意受膏者也就是奉（神）差
遣者。按舊約聖經，神用油膏三種人作受膏者，
君王、祭司和申言者。因此舊約中的受膏者常指
這三種人之一，尤其常指君王，如大衛、所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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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當然他們都豫表新約的基督。然而，只在但
以理書九章二十五、二十六節，那裏的受膏者直
接豫言基督，所以就按音譯作「彌賽亞」專指基
督，到新約也只有安得烈和撒瑪利亞婦人照舊約
的認識提到過「彌賽亞」（約一 41，四 25）。所
以在新約，基督就不再泛指一般受膏者，而是專
指那一位神膏立作世人救主的耶穌，而舊約受膏
者所豫表的君王、祭司和申言者的實際，都聚焦
在主耶穌一個人身上。衪是神差派到地上唯一的
大使，所有和神相關的事，全交託基督處理。難
怪主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十四 6）馬太家譜
的記載結束在十六節，提到最後一個名字還是同
一位，不過與起頭第一節稍有不同，應加區別、
留意。那裏說，「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
亞生的。」扼要地說，原本的「耶穌基督」
（「耶
穌」在前表示強調主的人性，才有家譜）已變成
「基督耶穌」
（「基督」在前表示強調神的差遣和
衪的職分）。實際上，這不只像字面倒轉次序那
麼簡單，而是含有屬靈深意，需要我們留心領悟
的。經過十五節半，歷經四十二（表徵經過苦難
試煉而帶進安息和滿足）代人的經歷，終於誕生
了這位歷世歷代的人所期盼等待的君王救主，也
就是神早先應許賜給我們的「基督」
（如賽七 14，
九 6，但九 25）。衪不僅是耶穌，更是基督；衪
是人子，也是君王、是救主、是神差來的基督；
不只拯救我們，也在你我裏面掌權，作王管治我
們。我們若真有這般認識，就不能再隨意說話，
自由行事，任意往來；而該以耶穌為主，基督作
王，全然受約束和管治了。正如馬太福音接下來
記載，耶穌（名義上）的父親約瑟所活出的見證，
他對主使者對他說的話或作的指示（正像主今日
在我們的靈裏給我們的感覺或引導），五次（負
責地）不打折扣，毫不猶豫地，「就」順服遵行
（見一 24，25，二 14，21，22）。阿利路亞！求
主開我們的眼睛真看見「耶穌基督」，並實際經
歷「基督耶穌」
。阿們！
（董傳義）

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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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之詩

詩篇六十篇出自大衛之手，是有歷史背景的詩
歌。照題註所說，當時正值撒下八章和代上十八
章所記載的戰事，但那裏未記約押在鹽谷擊殺以
東人（參撒下八 13，14，代上十八 12，13）。歷
史資料不全，我們今日無法完全瞭解當日情況。
不過合理猜測，當時或許大衛曾敗於以東人，約
押轉回解危。大衛在神面前反省檢討之餘，作此
金詩抒發感情，並求神使他們復興。（詩六十 1）
「復興」一字原文意返回、回到原處、回轉，也
可譯作「恢復」，似為一雙關語，外在一面，神
使約押轉回，拯救大衛渡過難關，化險為夷；而
內在一面，求神回轉，使以色列人和大衛恢復過
往在衪面前蒙恩的光景而復興。另外，順道一
提，本詩中另一類似的字，就是五節中的「所親
愛的」，此字意和字源均與「大衛」一字相同，
因此，五節末句亦有「好叫大衛得救」的隱意。
還有一點也值得提醒，就是本詩後半，由五至十
二節也正是 大衛所寫 另一首詩一 ｏ八篇的 後
半，一字不差，完全相同，可見這歷史事件和神
回應的話令大衛印象深刻，一再提詩讚美感謝
神。
本詩大致分四段：一至三節，承認神使自己陷
入困境；四至五節，向神祈求幫助、拯救；六至
八節，神的應許，告知衪的對付和處置；九至十
二節，信心宣告神必幫助而得勝。這四段正啟示
我們，蒙復興、得恢復的路在於，一、謙卑向神
坦承自己失敗和面臨困境；二、真誠向神祈求幫
助，使自己高舉旌旗（表徵軍容鼎盛），揚起真
理（表徵公平正義）而得勝（對敵人）
、得救（對
自己）；三、有神明確應許、說話，告知衪將如
何對付仇敵，以顯明衪是全地的主；四、堅信神
必定照所應允的，幫助自己得勝。簡單說，復興
或恢復的四步就是，回轉、求告、應允和信心。
上述四段，除第三段外均屬直言，不難照字面
理解；唯有第三段，神對各地、以色列相關支派
和列國的宣告，最具隱藏的意義和神對付人或事
的原則，應稍加留意、默想。六節前半啟示，神
在衪的聖別（性情），亦作聖所（地位）中說，

我要歡樂（應指大衛帶頭回轉求告衪，使衪得機
會、有立埸宣示）；六節後半起至八節，神作了
九面的宣告，都具有某些特別的意義。先談示劍
和疏割兩地均為古城，一在（約旦）河西，一在
河東；前者為亞伯蘭蒙召進迦南第一站（創十二
6）
，後者是雅各由母舅家返回迦南地，見過哥哥
以掃後，第一個蓋造房屋，搭蓋牲畜棚的地方（三
三 17）。神說衪要分開示劍，丈量疏割谷，意思
是衪有主權分配（分開意），也有主權擁有（丈
量意），宣示衪是「全地的主」（十八 25）；接著
神提到基列地和瑪拿西都是衪的。基列在約旦河
東，為瑪拿西半支派所在，在以東北方，是否是
當時大衛作戰的地方，不得而知，不過神強烈宣
告屬衪的主權；再來講到以法蓮和猶大，正是日
後分成北國和南國的兩帶頭頭的支派，神宣示北
方的以法蓮是衪的頭盔，原文意護衛我頭的；而
南方的猶大是衪的杖，表徵代表衪的權柄，作王
治理以色列民，豫示一切都在衪命定、豫定之
下；接下來再論到三個外邦，摩押，以東和非利
士，正好就是分別在以色列的東，南和西面的鄰
國。摩押是亂倫生的後裔，滿了污穢，因此神說
他是自己的沐浴盆，應洗去不潔；以東不顧與以
色列的兄弟情誼，也不肯為兄弟權益盡力，因此
神要向他拋鞋（申二五 7～10，得四 8，詳見”
以東的教訓”）；非利士從以色列成軍以來，一
直作以色列的仇敵（參出十三 17）。所以神要他
認錯，而因衪歡呼。此句原文亦可作，「我要對
他（非利士）誇勝歡呼」。無論如何，這裏的意
思是神已定規，以色列必定戰勝這三個外邦。
我們不難由此篇詩歌看出一個神的原則：神對
以色列（或大衛）是慈愛的，只要他們回轉向衪，
真誠求告，神必應允，為他們爭戰對付仇敵；然
而，神對外邦，卻完全秉持公義，他們怎麼對待
以色列人，神就以同樣的方式審判並回報他們。
我們應抓住這原則，作一個蒙愛的人（或召會），
也真心關愛、照顧神的兒女。祈求主賜我們真實
的恢復，長久的復興。阿們！
（董傳義）

2010 年韓國釜山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負擔記要
這次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的總題為:

『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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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
。共九篇信息。第一篇信息 Ron 弟兄說到:
神在祂選民中間行政的基本因素，以及將君王
職分和元首權柄單單保留給神自己。Ron 弟兄一
開頭就說到，那看不見的神就是以馬內利，在
這裏天天與我們同在，希望主在這次訓練中有
一個大的突破。在韓國有一個新的黎明，特別
是北部各地有特別負擔的召會長老們。因此相
調弟兄們對這次訓練信息係針對我們這個人，
所著重的點不是關於作長老的技巧，乃是關切
我們是否在生命中做一個正確的人。我們若有
心愛主，卻仍是個天然、老舊、己很強的人，
那麼我們就會在召會裏轄管聖徒。因為作長老
和負責弟兄的人，是在於我們這個人的所是，
我們必需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
中照料召會。
神的行政，不需要公司經營總裁和工商管理
的人，因我們的神是獨特的。前三篇信息是牽
涉到神行政的中心，乃是為著完成神的經綸，
這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所以整篇信息從異象的
點，說到整本聖經中神聖的啟示。長老是神在
他選民中間行政的基本因素，摩西被興起成為
首位使徒之前，長老已經存在了。在新舊兩約
裏，直接治理的都是長老，基本上，地方召會
中神真正的行政乃是直接取決於長老。在舊約
撒母耳記上八章 5～19 節以色列人堅持要有
王，這在神眼中是大惡，耶和華對撒母耳說他
們不是厭棄你，他們口雖沒說但卻堅持要有
王，乃是厭棄我作他們的王。神不要他子民中
間有屬人的王，因為王一旦進來，神的元首權
柄就會被篡奪。在聖經中一貫的原則：君王職
分和元首權柄單單保留給神自己。所以祂需要
各地有一班長老有分於祂的行政，卻不得罪祂
的作頭。長老需要能幹又剛強，但他們必需謹
慎不可變成王。今天在召會中長老是複數的，
所以長老們必須殷勤、多禱告、交通、並等候
主，好直接從祂得著指示、引導和帶領。
第二篇信息陳實弟兄從提前三章一至七節說
到『長老的產生不是憑著選立，乃是憑生命的
長大，召會是基督的生機身體，長老該生機的
照料召會』
。第三篇信息李榮輝弟兄從出埃及記
三章十六節、四章、十二章、廿八章，利未記
八章、民數記廿七章、申命記卅三章說到，
『看
見神在祂子民中間行政的原則，以及在使徒、
長老、和眾召會的交通中，尊崇基督的元首權
柄』
。神在舊約裏對以色列國民的行政，係由大
祭司藉烏陵及土明，從神領受了及時的說話傳
與長老們，長老們就成為神百姓當中直接的治
理者。在舊約裏祭司是一班人，長老是另一班

相調
人。但在新約裏，這兩班人乃是一個，所有的
長老都是祭司和治理者。他們尊崇使徒的教訓
為召會中最高的權威，並花許多時間在主面前
尋求，以領受祂及時的說話。召會負責弟兄的
設立，不在乎你住在這裏最久，或你父親曾經
是長老同工，或你曾經是長老的身份後來搬到
這裏，或你是醫生有好的家世。所以我們需要
受調整，因召會受攔阻、停滯是有原因的，我
們要承認服從神行政的原則。我們需要看見神
在祂選民中間行政的原則，我們需要在使徒、
長老、和眾召會的交通中，尊崇基督的元首權
柄。行傳十五章的記載，給我們看見正確的元
首權柄和領頭職分。這啟示神行政中的幾個基
本原則：每個參加的人舉止都不像領袖或元
首，而且如同弟兄。沒有屬人的元首權柄和領
頭職分或任意妄為。早期眾召會中沒有總會；
在一個身體裏，眾召會都是平等的。沒有未經
交通就妄自斷定真理，影響眾召會事上所作的
決定。因主持會議的乃是聖靈。
第四、五篇是一組，說到長老資格、職分的
各方面。第四篇信息林子安弟兄說到:聖經提前
三章一至七節、提多書一章二節、彼前五章一
至七節。當我們來讀這經文，主的光會光照我
們，使我們能夠資格作照料召會的人，這原因
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們要去注意，就會保守我
們免去一切的難處。因為主是看十字架的記號
而不是看才能，主需要在我們身上成熟使我們
能照料召會，所以我們要留意聽和要求，一面
長老的資格像主說到國度的憲法、諸天之國的
要求：你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但我們作
不到。但另一面我們卻大受鼓舞，因為我們是
神的兒女，有內住的基督作為復活的生命，在
我們裏面活著。所以我們不必模仿，只需要生
命長大，就會長到一種地步，像天父一樣。求
主光照我們，放棄自己的盼望，看見我們毫無
盼望；我們要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使我們無
可指責，我們必須在人前有好的名聲，當我們
作錯事時要認罪、賠償。一個長老是安靜、冷
靜，在領會理解上是敏銳的。有清明的心思、
自守的美德、言語簡潔、安靜不愛說話。節制
適度、快快的聽慢慢的講，因長老的職分主要
不在於能力或恩賜，乃在於生命。早期保羅在
帖撒羅尼迦成立召會就設立長老。但他晚期的
職事，沒有立刻選立長老，反而將這些事交給
他的同工去作。這也許是他發現，沒有經過一
段必要的時間在生命中認識一位弟兄以前，就
設立這位弟兄為長老是不安全的。要真正認識
一個人，需要花好幾個月的時間。李弟兄說：
人在生命裏的真實光景要顯露出來需要時間，
有些人可能幾個月假裝有耐性、謙卑、沒有野
心，但人很難裝假超過一年。在一年內，人生
命的光景會藉著他的態度和行為顯露出來，因

時間加上環境就會暴露一個人。很快的決定一
位弟兄是不是長老，乃是不安全且不合適的，
我們在決定一位弟兄是否合適作長老之前，至
少該等一年的時間，若能再等久一點會更好。
第五篇信息 Dick 弟兄說到:提多書一章二節、
彼前五章一至七節『長老職分的各方面』
。論到
召會秩序的維持，其中說到保羅作使徒是『根
據永遠生命的盼望』
。我們作長老有盼望，是因
生命的種子已經撒在我們裏面，成為我們每日
的拯救，滿足最高標準的要求。監督向著人是
義的、向著神是聖的，堅守那按照使徒可信靠
的話，使他們能盡教導的職責。因此，所有的
長老都必需投身於研讀聖經和職事書報，好在
真理的重要方面得到完備的教育，就能保衛、
保護地方召會。我們越研讀聖經就越多享受，
並幫助年幼和軟弱的聖徒，作群羊的的榜樣。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著不能衰殘的
榮耀冠冕，就是同享那將要顯現的榮耀。第六
篇信息 Ed 弟兄說到：
『需要認識己，以及老舊、
天然的所是』
，這是很重要的一篇，因己是撒旦
的具體化身，己就是那向神宣告獨立的魂，也
是基督身體的仇敵。在主的恢復裏我們必需釘
死、拒絕並否認己、意見、偏好和選擇。主的
恢復乃在於背起十字架，否認己，喪失魂生命，
並活基督。Ed 弟兄勸受訓學員不要有退縮的
己、躲藏的己，他提到己的五種表顯。1、主觀
（的人）： 就是根據他的思想、主觀意願，不
是根據事實，並且非常自我中心。如弟兄們不
同意他就生氣，從聚會中走出去。2、驕傲：不
把榮耀歸給別人。3、自愛、只顧自己，總要得
到最好的東西。4、貪愛財物：是己的表顯成為
偶像。5、高舉自己、妒忌別人：看見不喜歡的
人失敗就快樂。利未記十四章九節說到患痲瘋
的人，必需在「第七天他要再剃去所有的毛髮，
把頭髮、鬍鬚、眉毛、並全身的毛都剃了；又
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潔淨了。」舊約恢復
本註解：用十字架的剃刀把己及一切榮耀尊
貴、優點、長處、美德、力量及才能都除去。
當我們一無所有、一無所是，我們就是潔淨的。
Ed 弟兄教導我們要禱告，因禱告是真正的否認
己，宣告我們一無所是、一無所能。我們看這
篇綱要乃是要宣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操練
我們的靈最好的路乃是呼求主名！叫我們在靈
中得著真正的釋放。
第七篇信息，余潔麟弟兄說到在生命上認識

主的恢復。第八篇信息 Ron 弟兄說到在真理上
認識主的恢復。這兩篇信息是一組，對開展中
的召會十分重要。弟兄們一直在強調：什麼是
主的恢復？李弟兄說：主的恢復乃是恢復基督
作我們的中心、實際、生命和一切，恢復基督
身體的一，並恢復基督身體所有肢體的功用。
主的恢復是一件生命的事，生命不是知識、恩
賜、工作或才能，更不是一種活動。生命就是
神自己，生命乃是一個人位。余弟兄引用約翰
福音九章瞎子得醫治，來說明三種對主的認
識。第一種是老舊的認識：法利賽人兩次說，
我們知道神藉摩西向我們說話，這人是罪人。
第二種天然的認識：瞎子的父母說，我們知道
他生來就是瞎眼的。第三種生命的認識：我知
道從前我是瞎眼的，現在我看見了；所以我們
要以生命的方式來認識主的恢復。因為組織的
基督教已經墮落、偏離了生命的中心線。所以
我們在生命上認識主的恢復，就是在我們的經
歷上認識三一神作生命。人在召會生活外可以
重生，得著神聖的生命，但若沒有召會生活，
人就無法得著生命的豐盛。所以我們需要禱
告，求主使我們對生命有明確的異象，好在生
命上認識主的恢復。Ron 弟兄在第八篇信息說到
在真理上認識主的恢復，重要的是，我們要看
見主的恢復完全在於生命和真理；生命和真理
是主恢復的特徵。我們要認識何為真理，我們
就需要認識約翰福音：真理是光的照耀，是神
這光的彰顯。要在真理上認識主的恢復，就需
要以真理的方式認識聖經，因真理一點不差就
是神自己。認識真理的目標，乃是使我們得著
豐富與豐盛，真正在主的恢復裏的人，是以活
的方式認識三一神，並以光的方式認識聖經，
我們必需禱告，使我們對此有經歷。
第九篇信息 Ed 弟兄要我們認識『神的心意、
撒但的計謀、以及主的恢復』
。因為經過許多世
紀的歷史，召會已經墮落了，所以召會需要照
著聖經所啟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標準而得恢
復。因著撒但的計謀與主的恢復相對，所以我
們對主的恢復要有新鮮的異象。主的恢復乃是
恢復基督作我們的中心、實際、生命和一切，
恢復基督身體的一，並恢復基督身體所有肢體
的功用。我們需要預備好受成全成為得勝者，
好構成基督的新婦以結束這世代，並引進我主
和祂基督的國。
(林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