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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傳福音的人、傳福音的生活、傳福音的召會
自十月開始是新竹召會的福音節期，十月更是
召會的福音烏魚季。各大學新生剛來到新竹，心
地新鮮柔軟，召會把握這時候大傳福音。在這段

賞。我們必需成為一個從生命結構上就對人有負
擔的人。看到人就想到要傳福音給他們，無時無
地常以福音為念。我們身上必需是帶基督香氣的

時間裏，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起配搭，殷勤勞苦
地傳福音，主也把得救的人一直加給我們。為著
這些得救的果子我們感謝主! 但為著要來兩個多
月，仍然有許多的福音行動，也為著這些新得救
的聖徒，我們還是要再次受提醒對福音應有的認
識。
基督徒是傳福音的人
「祂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提
前二 4) 神心頭的願望就是萬人得救並且因認識
真理而得堅固、盡功用、建造祂的身體；「所以

人。並且我們還必需餧養我們所得的小羊，使他
們成為長存的果子，更要牧養他們長大成熟成為
建造召會的材料。
過傳福音的生活
我們是傳福音的人就要過傳福音的生活。這有
兩面: 一、我們要過住在主裏面的生活；二、我
們的生活是為著福音。「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十五 5) 我們結果子的路在於住在葡萄樹上吸取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
聖靈的名裏。」(太二十八 19) 這是主復活後給予
門徒的託付與命令; 為了門徒的作見證，主還應
許門徒得著經綸的靈，有能力為祂作見證:「但聖
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人。」(徒一 8) 不僅如此，
「門徒出去，
到處傳道，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
傳的道」。(可十六 20) 我們傳福音主會用許多生
命的神蹟來證實我們所傳的道。保羅認為他是欠
人福音債的，他認定他傳福音就有獎賞，不傳福

葡萄樹根的肥汁。「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七 38) 我們
多喝主耶穌這靈水，從我們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我們因享受基督而過著拔高、喜樂的生活，
自然在眾人面前成為一個見證與吸引。我們必需
維持我們的享受(晨興)、我們的禱告(特別是團體
的禱告聚會)、我們的相調(動力的來源)。上週晨
興聖言的信息：我們享受基督作為嫩條和枝子，
就會在基督裏長大，成為旌旗和旗號，得以繁殖
基督; 我們要享受基督新鮮生命的復興能力，隱
藏加深的能力，生長的能力，就可經歷祂作我們

音就有禍了。他也認為傳福音將罪人當作祭物獻
給神是他對神的祭司事奉。所以我們基督徒身上
背負了主的託付與使命－將福音傳給人並將他
們長大成熟的呈獻給主成為建造基督身體的材
料。我們傳福音就叫我們得祝福: 在現時生活裏
經歷喜樂有動力與神即時鮮活的話，在來世得獎

結果子的能力。另外，為著傳福音，我們的生活
必需是為著福音。我們要儘可能的安排我們的時
間不要那麼忙碌，叫我們有時間來為著福音行
動。我們必需叫我們的生活簡單，可以把家打開
為著傳福音。我們的生活必需以福音為念。
傳福音的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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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復興的召會必是一個充滿福音的召會。使

我們一同在福音行動中有份，如此更加深福音的

徒時代的召會充滿了福音: 彼得傳福音一次三千
人得救、五千人得救，耶路撒冷召會的聖徒大遭
逼迫後分散至各處去傳福音，召會不數年增加至
數萬人。一個召會充滿福音(福音的空氣)、福音
的行動、福音的果子，那個召會一定有牧養與成
全：這些得救的新人在那樣的環境與氣氛下自然
地受到牧養與成全也成為結果子的枝子。我們必
需把初得救的新人帶到福音的空氣裏，叫他們與

氣氛、威力與果效。今日新竹召會已經有福音的
火苗點起來，我們必需加深這聖靈的水流，人人
更多投入，使這流成為可洑的水，如此傳福音更
為容易更有果效，召會得著擴增與建造，神聖的
經綸也得以在新竹這裏得著部分的實現。那時在
召會中，基督就成為向著眾民的旌旗與向著列國
的旗號。
(李崇仁)

竹苗區大學福音特會報導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大 專 學 生 在 一 連 串 的福
音行動後，於 10 月 7 日舉辦
竹苗區大學收網福音特
會。經過多方的禱告與邀
約，並有弟兄們於週五學生
成全聚會傳輸負擔，盼望人
人真是一同打身體的仗，使
已過接觸敞開的福音對象
能抓住機會受浸得救。
特會自下午 5:45 開始，學

會的福音朋友認識人心往往
趨向永無止境的追尋，然而人
的被造有其目的，惟有創造主
能親自成為人的滿足，使人得
著永遠的生命，才能擁有真正
燦爛的人生。福音信息後有第
二次的受浸呼召，一呼召完弟
兄姊妹紛紛趨向福音朋友熱
烈的陪談，接著又有 11 位朋
友受浸，學生中心滿了喜樂和

生們陸續來到，感謝主！真是經歷基督成了旌旗
和旗號，吸引人來歸向祂，整場聚集前後約有 180
位與會，其中 102 位是福音朋友，這是學生中心
一樓會場第一次被這麼多人所充滿。
上半場為福音真理座談，由教職聖徒們分享得
救經歷並解答福音朋友對信仰與真理的種種問
題，並在座談結束前，弟兄並說明了受浸的意
義，有第一次的受浸呼召。阿利路亞！有 6 位福
音朋友率先答應呼召受浸，並上台分享受浸後的
喜樂，眾人都大得激勵。

歡呼。
這次福音聚會有超過十所以竹苗為主體的大
專院校學生參與，也有許多社區聖徒扶持，並有
13 位從印度、8 位從馬來西亞來的海外聖徒一同
配搭服事，我們來自各族各方，在基督裏卻能同
心合意不分彼此配搭爭戰，讚美主！基督和祂的
新婦軍隊一同得勝！
當週正逢印度聖徒來訪，共同有分福音開展，
兩次福音聚集也得了 4 個果子。願主加強我們，
堅定持續牧養這些新人，使他們都成為召會生活

7:30 開始下半場的聚集，由周復初弟兄傳講福
音信息，主題為「奇妙生命與燦爛人生」，使與

中常存的果子！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大學服事組)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二篇 寶座與活水、第三篇 禱告與交通

這篇信息是從新耶路撒冷的光景，來看交通與
權柄的平衡。在啟示錄二十一和二十二章在聖城

裏最主要的內容乃是神和羔羊的寶座，以及從寶
座所流出生命水的河。羔羊的寶座和活水的流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報導

2010.10.17

通，就是權柄和交通的故

的人，乃是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身分和權柄，

事。羔羊的寶座就是權
柄，生命水的流通就是生
命的交通。所以在這一座
城裏，一面寶座的權柄是
城的中心，另一面生命水
河的交通乃是城的貫通。
整個新耶路冷城的一切，
都在於這個交通與權柄的
配合。喝的、喫的、行的、以及神的同在，全繫
於這個交通與權柄的配合。照樣，今天在召會中

因為在我們身上有神的王權；祭司說出在我們身
上生命、道路和實際的交通。啟示錄五章十節說，
神叫我們作祭司在地上執掌王權。所以我們這些
與基督聯結的人，也有君王與祭司這兩面的職
分，能符合神建造的需要。
我們既然看見需要祭司平衡君王，需要交通平
衡權柄，在實行上，我們就要多敞開自己，釋放
自己的靈，叫生命的靈在我們中間流得通。敞開
自己釋放靈最好的路是禱告，你一敞開禱告，靈
就能釋放出來供應別人。若是眾聖徒在聚會中都

屬靈的糧食和飲料，以及屬靈的道路和神的同
在，都在於交通與權柄的配合。一個地方召會只
要滿有交通和權柄的配合，那地的召會就會滿了
活水，滿了糧食， 也滿了神的道路。
寶座與活水說出主作君王與祭司兩種職分。
基督作祭司來叫人享受神作生命、道路和實際，
而把人帶到至聖所，就是與神交通裏；基督也是
君王，叫神與人聯合，因此將神的權柄帶到人身
上。我們蒙恩的人也有這兩面的職分。彼前二章
九節清楚啟示，我們這些來到主面前，被主建造

這樣敞開禱告，你立刻能看見，生命的活水湧流
在聚會中，整個聚會就完全顯出新耶路撒冷的光
景。
我們要進入神的交通，必須常常禱告，使徒們
說他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並盡話語的職事，他
們常常禱告，因為他們是作祭司的。我們一到聚
會中都要學習藉由禱告釋放靈，這樣大家都進入
靈裏的交通，於是都在神的權柄之下，也都在神
的交通裏。
(陳永政)

每月一書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追求進度

日期

10/18~10/24

10/25~10/31

進度

第四、五篇

第六、七篇

11/1～11/7

11/8～11/14

11/15～11/21

11/22～11/28

第八、九篇 第十、十一篇 第十二、十三篇 第十四、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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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0 年 9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總

計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專 案
學生中心蓋造
累 計 收 支

本月收入

2,555,659

2,457,859

97,800

26,028,355

本月支出

2,058,378

1,960,578

97,800

23,059,605

本月結存

497,281

497,281

0

2,96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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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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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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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
十月學校排及家中排福音代禱。
六、兒童代禱事項：請為兒童歡樂成長園的報名及預
備代禱，盼望各兒童排都能邀約至少一個家參
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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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胎-需臥床約十週)、301 區徐葉惠
聰 (肺腺癌標靶治療出現抗藥性)、107 莊續曾(肺
炎導致呼吸衰竭住加護病房插管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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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代禱事項：請為 10/29 福音聚會，青職能邀
約同事、朋友，一人帶一人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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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梯次 10/21(三)搭車時間地點同第一梯次。赴
會須知請參閱附件或上新竹市召會網站－報告
事項中瀏覽或下載。
二、青職詩歌練唱相調：10/24(主日)，16:00～18:00
於仁愛會所一樓，18:00～19:00 用餐相調。使青
職經歷身體並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三、青職詩歌福音聚會：主題－人生最高的價值。
10/29(五)於科園會所舉行，18:30～19:20 晚餐愛
筵，19:30～20:50 詩歌展覽與見證，歡迎邀請各
界福音朋友參加。
四、竹苗區姊妹聚會：10/30(六)19:30 於仁愛會所舉
行，歡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五、
『有你真好』兒童歡樂成長園(兒童排展覽特會)：
11/6(六)15:00～17:30 於仁愛會所舉辦。這是一場
屬於父母和兒童的聚會，已於各大組兒童專項窗
口預備精美的邀請卡，盼望弟兄姊妹抓住機會，
邀約社區中的福音朋友與會，現場將為小朋友預
備精美小禮物。請向大組-窗口報名，報名截止
日期: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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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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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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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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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大組張鴻鈞弟兄與李焄鳳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10/23(六)10:00 於基隆市召會四會所(基隆市祥豐
街 106 巷 1 號)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需
登記搭遊覽車者請聯絡沈家本弟兄 0911257591)
十、芎林召會李振義弟兄與鄧美芳姊妹結婚聚會：
10/23(六)15:00 於芎林召會會所舉行(文山路 733
巷 25 號，電話：03-5121757)請聖徒踴躍前往扶
持。
十一、史張修容姊妹安息聚會(王史甄陶姊妹之母)：
謹訂 10/30(六)11:00～12:00 於台北第一殯儀館-懷
德廳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扶持。(需登記搭遊
覽車者請聯絡張亨兆弟兄 0917170632)
2010 年 10 月 04 日 至 2010 年 10 月 10 日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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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122
236
204
9
36

256
51
182
110
7
51

357
88
243
175
16
94

232
89
232
165
7
51

1133
350
939
654
39
232

120
53
141
89
－
－

157
21
63
40
－
－

94
26
131
56
－
－

106
25
143
77
－
－

50
9
55
24
－
－

50
17
32
16
－
－

12
7
16
12
－
－

54
13
72
46
－
－

26
12
24
24
－
－

15
9
23
15
－
－

407
118
496
270
－
－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本
週
下
週

10/17(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印度聖徒至中壢
訪問
各大組讀經追求
10/24(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16:00 青職詩歌練
唱相調
各大組讀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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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一)
19:30 少數負責弟
兄召聚專項交通
聚會

10/19(二)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一梯次2

10/20(三)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一梯次3

禱告事奉聚會
10/26(二)

排聚集
10/27(三)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10/21(四)
竹苗區聖徒追求
暫停一次。9:00 年
長聖徒聚會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二梯次1
排聚集
10/28(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10/22(五)
全台姊妹相調特
會第二梯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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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聚集
10/29(五)
10/30(六)
18:30 青職詩歌福 大組核心交通
音聚會
19:30 竹苗區姊
妹聚會

新約讀經心得

聖靈與那靈

主後 2010.10.17 第二八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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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是神人關係的新紀元，無論在神和在人兩
面都有新起頭。馬太福音一章十八節就是這起頭
的關鍵節，特別是後半：「馬利亞就被看出懷了
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本節發生一件人類
史上未曾有過的新事，就是七百多年前以賽亞豫
言神給人的兆頭：
「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九期
那裏說：「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
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
榮耀。」相矛盾。下面我們先定義那靈，再討論
矛盾。神的靈從起初就有了（創一 1～2），但那
靈，就是基督的靈（羅八 9）
，耶穌基督的靈（腓
一 19），在主說這話時還沒有，因為祂尚未得著

（賽七 14）這位童女就是馬利亞，她與未婚夫約
瑟尚未同房，卻神蹟地被「發現」
（「看見」原文
意，表示不一定由肚子大而知道）
「懷了孕」
，原
文意在子宮裏有了（孩子）
，是出於「聖靈」
。人
這面有神蹟、新事；而神這面也有新起頭，就是
「聖靈」。
按時間序，聖經第一次提及聖靈是在路加一章
十五節，論到施浸約翰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溢
了。「聖靈」是新約對神的靈第一個神聖名稱，
這名稱在舊約裏從未用過（詩五一 11 和賽六三
10～11 的聖靈，應當譯為「聖別的靈」。註：聖

榮耀。耶穌是在復活時得著榮耀的（路二四 26）
。
祂復活後，神的靈就成了那成為肉體、釘十字
架、復活之耶穌基督的靈。基督在祂復活的晚
上，已將這靈吹到門徒裏面（約二十 22）。現今
這靈乃是另一位保惠師，就是基督受死之前所應
許實際的靈（十四 16～17）
。當這靈還是神的靈，
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藉著基督成為肉體、釘
十字架並復活，成了耶穌基督的靈，祂就兼有神
聖與屬人的元素，連同基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
和復活的一切素質和實際。因此，祂現今乃是包
羅萬有耶穌基督的靈，作了活水給我們接受（七

為神的所是；而聖別為神的所作）。乃是到了這
時，為著引進神的福音，替救主的來臨豫備道
路，並為祂豫備人體，神的靈纔用這神聖的名
稱。替救主的來臨豫備道路，需要祂的先鋒從母
腹裏就被聖靈充溢，使他能將百姓從神以外一切
的事物中，分別歸神，叫他們為著神的定旨，聖
別歸神。為救主豫備人體，需要聖靈將神聖的性
情分賜到人性裏面，使人成為聖別，以完成神救
贖的計畫。因此聖靈比舊約對神的靈所有的啟示
如智慧的靈、正直的靈…等都更寶貴，因為聖靈

38，39）。根據如此定義，矛盾在於連主說話時
都還沒有那靈，怎會在主受浸起來或受魔鬼試誘
時，有那靈呢？答案是因為約翰七章三十九節是
主專對信入衪之人說的，不適用於主自己。對主
耶穌而言，衪由聖靈成孕那時起，聖靈已經調入
人性，住在主耶穌的人性身體裏，符合那靈的定
義，因此稱作「那靈」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這會
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那靈第一次運行在主身
上，竟是把主引去受魔鬼試誘，令人覺得那靈與
魔鬼合作。更準確說，應是魔鬼與那靈配合，因

含示神與人更親密、調和為一的關係。
到馬太四章一節，關於靈又有一新名辭出現
了，就是「那靈」
（原文在靈前加一定冠辭）
。不
過若照時間序，這辭第一次出現，該在馬可一章
十節或約翰一章三十二節，都是講到主受浸，從
水裏上來，那靈彷彿鴿子降在衪身上。不過無論
以上提到的那一處似乎都與約翰七章三十九節

為王受試驗是衪成就神旨意所必要的，那靈在主
耶穌裏面引導，魔鬼（意控告者、毀謗者）就是
撒但（意對頭）在外面試探，以成就神所命定要
作的。由這點也可證明，魔鬼或撒但是神所利用
的反面角色，為著試驗並成全人，而新約的第一
位，當然就是主耶穌（耶穌確是人，衪常自稱「人
子」，如太八 20，九 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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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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和「那靈」是神開啟新約的主要鑰匙，

裏（雅四 5）
，與我們調和且更新變化人的憑藉。

也就是以西結所豫言的「新靈」（結十一 19，十
八 31，三六 26）。所以我們新約信徒如何對待、
應用並經歷它們就至關重要了。聖靈是神在新約
臨及人（太一 18，徒八 15）
、聖化人、帶領人（九
31）
、教導人並賜人能力（一 8）的主要憑藉；而
那靈更是神生出我們（約三 6，8）、內住我們靈

不論怎麼說，聖靈和那靈都是我們經歷神同在和
同住最親密且實際的實質（林後一 22，五 5；所
以約翰稱之為「實際的靈」）
。沒有它們，一切就
空有其表，成為宗教、儀文和作法了。所以我們
務要積極操練自己重生的靈、運用聖靈並順服那
靈，活在新約「靈的實際」中。
（董傳義）

舊約讀經心得

點名的重要

在職事書報裏，李弟兄曾提到從統計中，能找
出基督擴增與開展的憑藉和基礎。因此，我們若

得救的新人，可都是數算得清清楚楚，沒有一點
馬虎。而我們卻可能覺得一百隻羊與九十九隻羊

能在召會生活中，仔細地點名，其數據不單是能
反映各項操練或聚會的人數，更能清楚羊群真實
的光景，看見真正的需要。

(路十五 4～6)差不多，沒什麼好計較的。為此，
點名要能仔細清楚，我們就必須魂裏儆醒，好像
要「交賬」的人(來十三 17)一樣。另外，九十篇

民數記一章說到，為著編組成軍，要數點以色
列中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並逐一登錄，計
算總數(2～3,18,46)。六十萬多的數字就表徵神子
民中，有這麼多是靈裏剛強並在生命裏成熟的
人，夠資格編組成軍，為著神在地上的權益和行
動爭戰。同樣地，今天在召會中，點名的實行就
是要顧到神的權益，並不是為著誇耀人數眾多(撒
下二十四)。而來到民數記二十六章的數點，以色

十二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這裏的數算，意秤出…
的重量，含示分配、指派。因此，從神人生活操
練（如晨興、讀經、禱告、傳福音、餧養人…等）
的各項統計，可以看出召會中有多少聖徒在生活
中享受基督並湧流生命，每天的日子在主面前都
是有份量、可蒙記念的。另外尚未實行操練的，
我們也要曉得有誰，就能指教他們，給予適時的

列中能爭戰的總數稍稍減少了，經計算後發現是
西緬支派的短少，原因就在於二十五章所記載其
首領行的惡。因此，點名若確實，當我們讀報表，
發現人數不增反減時，就是神提醒我們要留意原
因，找出是否有不討祂喜悅的事發生在聖徒中，
若有，便需要對付清理。
詩篇五十六篇八節，
「我幾次流離，你都數算。
求你把我的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這不都記在你
冊子上麼？」及八十七篇六節，「當耶和華記錄
眾民的時候，祂要數點出，這一個生在那裏。」

幫助、帶領，好叫他們也能得著智慧的心。
耶利米三十三章十三節，「在山地的城邑、低
陸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憫地、耶路撒冷四
圍的各處、和猶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從數點的
人手下經過；這是耶和華說的。」當神說到以色
列復興的應許時，並未說羊群從牧人的手下經
過，而是說羊群從數點的人手下經過。我們若對
點名的服事認真、忠信，就會清楚羊群的景況，
知道如何與神合作，照著神來牧養。如此，即或
是荒涼的地方，也「必再有」羊群從我們手下經

這兩節的「數點」與民數記所用的不同，意思是
計分或記帳，作正式永久的記錄。它們分別點
出，神對於軟弱退後、久不聚會的聖徒以及蒙恩

過。願我們都能在點名這微小的服事上，經歷主
的祝福。
(李典穎)

二○一○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的心得分享
二○一○年秋季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的
主題是「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

照料召會」。本文就各篇所得著，在這裏有一點
分享。第一篇說到，長老是神在祂子民中間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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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因素，因為長老是直接治理召會。神渴望
將元首權柄和君王職分絕對、單單保留給祂自
己。所以祂需要各地有一班長老有份於祂的行
政，卻不得罪祂的作頭。
因著亞當的墮落，神就呼召亞伯拉罕成為蒙召的
族類。神要在這蒙召的族類達成祂的定旨，即，
叫萬有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元首的權
柄），叫地上的國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君王
的職分）。難怪以色列的長老向撒母耳求立一個
王治理他們像列國一樣。耶和華不喜悅。因這是
以色列厭棄耶和華作他們的王，是在耶和華眼中
行了大惡！若以色列立一個王，不在耶和華元首
權柄底下，也不在耶和華君王職分底下，神如何
完成祂的定旨？如何達成祂心頭的願望？
第二篇說到『在生命中產生長老，好生機的照
料召會』
。在這篇信息裏，有幾點很重要。1、生
機的：召會是基督生機的身體，所以長老職分是
生機的，長老照顧召會應該完全是生機的，不是
組織的。2、設立長老是出於生命的，是照生命
成熟度而設立的，不是照人的意思指派的。3、
長老是照著神的思想、感覺、意願、和揀選來監
督召會。4、長老應當善於教導。5、長老在地方
召會裏的帶領，乃是走在群羊前面作榜樣，乃是
保養顧惜而不是控制轄管聖徒。
第三篇說到，神在祂子民中間行政的原則乃是
神治，神直接的管理和管制，不是獨裁也不是民
主。所以我們需要在使徒、長老、和眾召會的交
通中，尊崇基督的元首權柄。
第四篇說到長老的資格。地方召會中的監督就
是長老；
『長老』指成熟的人，
『監督』指長老的
功用。作長老是在於我們的性格、個性、品性和
所是。提前三章一至七節裏的長老資格，乃是最
高的要求，唯有內住之基督的復生命有最高的供
應才能達到這要求。所以作長老的必需運用他們
的靈，與主是一才能達到。
第五篇說到，提多書論到作監督的，必須『堅
守那按照使徒教訓可信靠的話，好能用健康的教
訓勸勉人，又能使那些反對的人知罪自責』。彼
得前書論到長老的牧養及其賞賜。長老的牧養是
按著神的性情、心意、作法和榮耀，不是按著人
的偏好、興趣和目的。長老的驕傲攔阻神的恩典

相調
進到召會；但長老的謙卑讓恩典活的水流不斷的
湧入召會。
第六篇說到，己是向神宣告獨立的魂，也是基
督身體的仇敵。主的恢復乃是在於背起十字架，
否認己，喪失魂生命，並活基督。
第七篇說到在生命上認識主的恢復。年輕的一
代要不偏離主的恢復，必須在生命上、真理上認
識主的恢復。主的恢復是把我們帶回到生命這
裏，回到是生命的三一神這裏，經歷祂，享受祂，
被祂構成，與祂是一，湧流祂，供應祂。且團體
的成為金燈台，在生命上、性情上、彰顯上但不
在神格上成為祂的複製。基督徒生活有個人一面
和團體的一面；個人一面是為著團體一面。人在
召會生活之外可以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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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恢復不是任何一種工作、運動、活動、教訓
或作法，而是活一個生命，這生命就是三一神。
第八篇說到在真理上認識主的恢復。聖經是神
的說話、神的發表，神自己是聖經的內容、實際。
當我們讀聖經時，我們首先接受的是道理，在這
道理裏傳輸真理。雖然真理在道理裏面，但若沒
有聖靈的照亮，無法被認知；唯有當道理被那靈
照亮時，就發出亮光和啟示，這時道理就成為真
理，滿了光，同時也帶來生命。當我們來接觸道
理的內容時，若沒有接觸到神，我們仍然沒有真
理；只有當我們接觸到神了，我們就有了真理。
所 以 道 理 和真 理 是 兩個 迥 然 不 同的 境 界 和領
域。知識道理徒然叫人自高自大卻不能拯救人；
真理讓我們能經歷神、享受神，把我們從墮落的
黑暗中釋放出來。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在神那
邊，是神在祂自己許多方面被啟示出來，在我們
這邊，因著聖靈的照耀，被我們瞭解，被我們認
知、經歷，同時帶來光帶來生命。
生命所有的豐富都在真理裏；每一項真理都是
生命的一面。真理的加增帶進生命的長大；一位
信徒接受真理越多，在他的經歷中生命就越豐
富。一位無知的信徒即使愛主到極點，還是無法
有生命的豐盛，因他缺少真理！我們若認識三一
神和聖經，有生命和真理，並且滿了光，我們才
真正在主的恢復裏。
（黃信雄）

壯年班訓練分享

成飛鷹展翅，傳揚神福音

目前我和弟兄都在壯年班上課，因十月初有韓
國釜山的秋季同工長老訓練，在訓練後各地的聖
徒就陸續來壯年班相調，所以本週我們共接待了
來自日本的壯年班學員、巴西及紐澤西的聖徒。
其中南美洲的巴西聖保羅召會的分享見證讓我
分外得供應，且覺得主真是奮力活動的神，祂不
歇息，主的工作正大大地在全地展開。
巴西有七千位聖徒在主的恢復。三月及五月間
在來自二十四個國家兩百位的聖徒們配搭下，將
五十萬本恢復版聖經分送到南美十個國家(委內
瑞拉、秘魯、玻利維亞、智利等)，當地聖徒每早

的過程中，有學校的教師願意協助發送，並傳揚
神的福音，甚至有人願意排隊等候一個半小時，
為了能得到一本恢復版聖經，可見人心對神的話
的渴慕，甚至神職人員、流浪漢也來排隊領聖經。
在發送五十萬本恢復版聖經後，共收回二十萬
張的迴響卡，有六萬人願意接受主，這大大地激
勵了弟兄姊妹為福音工作的心志。願我們也能為
著神的權益當主的踏腳石，讓神的飛鷹能展翅到
全地傳揚神的福音，使我們眾人都進入神的經綸
裏，接受負擔而在主的歷史行動中有分！
(竹東 楊鄧惠華)

與他們一起晨興再一起去推廣免費聖經。在發送

讀經蒙恩分享

藉有聲聖經贖回光陰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
住在你們裏面」(西三 16)。在繁忙的生活中，
要坐在書桌前，好好讀聖經是不容易的，所以
要求主讓我們有心追求，並有路進入。
自從初檢出罹患大腸癌，我驚覺主給我的時
間是有限的，有人患病三年、五年；也有人三
個月、五個月就走了，我就在主面前尋求，見
主之前我當豫備什麼？主讓我看見，第一是裝
備主話。
我想起福音書中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
郎的那幅圖畫，其中五個是愚拙的，她們拿著
燈卻沒有帶著油；但另五個精明的童女拿著她
們的燈，又在器皿裏帶著油，新郎來了，那預
備好的，同他進去赴婚筵，門就關了。那愚拙
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給我們開門，
主卻回答說：我不認識你們。 (太二五 1～12)。
我覺得這是主給我愛的提醒，就是要我好好讀
聖經。
但無奈體力、視力皆大不如前，事倍功半，
速度太慢，正當心裏作難時，我就想起福音書
房不是有電子書系列產品嗎？就上網查詢，發
現了〝有聲聖經恢復本〞
，我如獲至寶，趕緊買
了一套。從八月初到九月底，我已從舊約到新
約六十六卷聽了三遍，讓我喜出望外。想到已
往讀經一年一遍常是斷斷續續，零零落落，我

何德何能，如今竟能一個月把聖經聽完一遍，
我真是雀躍不已，讚美主！也要感謝書房兄姊
勞苦的服事，給我們預備一條讀經的便捷之
路，願更多的人進入，作他們的賞賜。
以往在家和妻子一同作褓姆，除了把孩子照
顧好，有很多時間在魂裏遊蕩，但在這兩個多
月來，我有時間就用耳機或喇叭聽聖經。不只
是我，連家人也沐浴在主的話中，一同贖回光
陰。從前有各種吵雜的聲音，現在換成了弟兄
姊妹清脆悅耳、抑揚頓挫的朗讀聲。從前照己
意管教兒女，如今用主話牧養供應；從前為主
申言辭窮語塞，如今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
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詩四五
1)哈利路亞！
最近這段養病的過程，神的話更成了我的扶
持、鼓勵和醫治：他親自取去了我們的軟弱，
擔當了我們的疾病。(太八 17)你們要將一切的
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五 17)人
有疾病，靈能支持(箴十七 22)耶和華萬軍之神
啊，我得著祢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祢的言
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 16)
但願個人微小的見證，與親愛的弟兄姊妹互
相鼓勵：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
富的住在我們裏面」(西三 16)儆醒預備，迎接
我們的新郎回來。
(張炎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