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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福音的託付，過傳福音的生活
自八月中旬以來，歷經各大學校園一連串密集
的福音行動，直到過了十月七日新竹市六所大學
的聯合收網福音之後，從外面行動的頻率來看，
似乎已過了福音行動的高峰期。其實有經驗的人
都知道，福音行動高峰過後的常態，才是真正查
驗我們是否有福音實際的時刻。接續上週刊頭文
章的負擔，在對福音完整的認識上，看見我們－
是一個傳福音的人，過的是傳福音的生活，而我
們的召會是一個傳福音的召會。
接受託付作一個傳福音的人
主已將福音託付給我們，祂說：
「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
（約四 35）又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
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
（太
九 37、38）從各校園所得福音的果子和普遍對福
音的回應，看見祂已撒了種，並且都變作莊稼，
需要工人收割，而我們就是主所揀選並託付的工
人。主的莊稼不僅在大學校園裏，也在職場中，
特別是職場中的青職；也在我們的鄰舍中，特別
是在兒童排所接觸的家長中。雖然大學校園福音
行動的高峰期已過；但主在這些福音行動中所顯
明的平安之子，就是祂的莊稼，需要我們持續的
去收割。主在馬太二十五章，告訴我們要我們作
愛祂的童女，也要我們作像祂一樣忠信的奴僕；
祂天天在撒種，我們要殷勤並忠信的去收割。而
即將到來的十月二十九日的青職詩歌福音，也是
主呼召我們去收割青職莊稼的好時候。
「來、去、來」的福音生活
在傳福音得人的事上，照著前面弟兄的教導，
我們該有的福音生活應該是一種「來、去、來」
的生活，「來」到主面前求主除去攔阻我們的罪

與軟弱，得著主的恩典與生命的供應；「去」到
人中間，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將恩典帶給人；並
且將人帶「來」到主面前，讓主作成建造的材料。
這就是我們該有的傳福音的生活。當我們願意
「去」纔能使「來」有效力。神不只給我們託付，
差我們去傳福音；祂也給我們能力，去完成祂所
給的託付；要領受從主來的福音能力，我們必須
來到主面前享受主。生活中的晨興與禱告，就是
叫我們能藉著規律的來到主面前，持續的從主得
著福音的能力，讓我們能堅定持續的「去」到人
中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福
音就是神的話，帶著神自己，經過我們的享受、
禱告，就變成能力。當我們接觸人之前，也要先
享受祂，先領受這能力。
下半年福音的負擔與行動
從九月開始，當校園福音的號角響起，新竹市
召會就進入下半年福音的節期。雖然每個月份都
有其加強的重點－九月的重點是大學校園，十月
的重點是青職，十一、十二月的重點是社區。但
是福音的行動與負擔在各面、各專項應是持續
的。以大學校園福音為例，我們需要持續的照顧
牧養從開學以來得救的新人，好讓主能將這些新
人結成常存的果子，成為神家建造的材料。而許
多主已顯明還未得救的平安之子，也需要我們持
續的供應基督，好使他們的眼睛得開，心轉向
主。青職的負擔也是如此，詩歌福音聚會只是福
音的起頭和過程，並非結束。十二月二十四日全
召會將有一次年終收網福音，我們要將一年福音
的收成於 2011 年 1 月 2 日主恢復在新竹市六十年
的蒙恩見證聚會中向主獻上。
（譚昌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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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芝加哥福音行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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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茂復活的春天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羅
一 16）。感謝主，祂的福音猶如清晨的日光，不
止要臨到那些尚未信主的福音朋友，更是要臨到
我們這些“信的人”，在聖徒中間興起復興的光
景。正如今年已過 9 月 19 日在芝加哥的主日聚
會中，從新澤西前來的吳弟兄所交通的那樣，在
已往的福音行動中，聖靈的水流主要在美國東
岸，西岸以及南部德州一帶動工，中西部地區則
相對較為荒涼，形如一個 U 型。然而在新澤西訓
練後的兩個月，我們實在可以見證，主的號角也
在中西部吹響，首當其衝的就是全美第三大城
市—芝加哥。
新澤西華語成全訓練
芝加哥地區人口稠密，校園林立，在北郊有西
北大學，市區有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IC），
南郊有芝加哥大學，均為世界知名大學。其他如
伊利諾理工學院(IIT)、洛約拉大學（Loyola）
、帝
博大學（DePaul）等學生人數亦在萬人上下。然
而，多年來聖徒們往往臨淵羡魚，缺乏校園福音
的負擔，主日華語聚會的人數僅有 40 人左右，
且大多為在職聖徒。
在今年的國殤節特會中，宋弟兄代表芝加哥召
會答應主的呼召，為主奉獻，邀集一輛遊覽車的
聖徒參加七月底在新澤西的華語成全訓練。雖然
行前的準備，對於每一個聖徒都是極大的試驗，
但是憑著對主絕對的信和熱切的愛，至終共有 67
位聖徒成行。感謝主，在這次的訓練中，我們實
在是見證了“風雲火金”的焚燒。一連七天的訓
練，讓弟兄姊妹們完全倒空自己，唯見榮耀裏的
基督，多個家庭願意奉獻參加團體神人生活的操
練；並在會上集體奉獻，要在芝加哥地區廣傳福
音，去那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在回程路上，與我們同行的一位弟兄，也為聖
徒們見證了中國大陸的福音開展，讓聖徒的靈更
加挑旺，一如以色列人入迦南，要上去奪取芝加
哥這地為業。回來之後，在西北大學與 UIC 周邊
的一些家庭開始聚集，為校園的福音迫切禱告。
在與負責弟兄交通之後，華語聚會開始實行在主
日後有愛筵，以此將新人直接帶到主日聚會。感

謝主，這小小的實行，就讓我們主日聚會的人數
增加到 60 人。在會後的用餐時間，弟兄姊妹們
繼續與新人相調，回答他們種種的問題，驅散他
們心中的疑惑，並見證了主恢復的真理與實際。
聖靈的工作並不停留，而是帶領聖徒們進一步
走出家門，在晚間去看望新人，設立家聚會。出
乎我們意料的是，大多數新人對福音都非常敞
開，也願意打開家來聚會。這一方面對我們是極
大的鼓勵，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深覺慚愧，為過去
在福音工作上的疏忽向主悔改。而聖靈在福音工
作上的帶領也是又新又活，比如一位姊妹住在西
北大學的學生公寓，在接觸新人一段時間後，直
接在地下活動中心設立了小排聚會，目前常來聚
會的家庭已有 7、8 個家。另一位在西北大學工
作的弟兄則利用傍晚時間，先是跑步鍛鍊身體，
然後一起讀經，餵養新人，從一開始只有兩個人
跑步，到後來一起跑步的福音朋友達到 6 位，至
終這些人全都成為弟兄。主也大大地祝福了我們
的行動，目前僅在西北大學，被我們接觸並願意
敞開參加聚會的福音朋友已有 30 餘位。弟兄姊
妹們為此專門建立了福音名單，為他們的信而受
浸提名禱告。
福音真理座談會
9 月 17 日，從加州來的馮弟兄與劉弟兄與本地
聖徒一起，參加了在西北大學學生公寓地下活動
中心的小排聚會。雖然因著週末的關係，前來參
加的福音朋友人數不多。但是聖徒們一一見證了
新澤西訓練後的復興光景，並由馮弟兄重點交通
了本次福音 聚會的著 重點不在放 在一次的 受
浸，而是放在更持續更深入的讀經活動上。
9 月 18 日，馮弟兄和劉弟兄與一位本地的弟兄
配搭，先驅車前往 UIC。由於是週末又下雨，弟
兄們本沒預計散發福音單張。但是就在我們散步
禱告的過程中，就遇到一家週末中文學校。弟兄
們隨即入內散發福音單張，並講說福音。其中一
位在公會受浸的姊妹非常敞開，並留下聯繫方
式，願意參加我們的聚會。隨後我們又趕往西北
大學，就在行車途中，本地一位弟兄打電話，告
知一位福音朋友生病，恐怕不能來參加晚間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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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是弟兄們當即決定去看望這位福音朋友。
感謝主，我們不僅在他家有一次得勝的聚會，而
且還在他所住的公寓接觸了其他幾位新人。他們
均表示要來參加晚間的聚會。
晚間的聚會共有 110 人（不包括兒童）參加，
其中福音朋友約 30 位。馮弟兄、劉弟兄、新澤
西趕來的吳弟兄、朱弟兄與本地的宋弟兄一起帶
聚會。弟兄們先為福音朋友們講說了讀經的重要
性，呼召新人參與五周讀完約翰福音的活動。隨
後弟兄們進一步回答了福音朋友們的問題，並由
劉弟兄與馮弟兄一起講解了“人生終久所賴”
這篇信息。在隨後的收網呼召中，30 位福音朋友
共有 15 位願意參加讀經活動，6 位福音朋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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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男生）與一位巴基斯坦來的女生願意受浸，其
中就有那位因病差點不能前來的福音朋友。這位
福音朋友和我們聚會已有一段時間，但是就是不
能過受浸的關。感謝主，正如馬太福音九章所
說，我們實在將他抬來聚會，主就因著我們這些
人的信心，讓他得著醫治。在主日聚會中，這位
新受浸的弟兄還奉獻了一幅對聯“福傳四海皆
弟兄姊妹，音頌九州俱我主耶穌”，宋弟兄為他
題了橫批為“召會歡迎你”。在主日會後，另一
位福音朋友也受浸歸入主。主啊，我們願你更多
祝福芝加哥的召會，祝福這裏的福音開展，在這
裏興起你復活的工作，建造你榮耀的身體！榮耀
歸於主！
(轉載自學者福音)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四篇 調靈的禱告、第五篇 生命的活水

第四篇調靈的禱告：禱告是祭司的職分，藉著
禱告與主來往交通，並執行神在地上的經綸，但
我們的禱告常常是著重在外面事物的祈求，把事
情禱告完了，也就交差了事了，好像我們與主的
關係不過是為著解決我們的需要，或者是應付外
面環境、工作等，卻缺少禱告內在的實際。禱告
內在的實際，乃是回到靈的深處，來遇見主自
己，聽見祂的說話，接受祂的光照，讓祂有機會
在靈裏作工。所以，我們的禱告生活就不容易建
立起來，因為我們的禱告只是摸著皮毛，少有進
入禱告的靈裏，享受從那靈來的滋潤、甜美，並
豐富的供應。
我們必需在禱告上翻轉我們的觀念，禱告不只
是重在外面事物的祈求，先要回到靈裏，摸著靈
裏深處的感覺，就是摸著基督這活的人位，照著
那靈深處的感覺，有交通、有對付、有祈求，有
享受，能叫我們摸著神，嘗到神，滿有親密情深
的感覺，這種的禱告才是真實、寶貴、有價值的
禱告。神總是給祂兒女「好東西」，這好東西不
是別的，就是那靈！願我們的禱告都能進入那靈
的實際裏。
第五篇生命的活水：在聖經中神的殿總是與生
命水的河相關聯，諸如；在神的殿裏得喝樂河的
水（詩三十六 8）
，有水從神的殿的門檻下，流出

來成為河（結四十七 1、5）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
殿中流出來（珥三 18）到了新約，主不僅是那更
大的殿，也有生命的活水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來
（約四 4）最後，在新耶路撒冷城裏，
「一道生命
水的河...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啟二二 1）。
聖殿是神的居所，也是祭司的居所，表徵神人
互為居所，而生命水的河在殿中流通，使神與人
的生命聯調為一，我們的神是源、泉、川的神，
將祂的生命如活水不斷的湧流，人們就從這水流
中得著生命與生命的供應。這生命的活水不僅使
我們得著滋潤，解決乾渴，除去一切的污穢不
潔，生活因而喜樂、暢快。
這生命活水的湧流，更是產生建造的材料，將
神建造到人裏面，將人建造到神裏面，這是神的
心意；是神永遠的旨意。我們要看重這生命的活
水，天天來享受這活水，使神的生命不斷的經過
我們，除去一切的老舊、敗壞，並帶進新鮮、活
潑的生命，操練全然的敞開，順服那靈的帶領，
讓神的成份更多構成在我們裏面，弟兄姊妹，生
命的流入在於流出，享受活水並供應活水，讓那
靈更多的充滿且充溢，才是召會生活應有的光
景。
(韓永偉)
附註：10/25～10/31 追求進度為六、七篇

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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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臥床約九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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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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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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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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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大、北教大聖徒來訪：10/24(主日)上午約 40
位大學聖徒至新竹市召會學生中心相調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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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組福音聚會時間表：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308
302、312
301、311

10/31
11/27
11/28

10:00
10:00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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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全時間壯年成全班歷屆畢業學員相調聚會：
12/17(五)10:00～12/18(六)中午，於中部相調中心
舉行，費用每人 500 元，歡迎歷屆學員及眷屬參
加，並請於 11/1 前報名。(詳閱通啟)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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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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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亨兆弟兄家
新光會所
新光會所

六、
『有你真好』兒童歡樂成長園(兒童排展覽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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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10 月 11 日 至 2010 年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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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115
224
192
9
49

245
74
171
125
7
57

358
122
272
200
16
105

244
91
214
159
7
37

1159
402
929
676
39
248

142
49
143
86
－
－

152
27
66
69
－
－

92
24
126
56
－
－

103
24
139
65
－
－

52
9
65
23
－
－

44
15
31
30
－
－

20
6
26
9
－
－

46
13
70
40
－
－

27
4
38
28
－
－

13
5
35
12
－
－

397
100
530
263
－
－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10/24(日)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16:00 青職詩歌練
週 唱相調
各大組讀經追求
10/31(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0/26(二)

10/27(三)

19:30 少數負責弟
兄召聚專項交通
聚會
11/01(一)

10/28(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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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事奉聚會
11/02(二)

排聚集
11/03(三)

排聚集
11/05(五)

19:30 少數負責弟
交通聚會

各大組集中專項禱
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11/04(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10/25(一)

11/06(六)
大組核心交通
15:00 兒童歡樂成
長園-兒童排展覽
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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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五至七章論到國度的憲法。起先是定

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五 14）光乃是
九期

義國度子民的性質（太王 1～12）
，利用生命九福

燈的照耀，光照在黑暗裏的人。對於這黑暗的世

的條件如靈裏貧窮、哀慟、溫柔…等說明何種人

界，諸天之國的子民就是這樣的光，除去世界的

是國度子民。這九個條件主要都是人的「所是」

黑暗。他們在功用上是醫治的鹽，在行為上是照

－與生命相關，而不在人的「所作」－與作為有

亮的光。國度子民是照亮的光，猶如城立在山

關，或人的「所有」－與人的成就或家業有關。

上，是不能隱藏的。城顯然是由許多的家集結而

顯然國度子民在於是不是活出（神聖的）生命，

成，每一家都把自己的光照亮，這在山上高處的

而不在於學習、模仿或被要求作什麼。定義了國

城就光耀醒目，遠處就能看見，無從隱藏。家若

度子民，接著就提到關於國度子民的影響（13～

表徵地方召會，城就表徵宇宙召會，而主在說到

16），這當然是指國度子民活出「所是」而對他

光後，立即提到城，顯然含示光的影響不重在個

人產生的影響，出於生命活出的自然流露，而非

人，而重在團體，城是「建造」而成的，含示全

刻意作些什麼。短短四節卻對我們這些信徒活在

地聖徒建造基督的（一個）身體，而彰顯神的榮

召會生活中有極大的啟發和警示。

耀，像光照亮世上的人。這城要終極完成於聖城

關於國度子民對所活在的世界的影響主要有

新耶路撒冷（啟二一 10～11，23～24）。主進一

兩面：鹽和光。主先說到鹽，
「你們是地上的鹽；

步講到，「人點燈，也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

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牠再鹹？既無任何用

燈臺上，就照亮所有在家裏的人。你們的光也當

處，只好丟在外面，任人踐踏了。」（五 13）鹽

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榮

在舊約最早出現是用在製「香」
（出三十 35）
，和

耀你們在諸天之上的父。」（太五 15，16）這裏

素祭的供物要用鹽調和（利二 13）。鹽的功用是

有一關鍵點，就是「人點燈」，人雖有燈，卻不

調味、殺菌和防腐。按豫表，鹽表徵基督的死或

一定點亮。「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

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穌一直過一種調鹽的生活，

處。」（箴二十 27）明白告訴我們，點燈就是運

就是在十字架下的生活（可十 38，約十二 24）。

用人重生、調和的靈，在靈裏焚燒、挑旺、火熱、

甚至在祂實際被釘十字架之前，祂就已經天天過

發光。換句話說，當我們運用靈、活出基督（即

著釘十字架的生活，否認祂的己和祂天然的生

「好行為」）時，是光的神（約壹一 5）便被照亮

命，在復活裏活父的生命（約六 38，七 6，16～

出來。然而，還要看人把燈放在那裏？斗厎下還

18，參加二 20）。因此無論是豫表禱告的燒香，

是燈台上。斗是量穀的器具。點著的燈放在斗底

或豫表人性生活的基督的素祭，都必須加上或調

下，光就照不出來。國度子民既是點著的燈，就

和基督的十字架（表徵死）。同樣國度子民活在

不該被與食物有關的斗遮蔽。關心食物叫人憂慮

地上必須有殺菌防腐的效果，防止地完全敗壞。

（六 25）。燈台表徵（三一神）的具體彰顯與見

不然若失了味，就是失去鹽的功用，就只好丟在

證（出二五 31）
，也就是新約的召會（啟一 12）。

外面－表徵從諸天的國除掉（路十四 35），任人

因此，人把燈放在燈台上是指放在召會裏，特別

踐踏即當作無用的塵土般對待了。

是在召會聚會中作經歷三一神具體的見證。光好

主接著說到光，衪先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

比山上的城，照亮外面的人；而燈臺上點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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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照亮家裏的人。如同山上的城，光是不能隱

提醒我們，鹽容易失味；光容易隱藏，而使國度

藏的；如同燈臺上的燈，光是不該隱藏的。

子民失去功用和影響，也就是不活基督、不讓基

其實，鹽和光都不是人所是的功用和性質，反

督發揮影響力，這是我們該留意，盡力避免的。

倒都是內住我們靈裏基督耶穌所是的特性。不過

總之，國度子民的影響，就是基督人性和神性的

鹽重在衪的人性，指基督十字架的釘死，可以消

特質，經由他們活出來，使周遭的人不致腐化敗

殺地上一切的消極包括罪和污穢；而光重在主的

壞，更蒙光照轉向主、榮耀神。因此，信徒們都

神性，基督身上具體活出的神性美德，令人蒙光

應在平日生活中，積極操練回到靈裏，憑靈活基

照，看見自己的不潔和罪過。前者可以防止地的

督，向著世人作鹽、作光，發揮基督徒該有的影

腐化和敗壞；後者可以使人在光中轉向神並榮耀

響力，這是今日每一位活在地上的聖徒無可推卸

我們的父神（因衪分賜生命給我們）。但主的話

的責任。

舊約讀經心得

（董傳義）

幫助大衛奮勇得國的勇士們

歷代志的性質和其他歷史書完全

恩變化的結果，大衛在離開迦特王亞

不同。撒母耳記和列王記記載歷史的

吉逃到亞杜蘭洞時，約有四百人跟隨

事實，而歷代志卻是以神的話語和看

他（撒上廿一 2 下）
，這可能是最早跟

法來記載，以解釋歷史的事實。因

隨大衛的一批人，也是後來與非利士

此，我們來讀歷代志時，必須認識這

人爭戰中大衛的主要幫助者。他們是

卷書的描述順序、方式與口吻，有其

怎樣的人呢？撒母耳記上廿二章 2 節

特別的屬靈意涵。歷代志上十章接續

說：
「凡受窘迫的、欠債的、魂裏苦惱

從亞當到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家譜後，記載治理全

的，都聚集 到大衛那 裏；大衛就 作他們的 首

以色列之諸王的歷史，開始於掃羅因不忠信而被

領…。」這些滿了難處、走投無路的人前來跟從

殺（十）以及大衛在希伯崙被加冠立為王（十一

當時正逃難中的大衛，大衛不僅收留了他們，並

1～9）。然而當代上十一章說到長老們膏大衛

且牧養、成全他們，至終成為剛強的勇士們，他

後，立刻記載了大衛勇士們的名字及一些重要的

們雖然背景卑劣，他們卻因著正確的跟隨，有了

事蹟。這不同於撒母耳記的順序(參撒上二十三

何等奇妙的改變！我們其實光景也都是『受窘迫

章)，強調了大衛的勇士們對大衛作王重要性。雖

的』、『欠債的』、『魂裏苦惱的』，但基督正在祂

然神選立大衛為合乎祂心的人，並差遣撒母耳膏

七倍加強之天上的職事裏，不斷供應、牧養、變

他，但仍需有這一班勇士們幫助奮勇才能得國。

化我們，只要我們願忠信的跟隨、不斷享受祂生

這幅圖畫說出基督再來時作為全地之王(啟十一

機的拯救，我們個個都能被變化，成為大衛的勇

15)，祂需要一班得勝者與祂一同爭戰以帶進國

士－剛強的男孩子（啟十二 5，9）
，有份於啟示

度！在歷代志上十一、十二章如此詳盡列舉出他

錄十二章天上與仇敵的爭戰、並成為羔羊的新婦

們的名字，也說出我們若能在今世如大衛勇士們

軍隊，有份於轉移時代的最終爭戰（啟十九 11

一樣，在神時代轉移的行動中有份於國度的爭

－16。）

戰，是何等蒙神的記念！從撒上二十三章及代上

二、得勝者（勇士們）藉著『那靈』與『話』

十一、十二章我們可看出這些勇士們的一些特

爭戰得勝並保護神的權益。從撒下二十三章及代

點：

上十一章看來應有兩組『三個勇士』，第一組三

一、得勝者（勇士們）乃是經歷神七倍加強救

勇士（撒下二三 8～12。）他們的名字與事蹟分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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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1、約設巴設又稱亞底挪，他『一時擊殺

爭戰的日子，祂也是乾渴的，祂需要一班人進入

了八百人。』這說出我們該在經綸一面經歷『那

祂的心腸，祂內裏柔細的各部分（腓一 8，）而

靈的充溢』，好使我們有份升天基督的大能以擊

『以奉獻為彩飾，甘心獻上自己…他要喝路旁的

敗仇敵。
（撒下二三 8。）2、以利亞撒，
『…他起

河水；因此祂必抬起頭來。』
（詩一一○3，7。）

來擊殺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

『在主眼中，我們甘心的奉獻，將自己獻給他，

那日耶和華大行拯救…。』（撒下二三 10。）他

乃是一種彩飾。雖然召會墮落了，歷世紀以來仍

的事蹟啟示我們該在素質一面天天經歷『那靈的

有一條線，有一班人以奉獻為彩飾，為榮美，甘

充滿』，使我們雖在人的軟弱中，卻享主夠用的

心將自己獻給主。奉獻的彩飾乃是一種裝飾。我

恩典，堅定持續爭戰而不退卻。3、沙瑪，
『一日，

們若甘心將自己獻給主，就會有神聖、屬天的光

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那裏有一塊長滿紅豆的

彩而顯為美麗。』（詩一一○章 3 節恢復本聖經

田，百姓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瑪卻站在那塊

註解 1。）

田中間，救護那塊田，並擊殺非利士人。』（撒

四、得勝者(勇士們)乃是沒有野心只為建立神

下二三 10。）他的事例說出我們該裝備並持守主

在地上的國度而爭戰。在撒下二十三章及代上十

『真理的話』，好為那一次永遠交付與我們的信

一、十二章勇士的記錄中，一件特別的事是元帥

仰竭力爭辯，以維護神在地上的權益。

約押並不在列。甚至連幫約押拿兵器的比錄人拿

三、得勝者（勇士們）獻上自己，解主的乾渴

哈萊（39，）和約押的兄弟亞撒黑都有份，但獨

。第二組三勇士有洗魯雅的兒子亞比篩、耶何耶

漏了約押。這可能是因他殺了大衛原想立為統帥

大的兒子比拿雅，另一位則不知名(撒下二三 18

（王上二 5）的押尼珥(撒下三 38)和亞瑪撒(撒下

～23。）歷代志上十一章 16～17 節說：『那時大

二十 10。)所以我們需要動機單純，對付作頭的

衛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恆。大衛渴

野心，只以神的經綸－基督與召會為目標，好使

想，說，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裏的水打

我們不失腳，而在主得勝者的行列中有分，能歡

來給我喝！』伯利恆是大衛的故鄉，當時他渴想

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前。（猶大書 24。）

那裏的水，『這三個人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從

我們也許都是『受窘迫的』
、
『欠債的』
、
『魂裏

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裏打水，拿來奉給大衛。』(18。)

苦惱的』人，但今天在恩典時代轉移到國度時代

結果這冒著生命危險以滿足大衛的舉動，令大衛

的關鍵時刻，主需要一班願與祂一同爭戰的勇士

非常受感動，
『大衛卻不肯喝，將水奠給耶和華，

們與祂同工！願我們更新奉獻自己，在祂加強時

說，在我的神面前，我斷不敢作這事！這三個人

期的天上職事中，藉著祂七倍加強的靈，逐日藉

冒著性命的危險去打水，這水好像他們的血，我

那靈與主的話，被變化而成為帶進國度的憑藉，

豈可喝呢？』(19。)這說出當在基督回來之前這

成為可蒙記念的勇士們！

得救見證

（陶建霖）

奇妙主，引領我與我的一家人信主

主啊！謝謝祢愛我們，在我的家中動了奇妙
的工，祢所作的遠超過我所求所想。這一天是
主後 2010 年 9 月 5 日，是我回新竹以來最開心
的一天，因為外婆、父母與表妹都在主的引領
中得救了！
我是家中第一個受浸歸入主名的人。雖然剛
開始信主時家人並沒有強烈地反對，但母親一

直無法接受弟兄姊妹向她傳楊福音，甚至在今
年初父親罹癌住院的期間，特別警告不要找弟
兄姊妹來看望我父親，讓我父親好好安靜休
養，我信我的主，但不要再跟他們傳教。聽到
這番話，我心裏著實難過，然而儘管如此，使
徒行傳十六 31：
「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人
就必得救。」這句話使我重新得力，經常和弟

兄們一起為彼此尚未得救的家人禱告。
今年八月研究所畢業後，我回到新竹工作，
聯於聖徒報名 9/4 的青職特會，藉此機會我將
「希望能夠帶家人得救」的心願填入奉獻心願
單，並上台宣告。我心裏想，主啊！願祢在我
家動工，求祢給我智慧與啟示的靈，讓我懂得
如何向家人傳福音，使我能成為神福音的出
口，改變我的家庭，使我的家人都因此得救。
我相信一定有那麼一天，我能與我的家人一起
禱告，一起敬拜，一起讚美神！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聽
見了我的奉獻，並且用超過人所求所想的方式
記念這個奉獻。特會後的第二天主日聚會一結
束，我接獲母親的來電說：「你在哪?馬上回
來！」聽見電話中母親心急如焚，我心想似乎
發生了甚麼大事？但因第二天還要上班，所以
我先詢問有甚麼急事非得立刻趕回去？並回應
說可否延至下週末。平日柔和的母親卻意外地
怒罵：
「甚麼下禮拜，我現在就要你回來！還有
帶教會的朋友來，你外婆吵了好幾天，說你再
不回來她就要死掉了。」這不是家庭革命，但
看來事情的嚴重性比我預期的還大。接下來在
問答之間才得知，原來中風快半年並在長庚療
養的外婆，已經連續幾天身體痛到幾乎無法入
眠，精神狀況極不穩定。而數週前外婆也是發
生同樣的情況，那時在她家鄉有基督徒去看
望，之後外婆就說每次弟兄們為她禱告以後，
晚上都睡得很好。而此時我又是家裏唯一信主
的人，所以家人們就直接地聯想到我，希望我
能回去為我外婆按手禱告。
當天透過身體的扶持，我聯絡到了林口徐蔚
基弟兄和幾位當地聖徒，在聖徒們的愛心看望
下，外婆不僅與我們禱告，甚至不顧身體活動
不便就在醫院受浸了！我信主快六年了，接觸
過許多的福音朋友，但從來不曾遇過不認識主
的人，竟如此迫切要主，我想應該是外婆嚐到
了主的美好，所以就想一嚐再嚐吧！
外婆得救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看著我緩緩

的說：
「豪志，每天都來長庚陪我禱告好不好？」
當然，這要求讓白天還要在竹科上班的我感到
很為難，但不知哪來的勇氣，我回答說：
「如果
要找人禱告的話，很簡單啊，如果爸爸、媽媽
都得救的話，那不就可以天天有人陪您禱告了
嘛！」
母親聽了這天外飛來的一句話突然震了一下
說：
「你不要看我喔，去問你爸。」感謝主，在
徐弟兄大力扶持下，父親了解得救的意義沒多
久，就爽快地願意受浸了。而母親眼看自己的
老媽、丈夫兩個她最仰賴的人都信主了，也就
跟著受浸了。而托養在我們家，剛上國中的小
表妹當天也在水流裏一同歸入主名，哈利路
亞！太喜樂了！
感謝主，回想自己得救的經歷、召會生活以
及家人的得救，實實在在都是主所作的。聖經
的話一點也沒有錯：「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
救。」甚至祂所作的還超過人所求所想的，因
為「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馬可
十 27）。
使徒行傳裏有三個人得救之後全家也得救的
例子，因為他們認識一件事，神既然愛他們，
也愛他們所愛的人。神救他們脫離惡者的挾
制，也必救他們所愛的人。我想，這就是主給
我最深切的恩典與經歷。為此願意將自己更新
奉獻給主，跟隨主的引領，持續的走在這道路
上，願將自己小小的見證，分享給弟兄姊妹，
藉以彼此鼓勵。歸榮耀與神。感謝主！
（陳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