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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實行新路的命脈－活力排
主實在祝福祂的召會，在經過九月校園福音節

排的成員，像小麥的細麵調和在一起，成為給主

期後，各小排與小區也積極傳揚福音以及餵養牧

的麵團。藉著多而徹底的禱告，為著主有團體拿

養，顯出繁茂復活的情景，人人都積極的活起

細耳人的奉獻。而八人申言小組也是活力排相當

來、熱起來、動起來，帶下主繁增的祝福，本月

好的實行與操練，藉著一同進入主的話語，主日

主日人數約已達1150位，已接近原定的目標1184

展覽供應；我們需要在生活彼此更多否認己、反

位，甚至有可能達到1200位。而要能達到穩定的

天然；徹底禱告、親密交通、享受主話、調和為

成長以及繁增，活力排生活的建立與實行就顯得

一來過活力排的生活。

相當迫切與關鍵。

同時我們更需要堅定持續出去接觸人，牧養、

首先我們要成為有活力的人，必須是一個承認

餵養，每週固定出去，這種堅定持續必會帶下祝

罪、否認己、反天然的人。活在生命的光中、國

福。而當我們傳福音接觸人時，要同心合意，各

度的實際裏，承認我們所有的缺點、短處、惡行、

盡功用、互相幫補。有人性的顧惜，使人愉快、

過犯、外面的罪、裏面的惡；同時也要承認我們

舒適；並有神性餵養，使人得供應、飽足。藉著

個性上的難處，和性格上的怪僻；否認我們的

不斷的禱告、尋求，能認知當時的狀況及對方的

己。心思更新變化，與主有生機的聯結，生活上

需要，說出基督，引導對方轉向主。請人吃飯實

一直照著主的帶領學生命的功課，主觀經歷主的

在是一條絕佳的路，在李弟兄的服事中，常藉家

復活，對主常有新鮮的經歷。

中愛筵來服事復興人，因此要視需要不定期請人

其次，我們也需要活力同伴。主差遣門徒作

吃飯，在和悅的氣氛下談心，適時說出基督、供

工，是兩兩配搭；二人配搭的力量加強扶持。因

應生命。我們今天的託付是要完成神永遠的經

主應許我們同心合意祈求、必蒙父成全。所以活

綸，其對象乃是人，所以我們接觸時要顧到人，

力伴在一起、可以彼此照顧、扶持、鼓勵，同過

服事時要顧到人，配搭時要顧到人，如此才能得

召會生活，不致感到寂寞、孤單。所以保羅勸勉

著人、成全人。

提摩太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一同追求（提後二

因此在活力排的實行上我們要有夠多徹底的

22）。就是要他找著活力伴。活力伴的來源不是

禱告以及親密徹底的交通，並且能常餵養、牧養

安排，乃是生機的尋找，而夫妻就是最好的活力

新人以及出外看望福音朋友，也能常有生活中的

伴，需彼此勉勵，同心合意，說積極的話，彼此

相調，邀請人愛筵，關心弟兄姊妹的屬靈情形，

配搭建造。

成為忠信又精明的管家合適的按時分糧，彼此相

再者，我們也需要有多而徹底的禱告，親密而

顧與扶持，使我們的生活真實的成為動態性的召

透徹的交通。以如同油的那靈，藉著如同鹽的基

會生活，以人的需要為導向，帶下召會繁增的祝

督之死並在如同乳香的基督之復活裏，來與活力

福。

(高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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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青職詩歌福音聚會報導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2010.11.07

身體中相調建造，交通裏配搭行動

約翰福音十六章廿
四節：
「向來你們沒有
在我的名裏求甚麼，
現在你們求，就必得
著，叫你們的喜樂可
以滿足。」已過十月
廿九日青職詩歌福音
聚會，主真的照著我們原先所求所想的，不僅經
歷了身體的配搭，也給了我們一百位以上的福音
朋友，其中十位受浸得救，一個也不少！阿利路
亞，榮耀歸神！
練唱詩歌齊相調
青職弟兄姊妹平時在各小區中得牧養，或在專
項中服事盡功用，但少有跨大組的相調。藉著詩
歌練唱，使我們能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每次來在一起，我們先禱告從靈調起，而後再練
唱。雖是按著每人音域不同分部，但感謝神，在
每一分部中，都有不同大組的青職在其中，使我
們除去外面 空間的限 制而彼此認 識並互相 幫
補。我們原有的歌聲不盡相同，但都學習在靈裏
歌唱，傾聽各部的聲音－沒有一部該是特出的，
也沒有一人是不發聲的，總要在同心合意中齊唱
和諧的詩歌。然而主的行動在往前時，撒但也竭
盡所能的在作工，使一些弟兄姊妹感冒發燒，藉
此打擊我們；但藉著儆醒的禱告，與在身體的交
通中，主就帶我們越過這個環境。中職聖徒與服
事者更是一直陪伴著我們練唱，在主裏勉勵我
們、加強我們，使我們信心得堅固，對福音朋友
的邀約也更為迫切。
另外，在各大組中有生活中緊密的聯結－跨區
的小排聚集、週末運動相調、中職聖徒家裏愛
筵、服事者家中交通、路上發邀請卡訪人、與同
伴提名代禱…等，藉此調生活也使我們調到同一

行動裏。
成全肢體盡功用
不僅詩歌練唱 使 來
的每位青職弟兄姊妹
都擺上自己，也有青職
像戶蘭一樣，把地上所
學的技能用上。學美術
的弟兄設計邀請卡；能司琴、懂合唱的姊妹們譜
四部曲並帶我們練習；懂科技產品的弟兄幫忙錄
音成電子檔並在大家互相轉寄下而能加強平日
練習，…這一切都為著福音來效力。各個肢體的
盡功用，就使我們越寶愛並珍賞每一位。也在一
同配搭與禱告中，更有負擔邀約同事並提早下
班，人人至少帶一人參與。聚會也因福音朋友來
得整齊而不得不提早開始。青職們更在老練的中
職弟兄與服事者陪同下，在福音聚會中配搭帶詩
歌、作見證、操練講說真理，使我們受成全，學
習著事奉，度量也被擴大了。
福音聚會同配搭
這次的服事需要量是大的。中職弟兄姊妹們在
不多的時間中，配搭起所有事務上的服事，並阿
們一切的交通，真是我們強而有力的後盾！他們
整場聚集站 了三個小 時只為著讓 座給福音 朋
友、晚餐不夠時能迅速買回補上、椅子不足時能
即時添加並擺設整齊…，這樣向著人的愛與關
切，在小事上的殷勤與忠信，都是年青聖徒的榜
樣。讚美神！在身體中同行動，我們所展覽在眾
人面前的，就是基督這高舉的旗號，使親友來歸
向祂。願主使這十位新人成為常存的果子，也差
遣我們持續接觸所邀約過的福音朋友，至終都能
成為果子獻給神。主！使我們都成為傳福音的
人、過傳福音的生活。
（青職服事組）

宗教自由暨教義與國家法制之規範論壇報導

陳明召會真理，維護主的權益

行政院內政部研議「宗教團體法」多年，去年
已在立法院一讀通過。該法所鋪設的科層管理架
構，將有礙關於召會真理的實行。因此在身體的
交通中，台北市召會舉行「宗教自由暨教義與國
家法制之規範」論壇，希望藉法學的學術性論

壇，使立法者正視此法之缺失，導正立法方向，
維護主在地上的權益，守住召會的立場。
藉著聖徒的禱告代求及弟兄們積極的豫備，這
個由三位大法官擔任主持人，國內宗教憲法學者
擔任引言人，召會弟兄們擔任與談人的論壇終於

成形。
論壇於十月二十三日在台大法律學院的國際
會議廳舉行。內政部民政司黃司長親自與會，弟
兄姊妹也踴躍參加，現場座無虛席，盛況空前。
第一場主題為「宗教立法正當性之商榷」。按
照聖經中所陳明關於召會之真理，針對該草案中
強化宗教組織科層化題出質疑。組織科層化的強
化，將會侵犯關於「召會」的信仰核心價值。銘
傳大學法學院院長進一步說明屬地法律和屬天
信仰的界線。
第 二 場 主 題 為 「 行 政管 理 與 宗 教 信 仰 之 分
際」，探討憲法對宗教團體應有的保障，以及行
政管理與宗教團體之間應有的分際。與會學者建
議，新法部分條文內容似已逾越行政管理應有的
中立分際，故不建議倉促制定宗教團體法，以避
免行政管理的權力，有過度伸入宗教團體內部的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機會。
第三場的主題為「宗教立法之基本原則」，主
要論到在狹義的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下，如
何透過宗教立法，以落實宗教自由，使民間與政
府單位有所遵循。第四場為綜合座談，係以逐章
研討之方式，由與會者對該法案相關規定之妥適
性題出見解。末了，由國內法界權威，前大法官
王教授作結論，該法案仍需進一步研究討論，使
宗教立法能更臻完善。
論壇在主的祝福中圓滿結束，內政部與會官員
對論壇的論述層次之高，頗為肯定。我們的立場
與主張，不僅表達得非常清楚，也取得法律學術
界及主管機關的認可，彼此開啟友善的對話空
間。願主祝福我們，使真理的實行毫無阻礙。
（轉載台北市召會週訊）

祭司職分與神的建造

第八篇祭司而君王帶進召會的建造、第九篇神對祭司的呼召
第八篇：神原初的定意是要得著正確的祭司同
著君王。當祭司和君王來不及時，申言者才出
來，作為幫助和補充。我們作祭司盡職，摸著神
施恩的寶座。當我們摸到這寶座，讓神生命的活
水流通，結果就同被建造。希伯來四章十六節：
『所以我們 只管坦然 無懼的來到 施恩的寶 座
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那
到底甚麼是『應時的幫助』？當我們每一次禱告
神的時候，不論祂是否照我們所求的給我們成
全，只要我們接觸祂，祂就像活水一樣從我們流
過；這個流過就成了我們真實的幫助。外面的難
處可能仍舊存在，甚至加重，但裏面卻滿有說不
出來的平安和喜樂。這個才是真實的幫助。所
以，應時的幫助就是這位活神，這位流出來的
神，流到我們裏面，從我們通過，將我們滋潤、
灌溉，給我們供應。
第九篇：聖經啟示我們，神在這時代的需要，
就是要得著一班人，照著祂的心意作祂的祭司。
祭司就是一班進到神面前，與神接觸、交通，讓
神通過、運行、浸透，並且讓神從他們裏面透出
來，彰顯出神形像，自然領得神權柄的人。祭司
的生活有四方面：一、分別為聖。作祭司首要的

條件，是被分別出來。二、裏面享受基督。祭司
所喫的都是獻在祭壇上的祭物，而那些祭物都豫
表基督。一個人越常盡祭司職任，就越有祭物可
喫。三、外面披戴基督。祭司所穿的衣服也全數
是基督。他們所戴的華冠，是基督作了他們的榮
耀；他們所穿的袍子，是基督作了他們的義。四、
經過配搭和建造。在祭司的肩帶上，有兩塊紅瑪
瑙，鑲嵌在金框內；胸牌上也有十二塊寶石，鑲
嵌在金框內。這描繪出一種配搭、建造的光景。
以色列十二支派都同被建造，成為一個完整的體
系。這圖畫給我們看見，祭司喫的是基督，穿的
也是基督；裏面充滿的是基督，外面彰顯的也是
基督；他們從裏到外都是基督。他們身上也帶著
神子民的建造。神的建造和居所，完全是繫在祭
司身上。也就是我們身上。
這就是神在末後時代的呼召，呼召大家都來作
祭司。但願你我能答應神的呼召，不僅追求一點
屬靈，有一點親近神、禱告神的光景，更是來作
祭司，讓神在我們所在的召會更有路，而能達到
祂建造的目的。
(蘇曉琳)
附註：11/8～11/14 追求進度為第十、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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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各青少年區福音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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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臥床約七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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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
聚會

禱告
聚會

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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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行動代禱事項：1、為年底全召會福音月各
區福音得人禱告。2、為 12/24（五）全召會福音
收割聚會（台北召會十三會所聖徒服事）代禱。
三、青職代禱事項：1、請為 10/29 青職福音聚會受浸
的 10 位新人後續牧養代禱。2、為慕道的 91 位
朋友能持續接觸禱告，使他們能在年底前結成常
存的果子加給祂的召會。

報告事項

※※※※※※※※※※※※※※※※※※※※※※

待以小羊優先）
，費用：100 元，請於 11/12 前報
名，請各校將費用及小羊資料匯總給林卓成弟
兄：0975576782；ro22446688@hotmail.com
四、2010 感恩節信息及禱研背講聚會：12/2（四）
14：00 開始報到，聚會 16：00～12/4（六）12：
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歡迎有心追求聖徒於
11/26 前報名，費用每人 1000 元。（詳閱通啟）
五、竹苗區青職外出相調：12/3(五)～12/4(六)於苗栗
泰安錦水溫泉飯店舉辦，費用每人 1,000 元(以繳
費為準)，請於 11/19 日前向各召會（大組）服事
者或逕向執事室報名。（詳閱通啟）或參閱召會
網站。
六、晨興追求材料：11/15 起追求「在生命中作正確
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第七篇～第九
篇信息。

一、11/13 全台初信成全赴會須知：請參閱附件或召
會網站。因需搭遊覽車者未達租車目標人數，故
請各區自行前往。
二、各區福音聚會時間表：
區
日期
時間
地點
106、109

11/14(日)

10:00

南大會所

302、312

11/27(六)

10:00

新光會所

301、311

11/28(日)

09:30

新光會所

304、305

11/28(日)

09:30

光復國宅 B1

107

11/28(日)

09:30

徐錦蓮弟兄家

青三 1、2

12/12(日)

10:30

新光會所

三、六校新人成全相調聚會：11/20（六）17:30 於學
生中心～11/21（日）於伯特利山莊（週六住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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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0 年 10 月 25 日 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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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
330
禱告聚會
127
排生活（人次） 242
晨興(人次） 186

238
71
143

346
110
296

257
101
229

1171
409
956

133
54
160

153
22
80

122
24
191

103
37
141

58
14
68

45
17
50

18
14
14

50
15
65

27
12
46

13
6
14

436
139
589

121

181

182

670

92

68

56

82

22

22

10

46

22

14

274

兒童排數
兒童人數

7
44

12
94

7
26

35
210

－
－

－
－

2
15

5
29

2
10

1
9

1
8

2
8

1
3

1
5

15
87

大區

一
大組

9
46

召 會 生 活 雙 週 曆
11/07(日)

11/08(一)

11/09(二)

11/10(三)

11/11(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11/12(五)

禱告事奉聚會
11/016 二)

排聚集
11/17(三)

排聚集
11/18(四)
9:00年長聖徒聚
會及竹苗區聖徒
追求

排聚集
11/19(五)

本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週
各大組讀經追求
11/14(日)
下 6:45集中晨興成全
13:15 手語學習營
全台初信成全第
週 九梯次2
各大組讀經追求

19:30 擴大負責弟
交通聚會
11/15 一)

19:30 少數負責弟
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18：00竹苗大學核
心聖徒成全
排聚集

11/13(六)
大組核心交通
全台初信成全第
九梯次1
11/20(六)
大組核心交通

主後 2010.11.07 第二九二期

新約讀經心得

話與信心調和

希伯來四章二節：｢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
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話與他們無益，因
為這話在聽見的人裏面，沒有與信心調和。｣這
裏的｢話｣，無疑指的就是前面所題到的｢福音｣，
而這個福音對以色列人而言，是指神所應許給他
們的美地，對我們新約的信徒而言，是指基督與
召會。基督是我們安息日的主，祂是真安息。在
基督的復活裏所產生的召會，作為基督的擴大，
作為神在地上的居所，不僅是神的安息之所，也
成了人真正的安息。
為何作為福音內容之關於基督與召會的話，竟
有可能對我們無益？原因就在於這話在聽見的
人裏面，沒有與信心調和。當神的話在所聽見的
人裏面，沒有與他們的信心調和時，四章二節這
裏告訴我們，這話就與聽見的人無益，也就是神
的話沒有辦法幫助、救助或有益於他們。根據前
章，那些不用信心與他們所聽見神的話調和的結
果，乃是－倒斃曠野，神對他們發怒，甚至到一
個地步，神起誓叫他們不能進入神所應許的美
地。今天，所有關於神旨意的話，都是論到基督
與召會。若這些話在所有聽見的身上，都用信心
與話來調和，那神的旨意，必定早已成就了。可見，
仍有許多聽見神話的人，並沒有運用信心來與話調
和。
然而，話如何能與信心調和呢？馬太福音二十一章
二十一節：｢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緊接著在二十
二節：｢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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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信心並不在心思裏，就是我們的魂裏，因為疑
惑發生在心思裏。故此，信心必定在我們的靈裏，由
此我們也看見，禱告可以取用信心。另外，哥林多前
書十四章十四至十五節：｢我的靈就禱告｣和｢我要用
靈禱告｣，都指明禱告要在靈裏。反過來說，要在靈
裏，需要藉著禱告。至此我們得知：信心乃是在靈裏，
禱告可以取用信心，而要在靈裏就需要禱告。如此，
信心、靈、禱告這三者就調在一起了。但信心如何與
話調和在一起呢？以弗所書六章十七節：｢藉著各

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
的話；｣這節啟示我們，禱告就接受神的話，或
者也可以說，禱告與話調和。前面我們看見信
心、靈和禱告已調和在一起，這裏再加上禱告與
話調和在一起，這樣信心就可以與神的話調和在
一起了。
有過經歷的人皆可作見證，當我們用禱告來讀
神的話時，神的話就如同食物消化到我們所是裏
面，成為我們構成的一部分，成為我們生活的彰
顯，使我們有真正的安息。反過來說，即使我們
研讀聖經，但缺少禱告，則話與信心不會調和在
一起，所聽見的話的確對我們會成為無益。在這
個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人的話和魔鬼的話正充斥
人類的生活範疇時，神的兒女們都當起來，不僅
讀神的話，更是用禱告來接受神的話，好使話與
信心調和，使我們能如迦勒和約書亞，進入神所
應許的美地，擊敗神的仇敵，成為神在地上榮耀
的見證，作祂安息之所。
（盧正五）

｣所以，從這兩節主親自對門徒所說的話中可以清楚

舊約讀經心得

神聖經綸在主行動中的高峰啟示

詩 篇 六 十 八 篇 是 大 衛寫 的 一 首 極 重 要 的 詩
章。開頭第一節便引用民數記十章三十五節，約
櫃從西乃山往前行時，摩西的禱告，含示本篇詩
與神的見證（包括約櫃和以色列人）在地上的行
動有關。本篇是所有詩篇裏關於基督神聖啟示的

最高點，是以詩的體裁寫的，帶有豫表和表號，
描繪神在地上，在基督裏行動的步驟。約櫃（豫
表基督—出二五 10～22 與註）是帳幕（也豫表
基督—約一 14）的中心。神在祂的選民以色列中
間，在帳幕同約櫃裏，從西乃到錫安的行動，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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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神在作祂包羅萬有具體化身之基督裏
的行動，從基督的成為肉體到祂的升天。在豫

督的得勝並分得掠物。十三節的躺臥在羊群之
間，表徵安息於神對祂選民的供備和眷顧中；

表裏，神的行動是從西乃（8 下，17 下）
，就是
從頒佈律法和立起帳幕（表徵成為肉體的基督）
開始，經過表徵地的曠野（4 下，7 下），到神
的住處錫安山（表徵神在諸天裏的住處—16，
啟十四 1）
。在實際裏，神為著完成祂新約的經
綸，在基督裏並藉著基督的行動，乃是開始於
基督的成為肉體；這就是建立神又真又活的帳
幕，使神住在祂裏面，並藉著祂在地上行動。
神的行動繼續於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同祂
的釘十字架和復活；終結於基督升到諸天裏的

而鴿子的翅膀鍍了白銀，翎毛鍍了綠黃色的
金。其中鴿子表徵那靈（太三 16）；翅膀表徵
那靈行動的能力；銀表徵基督包羅萬有的救
贖，使祂的信徒得稱義，以進入祂完全的救恩
裏；翎毛（鳥翅末端的羽毛，供應飛翔並升騰
的力量）表徵那靈升騰的能力；金表徵神的神
聖性情。這裏金是綠黃色的，綠色表徵神聖的
生命，黃色表徵神聖的榮耀。因此，綠黃色的
金表徵神的性情閃耀在祂的生命和榮耀裏。以
上項目的內容，乃是基督在祂得勝裏所得的掠

錫安山上。神這獨特的行動在本篇一至十八節
描繪出來。
（見弗四 8 註 1）一節裏的仇敵豫表
撒但和他在諸天界裏的邪惡勢力。（弗六 12）
摩西這裏的禱告實際上是神所有選民的切望。
當仇敵被擊潰、被驅逐，惡人遭滅沒，義人必
然喜樂，在神面前歡欣，並歡喜快樂。
「你們當
向神唱詩，歌頌祂的名；要因那坐車行過荒野
的人誇勝，祂的名是耶和華；要在祂面前歡樂。」
（詩六八 4）這裏指明神的選民以色列於神在
地上的行動中因神誇勝，並在祂面前歡樂。今
天我們也該因神在地上的行動（從基督的成為

物，作神選民的享受，並且實際上就是三一神—
那靈、基督、父神—同祂完整、完全、包羅萬
有之救恩的一切項目。
十四到十八節論到神的得勝，其間特別提到
神所願居住的山，就是神的居所建造所在的錫
安山（七六 2 下）。多峰多嶺的山都嫉視錫安
山，因它表徵宇宙的最高處，就是諸天。
（來十
二 22，啟十四 1）建造的召會作為錫安的實際，
不是屬地的，乃是屬天的。十七節說，
「神的車
輦累萬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在聖所
一樣。」含示神在地上的行動眾多，主都在其

肉體到祂的升天）誇勝並歡樂。接下來五到十
節說到讚美神的話。在前十節中大衛一再提及
神（或祂）的面，共有六次之多，可見在這所
有行動中，都活在神的面前；而神的面也正是
我們得勝且歡樂的緣由和鼓勵。
十一節主發命令，卻不是對軍隊、將士，反
倒是對婦女（原文無此字，但「傳好信息的」
用陰性，故亦可譯作她）
，要她們成大群傳好信
息。這裏婦女表徵軟弱的人（彼前三 7）
，也就
是在基督裏的一切信徒（參林後十二 9～10），

中，好像神在西乃山頒律法時，和當聖殿建造
完成，神的榮耀降在聖所中一樣真實。十八節
是豫言基督極重要的一節，其中的升上高處，
顯然指基督升到第三層天，就是宇宙的最高處
（參賽十四 13，弗四 8 註 1）
。保羅在以弗所四
章引用此節，說到召會的建造，這很強的證明，
古時殿的建造乃是豫表召會的建造。這也使我
們有很強的根據，可以說，詩篇所說到的殿（家）
和城乃是豫表召會。那些被擄的「那些」是指
被贖的聖徒，他們在還未藉著基督的死和復活

他們除了傳報神在基督裏的得勝（詩六八 12
上）這好信息之外，甚麼也不能作；而大群直
釋為大軍隊。她們所宣揚的好信息，即十二、
十三節，就是傳報基督的得勝，並祂所得的掠
物作神選民的分。當我們宣揚好信息的時候，
就享受三一神作基督為我們所得的掠物。即便
是留守在家，未出外爭戰的婦女，仍能享受基

得救以前，乃是被撒但所擄的。基督在升天時，
擄掠了他們，就是把他們從撒但的擄掠中拯救
出來，歸給祂自己。這指明基督已經征服並勝
過那藉著罪和死擄掠人的撒但。擴大本新約聖
經（Amplified New Testament）將「祂…擄掠了
那些被擄的」譯為「祂…帥領了一列被征服的
仇敵。」被征服的仇敵可指撒但、撒但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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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們這些罪人；也指明基督勝過撒但、罪
和死的得勝。祂升天時，有一列被征服，成了

就是在榮耀和尊貴的地位。作為右手之子，便
雅憫豫表基督在祂的復活、得勝、和升天裏是

戰俘的仇敵，慶祝基督的得勝。接著提到你（指
基督）在人間，甚至在悖逆的人中間，受了恩
賜，是指基督升到父那裏時，將一切祂所擄掠
並帶來的人呈獻給父。然後父把這一切被擄的
歸還基督，使他們各人成為賜給基督的恩賜。
（見弗四 8 註 3）叫耶和華神可以住（後文均
為譯者加入）
，這指明基督用一切的恩賜（就是
在基督裏的一切信徒，他們是有恩賜之人，都
作那職事的一個工作）
，建造基督的身體，作神
今天在地上的居所。
（弗四 7～12，16）神的居

右手之子，在諸天之上盡職，執行神救贖的應
用，施行祂的救恩。（來八 1～2，七 25。）基
督成為肉體作便俄尼，多受痛苦，但在復活裏
祂成了便雅憫，就是在榮耀和尊貴裏的右手之
子。接著是猶大的首領，而猶大是獅子，有能
力和權杖，也是神子民的平安（細羅）。（啟五
5 上，創四九 8～10）便雅憫主要豫表在人性裏
的基督，而猶大主要豫表在神性裏的基督。基
督在祂的神性裏不是多受痛苦的人，乃是有能
力和權柄（由權杖所表徵）的獅子。猶大特別

所建造後，我們便在神的家中享受神，享受神
施拯救、脫離死亡，勝過仇敵。（詩六八 19～
23）
二十四到二十八節再次回到神在地上行動的
主題。經過前面對神的享受和經歷，我們已能
見證，神是我們的神，我們的王；而人們就是
仇敵，那些不信者也已經看見神在聖所就是在
召會中行動。如何行動？就描述在下面三節（25
～27）。「歌唱的行在前，作樂的隨在後，都在
擊鼓的童女中間。你們從以色列源頭而來的，
當在各會中頌讚耶和華神。在那裏，有統管他

豫表基督是神子民的得勝和神子民的平安。在
應用救贖的事上，基督是我們的平安（和平）。
（弗二 14～15）猶大是君王支派，始終由便雅
憫這戰士支派陪同著（創四九 27），為著神在
地上的國。按豫表，在地理上相連的猶大和便
雅憫，形成一組，為著在神救恩的事上，完成
並應用基督的救贖。在便雅憫一面，所強調的
是救贖的完成；在猶大一面，所強調的是（在
基督的升天裏）對救贖的應用。再後是希布倫
和拿弗他利的首領，西布倫住在海邊（加利
利）
，是停船的海口（創四九 13）
，豫表基督作

們的小便雅憫，有猶大的首領在他們的群眾
中，有西布倫的首領，有拿弗他利的首領。」
在召會行動中，走在最前面的不是威武的軍
隊，或剛強的官長、領袖，而是歌唱的、作樂
的，且都在童女（表徵一般信徒）中間。在這
段神選民向神的讚美中，描繪出一幅豫表的景
象，論到神新約的經綸，就是神為著祂的救恩，
藉著基督完成神的救贖，並用福音美善的話，
傳佈基督之成就的喜信。這裏題到的便雅憫有
兩個名字，第一個是便俄尼。這是他母親拉結

為傳福音者的海口，為著傳揚神福音的輸送和
擴展。基督成就了一切要當作福音傳揚的事之
後，五旬節那天，至少有一百二十艘福音船（他
們全是加利利人—徒二 7，十三 31）從這海口
出發去擴展福音（見創四九 13 註 1）；又按照
創世記四十九章二十一節，拿弗他利是被釋放
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語。拿弗他利豫表基督
是在復活中從死裏得釋放的一位，由被釋放的
母鹿所表徵（歌二 8～9），祂出佳美的言語，
為著傳揚祂的福音（太二八 18～20）
。按豫表，

臨產將近於死時給他起的名，意為「我苦難之
子」
（創三五 18）
。作為苦難之子，便雅憫豫表
基督在祂的成為肉體和地上的人性生活中，多
受痛苦（賽五三 3）
，成就了神永遠的救贖，成
功祂完滿的救恩（來九 12）。拉結給她兒子起
名叫便俄尼，但雅各立即將孩子的名改為便雅
憫，意為「右手之子」
（創三五 18）
，在右手邊，

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形成一組，為著擴展並推廣
基督為著神的救恩所成就之救贖的喜信。西布
倫和拿弗他利的百姓都是加利利人，（太四 12
～17，徒一 11，）基督的福音是從他們得著擴
展、傳揚並推廣。然後有二十八節的禱告作本
段總結，
「你的能力是你神所命定的；神阿，求
你堅固你為我們所成全的事。」

二十九節指明神堅固祂為選民所成全的事以
後，由於神的殿在耶路撒冷，所以在神殿中對

要為神得著全地。這些經文所描繪的情景，要
完成於要來的復興時代（太十九 28，徒三 20

神之享受的影響就遍及耶路撒冷全城。神的殿
表徵眾地方召會，耶路撒冷城表徵國度，就是
召會的堅固和保護。之後到末了三十五節主要
說到，在神殿和神城中對神之享受的影響，是

～21）
，那時全地的人要來到耶路撒冷敬拜神，
並得著訓誨和光照。
（賽二 2～3，亞八 20～23，
十四 16）阿利路亞！
（董傳義弟兄）
本篇心得主要摘自恢復本聖經，詩篇六十八篇註解。

全台姊妹相調聚會蒙恩分享(二) 在生命中作正確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
感謝讚美主，這是我恢復聚會後，第一次參
加全台姊妹相調聚會。當我拿到厚厚的信息
時，很訝異這竟是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的信
息。原來我們姊妹也能在生命上有拔高的追
求，活出最高標準的所是，作個正確的人，好
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這使我對走主的道路
有更大的信心，也有更準確的方向。
我很摸著第七篇的信息，要「在生命上認識
主的恢復」
，得先除去帕子。林後三 16：
「但他
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弟
兄們交通到，這阻撓主作我們生命的帕子，不
是別的，正是我們天然的己。弟兄們更提醒我
們應該憑基督作我們所不能作的工，過我們所
不能過的生活，活我們所不能活的生命。這樣
的話十分光照我，因為我實在需要被主更深地
破碎、了結己，需要在更多的事上禱告主，憑
著主、藉著主超越現狀，飛上三層天。
記得在一年前剛恢復召會生活的時候，非常
渴慕主話，但在天然的己中不知不覺就超過自
己的負荷，一個月後因睡眠不足生了場重病，
這讓我看見自己實在是個有限的人！於是我開
始學習在有限的體力與時間上享受主與服事
主，如此過了一年，卻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設
限自己的擺上與奉獻。
「搆不上」已成了軟弱的
藉口，慢慢地發現自己已不如起初火熱地愛
主，不如起初地享受主。感謝主，讓我在這次
相調中蒙了光照，發現我活在己的自以為是
裏，而天然的己就是與主之間的帕子，無法讓
主在我身上有路、有出口，流出生命活水的江
河來。惟有憑著基督，我才能過我所不能過的
生活，活我所不能活的生命。

主啊！主耶穌，我願意操練留在十字架上，
花更多時間在真理上有追求，打下美好的根
基，也願意在服事上有更多的擺上、更新的奉
獻。我願花更多心思觀察周圍暗下來的寶石，
迷失的小羊，不僅為他們禱告，也在靈裏照顧
並餵養他們，喜樂歡騰地懷著他們一同往前，
一同受成全，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召會，好
迎接祢的回來。主耶穌，我深深愛祢！
（林慧雯）
＊＊＊＊＊＊＊＊＊＊＊＊＊＊＊＊＊＊＊＊＊＊＊＊

感謝神！讓我藉著這次全台姊妹事奉相調聚
會，蒙光照和看見「要在生命中做正確的人，
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會」的重要性！
我一直是個卑微且沒有自信的人，惶惶恐恐
深怕闖禍和做錯事，於是習慣先找可以依賴的
人，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王，使生活更加混亂。
感謝神的憐憫，藉著這些信息打開我的眼
睛，讓我看見要將君王職分和元首權柄單單保
留給神，就必須放下自己、尊主為大。主讓我
這次學習到自己應該為各樣的事先向主禱告、
交通，尋求主的引導和帶領。在神的國度中不
需要有王，要得著神的祝福，就不應該有王，
因為只有一位是我的夫子、我的父，也只有一
位是我的師尊，就是基督！
藉著禱告直接主動尋求主，才能在生命中長
大，做個正確的人。以及要拋棄過去那充滿罪
的舊人、舊思想、舊行為，是我最寶貴最實際
的摸著。主啊！求祢憐憫繼續教導，讓我的生
命得以長大豐盛，好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召
會。（鄭碩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