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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主的派定和吩咐過傳福音的生活
聖經清楚啟示，傳福音這件事，乃是主的派定
和吩咐。主派定我們去結果子；（約十五 16；）
祂也吩咐我們去廣傳福音，使萬民作祂的門徒。
（太二八 18～20。）所以傳福音這件事不是我們
主動發起的，乃是主所派定和吩咐我們的。並且
保羅也說，「我若傳福音，於我原沒有可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管家的
職分卻已經託付我了。（哥林多前書九 16～17）」
福音乃是生命的湧流
主在約翰福音告訴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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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十五 5）」因此，基督徒結果子，是住
在主裏面自然的結果。而且主也說，「信入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
（約翰福音七 38）」所以，我們若要結果子－
常存的果子，我們非但自己要有天天聯於主、享
受主、得復興的生活，我們還要繼續照顧他們。
最上算的辦法，就是在他們家裏設立聚會，作他
們的遮護，使他們得到養與教的照顧，成為活在
真葡萄樹的枝子，就是基督的身體中，作基督的
擴增。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羅
馬書一 16。）在羅馬書裏，救恩的意義很豐富。
救恩的意思不僅是拯救我們脫離神的定罪和永
遠的滅亡；救恩的意思也是拯救我們脫離我們的
天然、己的樣式、個人主義、與分裂。這救恩要
拯救我們到底，使我們能聖別、模成、變化、得
榮，並與別人同被建造成為一個身體。因此，傳
福音絕非僅僅帶人信耶穌受浸，乃是要將人帶進

神聖永遠的生命裏，帶進神不能震動的國裏。
為受差遣者所傳揚
然而人所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所未曾聽見
的，怎能信入？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若非奉
差遣，怎能傳道？（羅馬書十 14）這福音為受差
遣者所傳揚。這裏的受差遣者，是為這目的分別
出來的使徒。
（一 5。）但就一面說，所有的信徒
都是為著傳福音受主差遣的。因此，你我必需為
著福音的傳揚豫備自己，好對每一個問我們裏面
盼望因由的人有所答辯。
（彼得前書三 15）為此，
我們必需操練：
在靈裏
這福音是在靈裏被傳揚。
（羅馬書一 9。）傳福
音在於我們的靈。我們傳福音時，該運用我們的
靈。保羅在羅馬書裏十一次說到我們人的靈。最
後一次見於十二章十一節，那裏說我們必須靈裏
火熱。傳神的福音完全是我們靈的事。
藉著禱告
我們為著傳福音，需要許多禱告。
（一 9。）我
們需要為靈魂禱告，為福音禱告。在傳福音上，
禱告比任何一種努力都更需要。我們若沒有禱
告，在傳福音上就不會有果子。
熱切
我們必須熱切的傳福音。
（羅馬書一 13～15。）
我們需要像保羅一樣，覺得對人都是欠債的。我
們若在傳福音這件事上對主認真，就必須操練這
三件事：在靈裏、藉著禱告、以及熱切。我們都
需要運用我們的靈接觸人、禱告、並熱切的豫備
好。福音若沒有感動你我，就絕不會感動別人。
福音若不能說服你我，就絕不能說服別人。我們
自己若不因福音流淚，就沒有人會悔改。我們若
流淚，別人就會悔改流淚。
（丁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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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日本青年人，完全為著祂的恢復

日本沖繩縣人口數約為一百三十七萬人，面積
人。主顧念此地的需要，差遣一位由佳姊妹三個
與大台北地區相近，基督徒人口比例居全日本之
月前搬回沖繩陪母親住。早在十多年前，因這個
冠，日本基督徒比例約為 1%，沖繩為 3%。目前
家的一位親戚是我們中間的姊妹，有一次到此地
在那霸市的召會，主日聚會的聖徒約有八人，主
來向她們傳福音，這個家就受浸得救了，只是那
要為松本家五個人加上三位年輕聖徒。那霸召會
時沖繩還沒有主恢復的召會，無法過召會生活。
成立不到一年，緣起為三年前一位牧師松本義雄
由佳姊妹因著工作關係到橫濱，重新與她的阿姨
讀了職事的書報而受吸引，切慕書上的召會生
聯上並被照顧，兩年前開始恢復召會生活。由佳
活，遂寫信至東京福音書房尋找書上的召會。因
姊妹回來後與我們配搭，也漸漸恢復了她母親，
著與東京的弟兄們交通而開始走主恢復的路，他
開始享受主並與聖徒有交通。求主繼續記念這個
的家人也漸漸轉到主的恢復。去年底學員開展
家，完全被主得著，並能打開家服事。
時，受浸了五位新人，其中有兩位持續過召會生
因著要得著家的負擔，我們開始在松本弟兄家
活，有一位偶爾參加。這梯次約兩個多月的福音
附近的公園召聚兒童，試著作兒童排。第一次有
開展行動分成兩部分，前半段有兩位台灣全時間
四個男生和我們玩遊戲認識，沒想到第二次，除
姊妹(蘇秀瑛，林昀瑩)到此配搭。
了有三個男生繼續來，加上其他新加入的小朋
沖繩民風淳樸友善，年輕人對福音很敞開。琉
友，共有十幾位。求主加強聖徒們堅定持續，並
球大學新生報到當天，我們到校園傳福音，竟能
藉兒童排打開社區福音的門。
留下十幾份名單。其中一位新生松山平洋(九州人)
還 有 一 位 約 五 十 幾 歲的 中 學 老 師 笹 子 繁 弟
還主動聯絡我們要參加歡迎會，雖然車程要花費
兄，在我們第一天出外叩門時巧遇，他很驚訝，
四十分鐘，卻也來了三次，甚至表示一旦拿到駕
因只是匆匆回住宿的地方幾分鐘拿東西就遇見
照，會自己騎機車前來，不需我們接送。相信他
我們。他在台北住了二十二年，就在一同配搭的
不久就能過受浸的關。其餘敞開的對象，我們繼
台灣姊妹昀瑩家附近，中文非常流利，太太是日
續在校園裏邀約家聚會，或到他們的住處回訪。
本華僑，且和兒子都留在台灣。笹子弟兄因著結
求主開這些學生的心眼，不僅要受浸，更把他們
婚而成為基督徒，但對主和召會生活興趣不大，
帶進召會生活裏。
只有偶爾聚會。第一次邀約他到我們家裏用飯讀
另外，在上一個梯次福音開展兩位受浸的新
聖經，就對主的話很有反應。他覺得能遇見我們
人，不僅堅定持續過召會生活，還與我們一同配
是主的安排，直稱是奇蹟。之後每週無論學校工
搭叩門傳福音，實在太美妙了。一位日本全時間
作多繁忙，即使當天只睡了兩個小時，紅著眼
姊妹賀智在這裏持續服事了六個月，如今，我們
睛，還願意讓我們陪他一同讀聖經。求主釋放他
都能看見她勞苦的果效，不但把兩位新人調到召
工作的時間，更多享受主話並調進召會生活。
會生活裏，也將全召會調得像一家人般。因著新
感謝主使我們有分這次在日本的福音開展，也
人向賀智姊妹非常敞開，使她清楚新人的狀況，
加深我們對日本福音行動禱告的負擔。求主繼續
這使我們很容易知道，該如何餵養新人。很珍賞
加強祂聖靈在日本的運行，突破一切限制，得著
賀智姊妹將全人擺上，對聖徒滿有顧惜和成全。
更多日本青年人完全為著祂的恢復，作主剛強明
除了得著年輕人，我們也禱告主給我們一個個
亮的見證。
(蘇秀瑛)
完整的家，來作祂的見證並照顧召會中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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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開展報導

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自三月二十五日拔營起行至造橋後，我們已經
開展了近一個月，並且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

日回到訓練中心進行二天半的回訓加強。感謝
主！因著有這樣的回訓加強，使得我們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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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
的一位弟兄對調。本來已經有配搭出一定的默契
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
程度了，卻在開展中，有了這樣子的調動，外面
四十 31)。
看來好像是那位弟兄接受變動，然而，在我們裏
在開展的前三週，我們幾乎是天天帶人得救，
面卻是這二隊的每一位都在接受這樣的調整。我
然而到了後面一週，我們在開展中好似遇到了瓶
們都在身體的交通中，接受這樣的調動，也說出
頸，不知下一步該作些甚麼。藉著這樣的回訓加
了我們何等需要從這器皿倒在那器皿裏，除去我
強卻也再次題醒了我們，說出我們是容易落入事
們的香氣；改變我們的原味。也好像經過祂的修
工的範圍裏，而漸漸地模糊了我們最初的開展異
剪，使接枝在其上的枝子，都是常新不舊的。我
象。這也說出我們是何等需要一再的更新奉獻，
們都是在身體裏作同一分工作，不論在那裏開
也需要一再的把自己交在身體中。因此，在回訓
展，我們都是與祂一同配合。
加強的過程中，教師們首要就先題醒了我們需要
在我們開展的過程中，若這開展行動是合乎主
在相調的原則裏，來認識基督的身體，並且我們
的心意，在我們求主傾倒祂的祝福前，我們最需
需要在新造裏，珍賞我們彼此裏面的基督，這就
要的乃是在配搭中的同心合意，不僅在禱告中同
是相調的實際，也就是基督的身體。
靈，更要在交通事奉中能同魂，叫我們「…在一
在這次的回訓加強後，我們開展隊的配搭略作
個靈裏站立得住，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了調整；一位原本在屏東萬巒開展的弟兄和我們
(腓一 27 下)。
（造橋開展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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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在靈和真實裏的召會生活
第九篇 在召會聚會中對神正確的敬拜、第十篇 在聚會中脫開規條操練靈（一）
正確的敬拜需要討神的喜悅，就是照著神的啟
示來敬拜神，亞伯照著神的啟示向神獻祭，得著
神的喜悅，該隱照著自己的方式向神獻祭，至終
失去神的面而流離漂蕩。主向我們啟示「神是
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約四
24）在靈裏敬拜，就是舊約裏，神要以色列民到
神所選擇立為祂名的地方敬拜神，這不僅保守神
子民的一，也使神得著敬拜，所以敬神必須回到
靈裏。在真實裏敬拜，就是舊約裏，神要以色列
民藉著獻上牲口和出產的十分之一來敬拜神。這
就是以基督作為祭物獻給神，得神的喜悅，所以
敬拜神必須獻上基督為祭物。同時神囑咐以色列
民要「喫你五殼、新酒的十分之一，並牛群羊群
中頭生的；這樣，你可以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
的神」（申十四 24）以色列人乃是在神面前，並
與神一同享受獻給神的十分取一之物。所以喫是
敬拜神惟一的道路。
召會生活的豐富在於正確的喫、喝、享受。不
僅喫屬天嗎哪，更要進入美地，享受豐富全備的
筵席。美地的產物是需要經營的，就是操練我們
的靈，藉著晨興、禱告、讀經，喫喝主話，接觸
主，被那靈充滿，就得以照著那靈生活行動，這
樣天天經歷基督、經營基督，就滿有基督的豐

富，就可以帶到召會中獻上、展覽，使神得享受，
也使人得飽足。
聚會正確的喫喝，在於操練靈，活在靈中。唱
詩操練靈、讚美操練靈，禱讀操練靈、申言操練
靈，越在靈裏就越有享受，脫開一切的儀文規
條。不在靈裏，就是儀文規條，沒有享受，就是
儀文規條，投入聖靈的水流中，聚會就能以新
鮮、活潑、得釋放，滿得豐富的享受。
聚會的豐富在於供應，聚會需要獻上基督為祭
物，就是要積極的供應基督。我們平日對基督有
真實的經歷，學習在聚會中用靈，把我們的經歷
為主說出來，就是申言，申言就是供應基督，
「你
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
（林前十四 31）
。聚會中
我們都可以申言，也都該申言，就需要在日常生
活中有所享受、有所預備，主的靈與那積極預備
的人同在，聚會中就能將所經歷的基督展覽出
來，若人人都能申言，聚會自然就豐富、就有享
受，也就喫喝飽足了。
〝神不要宗教傳統的敬拜，乃是要我們都在靈
裏，以所經歷的基督獻上給神，作祂的滿足，並
作其他所有敬拜者的食物，這才是對神真正的敬
拜。〞
（韓永偉）

禱告事項
一、二○一一年上半年各項目標如下：
大組
一
二
三
四
總計

晨興
209
171
221
193
794

主日
347
258
354
270
1229

禱告
135
104
139
116
494

李俊賢、楊少宏、巫祈恆、羅翊、彭富洋、張芳
瑜、羅芳偉、楊詠然、金柏昌、楊瑞梅、彭進維、
鄭宇軒、曹立敏。國三：廖時擘、張顯主、陳廷
睿、陳以聖、黃浩瑞、朱志平、劉奕恩、潘宣佑、
徐笠仁、陳郡懋、葉祐安、何易宸、陳政廷、周
牧恩、林廷蔚、趙婕、林天蕙、張純容、連立芹、
林庭希、卓孟潔、高縵慈、陳宥安、張恩惠、楊
佑珊、許瑜芳、羅文桾、徐安柔、彭示馨、黃宣
敏。邱丰璽、唐如禎、徐睿辰、林士勛、張聖涓、
鄭宗旻、王千楙、甘宜鑫、曹立群、賴馨怡、曾
世雄、蔡沐臻、黃子芹。
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 : 譚得、楊晟、黃祥。
七、兒童代禱事項：1、請為今年兒童專項繁增目標
代禱：50 個兒童排、300 位兒童召會生活人數。
2、請為 5/28 全召會親子戶外展覽相調代禱，盼
望每個兒童排都能邀約到至少一個福音家庭參
加。
八、請為病痛聖徒代禱：106 區邱德雄(為減輕化療的
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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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區楊自芬姊妹(為乳
癌手術後身體復原代禱)。鳳山召會柯順清弟兄
女兒柯菲比罹患右肩惡性骨腫瘤，目前接受化療
中，請為減輕化療副作用代禱。

排生活
251
253
352
222
1078

二、造橋開展代禱：3/24～5/29，六位全時間學員至
造橋開展。目標 100 人受浸，得 4 個家，開 2 個
兒童排。（開展現況：42 位受浸）
三、為日本災後重建代禱：請為 311 日本地震災後重
建代禱，願福音的開展能更多得著這地。奉獻可
註明「日本賑災」
。
四、青職代禱事項：請為 5/20(五)青職福音聚會代禱。
求主使青職皆能廣邀同事朋友。以活力同伴為單
位，兩人帶兩人，目標 100 位福音朋友，15 位受
浸歸入主名。
五、大學代禱事項：請為今年有更多考上新竹各大專
院校的新生入住弟兄及姊妹之家禱告。
六、青少年代禱事項：1、為青少年邀約同學參加五
月份的青少年福音聚會禱告。
2、為升學青少年代禱：高三：楊尚樺、趙綱、
劉珈旻、施婷宇、李可點、葉以靈、彭語箴、杜
惟真、周主民、陳信、陳天民、藺志煊、楊佑鈞、

︽︽︽︽︽︽︽︽︽︽︽︽︽︽︽︽︽︽︽

報告事項

一、青職福音聚會：主題－不能震動的國。5/20(五)
於科園會所舉行，18：30～19：20 晚餐愛筵，19：
30～20：50 見證與信息，歡迎邀請各界福音朋友
參加。
二、親子戶外展覽相調：5/28(六)9:30 於關西飛鳳園
農場展覽。各大組報名窗口。一大組：王佑仁；
二大組：呂理漢；三大組：陳鴻祺；四大組：呂
宗烈。費用：大人 250 元(不含 DIY)；兒童 90cm
以上至小六者 250 元(含餐費、DIY)、90cm 以下
免費(不含 DIY)。大人車費 150 元，兒童車費由
召會補助。報名截止日期：5/9。(詳閱通啟)
三、國殤節特會暨禱研背講追求：6/3（五）10：00
～6/4（六）16：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費用
每人 700 元，報名截止日期：5/22。（詳閱通啟）
四、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會：8/19（五）～8/20
（六）12：3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對象：青少
年服事者、高國中教職聖徒、青少年家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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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人 600 元（不住宿者 300 元），報名截止日期：
6/17。（詳閱通啟）
五、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自五月開始，各小區於
禱告聚會共同追求書報「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請各區向書房訂購。五月共三次追求進度：
1、1～7 頁、2、7～12 頁、3、12～17 頁。
六、苗栗公館相調中心購地及整修交通：購置相調中
心土地、建物及修繕經費約需新台幣 2,100 萬
元，扣除已奉獻 1,664 萬元，扣除奉獻心願尚待
奉獻款 196 萬元，尚需 200 萬元，請聖徒們記念
並有財務擺上。
七、書房報告：1、第 43 梯中文新書加晨興聖言基本
訂戶開始豫約，每戶 1,200 元，截止日期：6/30。
2、竹苗區書報推廣特展訂於 5/21（六）9:00～12：
00 於仁愛會所舉行，書籍 68 折特價。另有兩週
豫約 5/21～6/4 止，機會難得，鼓勵聖徒踴躍參
加。
2011 年 04 月 18 日 至 2011 年 0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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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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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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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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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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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雙週曆
5/01(日)
6：45集中晨興成全
本 二、四大組青少年
週 福音聚會

下
週

5/02(一)

19:30負責弟兄召聚
大組讀經追求
專項核心交通
5/08(日)
5/09(一)
6：45集中晨興成全

大組讀經追求

19:30擴大負責弟兄
交通聚會

5/03(二)
一大組配搭造橋飯
食服事

5/04(三)
二大組配搭造橋飯
食服事

各大組集中專項禱告
事奉聚會
排聚集
5/10(二)
5/11(三)
三大組配搭造橋飯 四大組配搭造橋飯
食服事
食服事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5/05(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5/06(五)

排聚集
5/12(四)
9：00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二大組配搭造橋飯
食服事
排聚集

排聚集
5/13(五)
竹縣配搭造橋飯
食服事
排聚集

5/07(六)
大組核心交通

5/14(六)
大組核心交通
竹縣配搭造橋飯
食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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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立志實行神旨意的重要

大多數讀過約翰福音的人對第七章有深刻印
象的段落，是主在節期的末日，向乾渴的人所發
出的呼召，以及對那時那靈還沒有的啟示。然而
事實上，同章的開頭才是整個事件的開始。主並
不是照著人的時間表上耶路撒冷過節，乃是按著
父所量給祂的時候。當祂到了耶路撒冷之後，就

那今天我們就仍在救恩的門外。同樣的，若我們
要認識神的旨意，非得有一個夠強的心志，逼得
神向我們顯現。主在馬太福音七章七節也印證此
話：「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我們的弱點是常向神剛硬、無心，
就落到約伯的光景－「神的旨意暗昧不明。」既

立刻上殿裏去施教。於是猶太人就希奇，這一位
在他們眼中應該沒有讀過書的人，怎能教導神的
話？於是主在十六及十七節回答說：「我的教訓

知道神的喜悅和我們的弱點，我們可以求神使我
們的意志剛強起來，尋求並認識神的旨意。
接著，在我們來看實行之前，我們需要先來看

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人若立志實
行祂的旨意，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
我從自己說的。」
分辨一個教訓是否出於神，是非常重要的。這
不只是對信徒，連我們去面對不信者時也很重
要。對信徒而言，若法分辨神的教訓，就可能如
保羅所說：
「為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
（弗四 14）

神的旨意。雖然這個題目很大，但新約中有多處
明言告訴我們甚麼是神的旨意。這裏我們需要回
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讀經生活。如果我
們都不讀聖經，卻想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不過是
一場空談。保羅也在羅馬書十二章二節說：「不
要模成這世代的，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

甚至可能像猶太人一樣逼迫基督。當我們去面對
不信者時，他們也常會質疑我們所說的話真是神
的教訓嗎？所以，為使我們自己在信仰上能站
穩，又同時能幫助不信者認識神，非常需要學習
認識並分辨何為神的教訓。而從經文中，藉著主
的回答，我們被開啟看見：若要曉得一個教訓是
否出於神，需要立志實行神的旨意。因此，在此
我們一同來看三件事：立志，實行，神的旨意。
首先，我們要立志－立志尋求並認識神的旨
意。這裏不是保羅在羅馬書七章所說的「立志為

意。」要能驗證神的旨意，心思必須更新；心思
要能更新，不可不讀聖經。
當我們立下心志要認識神的旨意，並過讀經的
生活之後，我們就需要將我們從神所領受的，帶
到生活中去實行。若沒有實行，就好比我們只有
口說要彼此相愛，卻沒有真正實行彼此相愛；這
樣，別人如何能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呢？當別人
不接受我們所傳的福音時，我們不應該說他們不
是神所揀選的，或甚至怪主不將平安之子賜給我
們，好像在我們這面完全沒問題似的。若我們願

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
我。我們若真要能分辨神的教訓，非得有一個強
的意願，尋求並仰望神啟示我們祂的旨意。我們
之所以得救，是因為當人向我們傳福音時，我們
心裏有一個願意：接受祂作我們的生命和救主。
即使我們當下可能尚未完全明白救恩是怎樣一
回事，但至少我們有一個願意；那個願意就是我
們的立志，我們的決定。若當時我們並不想要，

意謙卑在神面前，或許我們會看見，人之所以質
疑我們的教訓是否出於神，可能就是因為我們缺
少實行神的話。保羅因著在獄中活基督、顯大基
督，所以他能將生命的話表明出來；神的話被他
實行出來了。今天，不僅為著使我們能分辨甚麼
教訓是出於神的，更是為著使我們能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實在需要我們「立志實行神的旨意」。
（盧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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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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中三班人的榜樣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是記述以色列人從被擄

有一關鍵字「省察」
（原文意放置、指定、安排），

之地歸回故土，特別是耶路撒冷的兩卷歷史書。

短短兩章三十八節中提到五次，明顯含示，建造

因其記載的史蹟正豫表新約召會由失敗墮落恢

需要不斷省察自己的行徑（詳見”為建造省察自

復的歷程，因此與兩卷向歸回以色列人申言的哈

己”），是否合神旨意的定位、照神指定的時間

該書及撒迦利亞書合稱作「恢復的書」。而這兩

並按神經綸的安排。撒迦利亞盡職期間約與哈該

卷歷史書中有四位人物最具代表性，是既關鍵又

同時，他對歸回遺民的幫助可由撒迦利亞書看出

重要，且是神重用轉移時代的人。另外，還有兩

大概，他主要豫言，基督的救贖，對祂受管教的

卷申言者書中向他們申言並幫助他們的兩位申

選民熱切的安慰和應許；基督親受屈辱，在他們

言者。這六位人物分成三組，每組兩人，表徵見

被擄中作他們受苦的同伴。撒迦利亞書啟示，要

證、配搭和建造，是主恢復的基本要素。自然這

歸回的以色列人轉向神，要看見建造需要對基督

三班人成為今日主恢復中聖徒的榜樣。

有正確多面的異象，還特別對領頭的所羅巴伯和

這段歸回歷史中，有三次較大規模並重要的歸

約書亞加以鼓勵並加強（亞三，四，六 9～15）。

回行動，上面提及的前四位正好都是每次歸回的

藉這兩位申言者即時地向他們申言，與他們同

帶頭者，這也豫表神在地上有恢復行動的起頭，

在，並幫助他們，使他們再起來，動手建造聖殿

必須藉得著合適的人與衪配合才行；而申言者卻

（五 1，2）。雖仍遭仇敵攻擊，但在神命定下，

是在他們軟弱時，用神的話藉申言以加強、鼓勵

有大利烏王降旨，終將聖殿重建完成，行奉獻神

他們。以色列人第一次歸回是在古列元年（主前

殿的禮。（六）不過關於聖城的重新修築，終因

五三七年）
，規模最大約近五萬人（拉二 2～67）
。

歸回遺民缺少神聖的構成，和所羅巴伯與耶書亞

帶領者是省長所羅巴伯（可能就是一 8 的「設巴

有幾分軟弱退後，未竟全功，而拖延停滯。

薩」，所羅巴伯的巴比倫名字）–王室後裔（太

聖殿重建完成後，過了近六十年（約於主前四

一 12），代表君王職分，治理神的百姓；和耶書

五八年），神再興起祭司（七 1～5）經學家（6）

亞即大祭司約書亞（參該一 1，亞三 1）–亞倫

以斯拉帶領約一千五百人回國（八 1～20）
，這是

後代，代表祭司職分，帶領祭司和利未人事奉神

遺民笫二次歸回。以斯拉不但精通神的話，精通

（拉三 2～6）並督理建殿的工作（8）
。這兩位代

摩西的律法，更具有屬天神聖構成與文化的總

表人物是第一班人，正好豫表新約召會建造所需

和。他能將百姓帶回到神的話，使他們被聖言中

要君王職分的治理和祭司職任的服事。他們一同

屬天的真理重新教育並重新構成。聖經記載頗細

配搭並見證基督，彰顯神人調和的顯出與榮耀。

緻，第一次歸回是神起的頭（一 1）
，明顯有靈（指

他們重新建造，按照三項原則：一、原址建殿（二

神靈在人靈裏內在作工）的工作（1，5）；而笫

68）和原基礎立壇（三 3）
；二、甘心獻禮物（二

二次歸回是人–以斯拉起的頭（七 6）
，卻隨處隨

68）並按力量捐入財物（69）；三、眾人如同一

在有神的手（表徵能力–外顯即經綸靈的作工）

人（三 1，9）。這三原則今仍適用於主恢復的建

幫助他（6，9，28，八 18，22）。主今日恢復的

造中。可惜不久後，他們的工作受到仇敵的攻擊

工作也相同，總是由靈（素質或生命一面）起頭，

和打岔，只得被迫停工（四 23）。

進而能力（經綸或開展一面）加強。不過無論如

幸好，神即時興起第二班人申言者哈該和撒迦

何，祭司職分仍需君王職分的配搭，才能完全並

利亞向他們申言，幫助他們。哈該盡職期間約在

完成建造。所以，以斯拉記結束在以斯拉嚴厲並

主前五百二十年左右，在所羅巴伯歸回後，以斯

徹底對付歸回遺民娶外邦妻子而遭玷污的事件

拉歸回前。哈該的申言記載在哈該書，主要是啟

（十 6～44）
，然而對聖城的重建以斯拉無法獨力

示神藉對付被擄歸回的人，以建造衪的殿。其中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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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幾年後，神又興起一介平民，作王司酒的

事者配搭建造，像四卷「恢復的書」所啟示的這

尼希米帶了少數人歸回耶路撒冷。這約在主前四

麼清楚、完整。在恢復的以色列人中間的神治行

四五年，是笫三次歸回，在第二次歸回之後十三

政裏，有三種職分：祭司、君王和申言者。大祭

年。尼希米可能是聖經中最完美、傑出的領袖，

司的職責是將有關神百姓的事帶到神面前，等候

他的優點和 治理長 才 無人能比（ 詳見” 尼 希

神藉著烏陵和土明即時的說話（出二八 30 與

米”），非常值得你我藉詳讀尼希米記，得著開

註）。然後大祭司將神的決斷和指示，傳給負神

啟並謙卑學習。在此僅提兩點稍加分享。首先，

行政責任的君王，付諸實行。每當祭司與君王軟

尼希米是個禱告的人，表示他完全依靠神、順服

弱不能勝任，神就興起申言者為祂說話，以加強

神並跟隨神。全卷書提到他十二次禱告神，就算

並輔助祭司職分與君王職分（撒上三 11～21，撒

與王應對之間，他還是禱告天上的神（尼二 4）。

下十二 1～25）
。為著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祭司

他有十次禱告，書中記下他禱告的話。他最常禱

職分與君王職分的職事都是需要的。帳幕是藉著

告的話，
「求你（神）因這事記念我」
（五 19，十

大祭司亞倫，和代表神聖權柄的摩西立起的；聖

三 14，22，29，31）。這表示尼希米對自己的作

殿是在大祭司和所羅門王指示下建造的；聖殿的

為有十足把握，都是行在神面前，依靠神並憑著

重建，是藉著約書亞的祭司職分，和猶大省長所

神作的，絕對經得起神的檢驗，他才敢開口求神

羅巴伯（該一 1）的權柄完成的。在建造恢復的

記念他，有時甚至直接講自己行的善等類的話

聖殿時，約書亞和所羅巴伯都有幾分軟弱灰心；

（如五 19，十三 14）。這不是自大、自誇，而是

因此，神使用申言者哈該和撒迦利亞為祂說話，

行為有實際，且在與神的親密交通裏的表現。今

加強並勉勵約書亞和所羅巴伯。在神的經綸中，

日主恢復裏的聖徒也都該操練實行禱告到一個

祭司職分和君王職分要存到永遠（啟二二 3，5）
，

地步像尼希米一樣。另外，尼希米請出當時已年

而在千年國時代和永世裏，申言者職分將不再需

邁的經學家以斯拉教導百姓律法書（八）一事，

要（但九 24）。而在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中，這

顯示他深知恢復的原則：見證、配搭、建造。尼

三班各兩人 的組合 與 他們盡職配 搭是如 此 自

希米是以色列國的省長，首領，卻承認自己需要

然、親密、同心且應付各面需要，真令人既羡慕

以斯拉，這指明他全然沒有野心。在重新構成以

又景仰。當然，這是因為恢復豫表的結果將帶進

色列國的事上，尼希米知道自己不夠認識神的

彌賽亞–基督的再來，結束這世代（參亞六 9～

話。但是以認識神的話聞名的以斯拉仍活著，可

15，十四）。在這關鍵的時刻，基督的見證、事

以補自己的不足。所以尼希米願意求助於以斯

奉的配搭、神家（殿）和神國（城）的建造都必

拉。尼希米明白，若沒有以斯拉，他就無法將神

須藉著正確的人在見證、配搭、建造的原則裏實

的百姓重新構成。這真是既有異象，又有器度和

行出來。為達此目的，聖民或聖徒不但需要被「構

見識的作為，是我們每一位在主恢復裏服事聖徒

成」
，還需要有「榜樣」
。因此，上述三班人的榜

的好榜樣。

樣將實際地帶領、引導我們在神旨意裏往前，直

舊約聖經中再也沒有一段歷史或事例記載服
至完成衪的經綸。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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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蒙恩見證

天天享受晨興生活、經歷主應時的供應

我是張雅琴姊妹，2010 年 7 月 3 日得救。一得

就先擱著，直到九月才晨興，因為開學了，我先

救我就參加家聚會讀初信讀本，姊妹們就告訴我

生在 6:40 就帶著兩個孩子上學，此時 6:40 我就可

應該參加晨興，但是家裏只有我一個人得救，我

以無顧忌的和姊妹們晨興了。

怕讀高中的兩個孩子不能接受，所以晨興這件事

開始晨興後就很不一樣。之前，我是在家讀讀

生命讀經來認識主。參加晨興以後，可以每天讀

甚至不用午睡。以前下班回家，會跟我先生說今

主的話，而且可以聽到姊妹的禱告。姊妹好會禱

天很累。現在都不會了，而是跟他分享我的工作

告，我好希望自己能跟她們一樣。聽她們的禱

多麼愉快啊！他和我一樣是教師，他都會跟我說

告，覺得好像主在向我講話，她們禱告什麼，我

他的孩子多麼不聽話，我都跟他說：「不會啊！

就跟著禱告什麼，學習和主說話。

我的小孩都好可愛。」他就說：
「你們不一樣啦！」

晨興讀主的話到現在，主的話對我很有幫助。

其實，信主前也不覺得那些小孩多可愛，信主

譬如：「我們是嘴唇不潔淨的人，住在嘴唇不潔

後，才越來越覺得他們可愛。每天晨興完我都是

的民中。」這句話我受益很大。從此，我就很少

很快樂的，所以我看他們也都是很可愛的。

跟人家閒話，因此，我在工作上效率很高，甚至

最近，有一件事情讓我經歷主。我的女兒今年

還可以有時間繼續去讀生命讀經。有一次，讀到

考大學，她收到成績單那一天就大發脾氣，因為

一篇信息，說到我們如果很著急的話，就落到撒

不是她預期的成績，她就很生氣，責怪我們作父

但的詭計裏面去了。在做事情的時候，我天然人

母的。孩子大概都是這樣，要憐憫她！我的先生

也是性急的人，但是慢慢的主就給我感覺其實不

就覺得他好累，好像被精神虐待了。我就跟他

需要那麼急。在話語上、真理上真的是給我很大

說：「還好啦！我有主可以依靠，什麼是都交託

的幫助，但是，更大的感受是覺得主就在我身

給祂就對了。」隔天早上起來，我先生說他睡得

邊，覺得事事都蠻順利的。

很不好。就在那一天早上讀完晨興的信息之後，

因為我的先生和小孩都還沒有信主。我為了要

我們照往例都會為未得救的先生禱告。可是，我

參加家聚會、主日聚會、禱告聚會，以前我先生

的晨興伙伴一開口居然是為小孩禱告，我就覺得

做家事的那部分，我會攬過來做，因為我不想在

很受安慰，因為她為小孩禱告，我就接著也為我

我要去參加聚會的時候，他又叫我去做什麼事，

的孩子禱告。我經歷到祂其實都知道我們需要的

所以，我能做的事就儘量做一做。睡眠時間也變

是什麼。所以，我天天來晨興，主就天天來照顧

比較少，以前六點多起床，現在五點多起床。早

我。真的！還沒有晨興的人，一定要來晨興。就

上小孩子的事就儘早打理好，讓他們可以早早出

像前面姊妹說的：睡太多，太晚起床，真的是你

門，我就可以晨興，因為這種生活真的太享受

的損失。感謝主！

了。很神奇的，我做比較多睡比較少，卻不覺累，

（張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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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小品

轉角遇到愛

【原本是兩條不可能交會的平行線，然而…】
人生有很多個轉角，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轉角會
遇見什麼。不一定遇見好事，也會有碰到死角的

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
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使我們得著赦免，也作了我
們的生命，使我們能藉著祂活著，在此，神的愛

時候，在此時若遇到了神，這個轉角就是美好
的，因為這位是愛的神，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人和神原本是兩條不可能交會的平行線。我們
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
愛我們的大愛，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
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聖經以弗所書二
章 4～5 節）聖經明言『神就是愛』
，並且不是我

就向我們顯明了。（約翰一書四章 8，10 節）
轉角遇到愛！這份愛是從神而來的愛，神與人的
關係就是愛。這位智慧又慈愛的神，正盼望著能
在下一個轉角遇見您。（轉載自水深之處網站）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邀稿～
歡迎各環蒙恩見證投稿至新竹市召會執事
室信箱：chinhc@mail2000.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