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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在基督生機牧養之下，建立定期探訪的牧養生活
建立牧養生活的緊要
照著聖經的啟示，我們這些新約福音的祭司，
將罪人當作祭物獻給神可分為三步：第一，藉傳
福音將新得救的人獻給神(羅十五 16。)第二，幫
助新蒙恩的人長大，並受鼓勵將自己當作活祭獻
給神(羅十二 1。)第三，在人身上勞苦，使之繼
續長大以至成熟而獻上(西一 28。)其中第二、第
三步都與牧養有關，所以召會能否持續繁增，得
救新人是否常存，與召會中有多少盡功用的牧人
有絕大關係。所以，接續前幾週「傳揚福音」的
負擔，我們必須同時留意「牧養」的需要，並且
建立召會中 每個肢體 都在日常生 活中牧養 別
人，
「若是這兩件事(日常的福音生活和牧養)在召
會裏被建立，我們就會有正確、正常的召會。」
（為著召會的建造正常結果子和牧養的路，第八
章）
持續牧養的動力來自個人在與主的交通中先從
主得牧養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 19。)同
樣的原則，我們牧養，乃是因為基督作為好牧人
和我們魂的牧人(約十 10，彼前二 25)，先牧養了
我們。以賽亞書五十章 4 節說：「主耶和華賜我
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
人。主每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
聽，像受教者一樣」。從主的榜樣我們看見耶和
華每早晨喚醒祂。這指明主耶穌每天都有晨興，
藉此，祂學知如何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軟弱的
人。所以要建立牧養的生活，我們需要每天與主
有個人、情深的接觸。如同雅歌中尋求者所說
的：「願祂用口與我親嘴！…願你吸引我，我們
就快跑追隨你。」這種個人、情深的禱告帶進主

牧養的託付：「只管出去跟隨羊群的腳蹤，把你
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帳棚的旁邊。」
（雅歌一 8。）
我們每天（最好都能在早上）都需要這樣一段個
人進到密室（重生的靈）、關上門（斷絕世界的
攪擾）好使隱密中的父能察看並報答我們，使我
們在主愛的推動中勞苦牧養小羊並將生命分賜
給人。
建立定期外出探訪人的習慣
「為著傳福音、餵養小羊、並成全聖徒－神命
定之路的頭三步－惟一的需要乃是探訪人。…我
們若持續三個月探訪一個人，那會作成很多事。
這樣，我們就會每年得著真實常存的果子。…我
們去探訪人時不必擔心說甚麼。我們主要該作的
事，就是持續的探訪他們並接觸他們。」 （長
老職份與神命定之路（三），第九章）
探訪人就是到人那裏去，並與他們在一起，這
樣持續的探訪乃是帶進召會擴增的路。所以我們
需要將身體獻上，在每週分別出外出探訪的時
間，週週探訪並牧養我們身邊的福音朋友、初信
者、有需要的聖徒、久不聚會者。若召會中能有
三分之一的 聖徒能這 樣堅定持續 的照顧三 個
人，一年之內就能翻一倍。
當我們前去探訪人時，我們應當在調和的靈裏
學習幾件事：一、學習會傾聽別人的話，好認識
人真正的需要和實際的光景。二、知道人所在屬
靈的階段，好以專特的方式幫助他們。三、幫助
人盡功用（特別在傳福音和牧養人上），好使他
們得以建造。
每個肢體都有能力照著主的心牧養人
每個作父母的都有養育孩子的才能，這是與生
俱來的。同樣的，藉著我們屬靈的出生，每個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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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裏的肢體都有牧養的恩賜，只在於我們是否願
定期探訪的牧養生活時，必定使召會滿了繁增，
意學習。若我們願意忠信如同彼得一樣，答應主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後，我們必得著那不能衰殘的
在升天前給他的託付：『你牧養我的羊。』並帶
榮耀冠冕！
（陶建霖）
著對人的愛、興趣、負擔和夠多的禱告，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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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開展報導暨代禱事項

建造基督的身體～一同牧養神的小羊

這一週我們開始將每一位得救的新人交接給
最近的情形。我們深深感覺，我們所接受的成
聖徒。我們雖然有外面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我
全，並非只停留在我們身上，更要藉著我們，成
們與聖徒約定專特的時間，一同為新人禱告。這
為身體的祝福。
樣禱告的目的，是要叫我們在靈裏，從主面前直
在剩下的兩週開展中，我們盼望繼續操練和聖
接領受負擔。使我們的心上人，也成為聖徒們的
徒一同牧養新人，使新人成為聖徒的心上人。因
心上人。
為神所渴望得著的，乃是常存的果子。求主帶領
每天晚上，我們都盡力操練與聖徒禱告。雖然
我們繼續往前，擴大我們每一位的度量，與主配
有時會因為事務忙碌，而無法按照既定的計畫施
合，將罪人當作祭物成熟地獻給神。
行，但是卻因著我們將『交接』這個負擔不斷地
代禱事項：
擺在禱告裏，所以，不論是我們也好，聖徒也好，
一、得救新人都能順利交接給聖徒們，並藉著和
總會尋找另外一個時段，彼此相約一同禱告，並
聖徒們一同禱告，使我們都能在同一個交接
在禱告中，領受從主而來的負擔來牧養這些小
的負擔裏。
羊。
二、5/16-5/29 新竹大專將前來配搭開展育達校
在陪晨興的事上，我們也將得救的新人陸續交
園，得著 40 位的青年人，承接主的託負，
接給聖徒。我們向聖徒們示範如何陪小羊晨興：
為著主在全地的需要。
在晨興的開始，就先呼求主名，再禱讀一處經
三、盼望在週二即將成立的大西村小排(造橋鄉第
節，並且讀一段解開的話，最後和小羊一同為他
一大村)和週五造橋村小排，能聚集更多的新
生活中的事務交託給主而禱告。我們實在盼望聖
人，使新人都能穩固在召會生活中。
徒能和我們作一樣的事。我們看重晨興的交接，
四、5/22 開展蒙恩暨見證聚會，能邀約到每一個
因為這對小羊的牧養影響很大。
得救的新人和他們的家人，並且盼望藉著這
當我們看見聖徒們從一開始對牧養新人沒有
樣的聚會，使新人們的家人也能受到吸引，
什麼把握，到一看見新人就會去問候並關心他們
並且全家得救。
（造橋開展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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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第二十三篇

在靈和真實裏的召會生活

真實合一，彼此相愛，活在靈中 第二十四篇

有了事奉，在彼此相顧的實行上就需要有加
強。信息中提到在召會中，我們往往會和幾位合
自己口味的弟兄姊妹多有往來，在聚會前彼此打
電話聯絡等，但其中多有天然的成分。在舊約裏
以色列人獻給耶和華的素祭都不可攙酵；他們不
可燒一點酵、一點蜜當作火祭獻給耶和華。凡獻
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鹽調和。酵在聖經中代表罪
惡；一切敗壞的惡事，在聖經中都比作酵。而蜜
是代表事情好的一面，表徵天然的感情和天然的
良善。我們的憎恨是酵，但我們的愛心可能是

經歷七靈為著眾地方召會

蜜。我們天然的情愛像蜜一樣，是會發酵的。兩
個人相愛如蜜，時間久了可能會生變，就是蜜發
酵了。素祭裏的鹽是表徵基督的死或基督的十字
架，那會消除我們天然的愛和天然的情感。在素
祭裏沒有酵、沒有蜜，卻是滿了鹽。這是我們接
觸弟兄姊妹該有的正確情形。曾經在我的身邊有
個同伴，一同生活、一同配搭事奉，真是好得無
比，但時間久了就出現一些問題，對彼此有了意
見，平時悶不吭聲，坐下來說是要一同交通，但
實際上卻是要宣洩不滿的情緒，當彼此對談的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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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居高，這時我卻想起週末有一場福音聚會，我
安、喜樂。就像在第二十四篇裏頭說到，當召會
小聲的呼求「哦，主耶穌」，我的心瞬間柔軟下
落入紛亂的光景時，我們先不要管外面的問題，
來，轉向主，主似乎對我說「週末有一場福音聚
乃要先問自己是不是活的，如果我們都是活的，
會，你現在在這裏作什麼？你們中間沒有同心合
召會的難處就過去了，因為生命吞滅死亡。今天
意，如何為我爭戰？」我蒙了光照，也為自己沒
七倍加強的靈，就在我們靈裏。在面對召會的難
有供應基督，還在那裏拆毀基督的身體感到虧
處時，我們需要回到靈裏，因為在我們靈裏有一
欠，向主悔改並與姊妹交通，我們兩個就一同流
種抗生素，能抵抗並殺死一切的細菌。
淚，一同悔改，一同認罪，一同為著福音禱告，
(賴林芳祺)
那時覺得主真的喜悅我們的禱告，我們也滿了平
︽︽︽︽︽︽︽︽︽︽︽︽︽︽︽︽︽︽︽︽︽︽︽︽︽︽︽︽︽︽︽︽︽︽︽︽︽︽︽︽︽︽︽

每月ㄧ書－書介

「活神與復活的神」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在菲律賓所釋放的信息，講
時不詳，其中第一、二、四、五、六篇均講於馬
尼拉，並曾刊於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年的「話
語職事」；第三篇譯自「復活的神」英文小冊，
按內容推斷，係講於菲律賓某地。
在這六篇信息中，第一篇為「活神」，第二、
三篇說到「復活的神」，第四篇進一步說到，我
們向著神操練「敬畏與敬虔」，最後兩篇是「審
判的神」和「賜福的神」
。每ㄧ篇的篇幅雖不多，
內容卻是相當的豐富，滿了啟示和光照。在我們
基督徒對神的認識和經歷上，有相當大的幫助。
盼望藉著一點點的分享，激發聖徒屬靈的胃口，
藉著共同的追求，從主話中得著亮光，而在生命
上有經歷。
首先說到，我們的神是「活神」。活的相對是
偶像、是死的。ㄧ個真實的基督徒，乃是天天與
活神發生關係。祂是活神也是自隱的神，時常藏
身在空間裏，也藏身在時間裏，確是又活又真的
神。神是活神，祂對於一切的罪惡和不義，從來
不苟且。有時因著我們身上有過錯，神叫我們遭
遇苦難。如果我們不肯蒙光照、受對付，仍然固
執在過錯中，還說我們所信的是活神，這ㄧ種信
就是迷信，是不靈的。只有當我們蒙了光照，肯
服在神手下時，我們信神是活神的信，才是真正
的信。神的審判是祂的表白，而祂的表白就證明
祂是活神。
第二篇開始進一步啟示祂是復活的神。從永遠
裏祂就是ㄧ位活神，在祂裏面沒有人的成分。但
在祂經過死而復活之後，神與人完全調和成為ㄧ
個，而成為復活的神。單純的活神，裏頭並沒有
人，乃是復活的神，裏頭才有人。作為新約的信

徒，我們所接受的ㄧ位不僅是活神，也是復活的
神。我們藉著經歷祂而成為活的人。舊約以色列
人經歷活神的許多作為，神卻一點沒有作到祂們
的構成裏。然而在新約裏，保羅所行的，都是復
活的神的作為，每ㄧ個新的神蹟，都是神自己新
鮮的作到保羅的生命裏。弟兄姊妹我們若僅僅認
識活神，我們的認識就太客觀了。我們需要認識
復活的神；惟有藉著死與復活，神才能為自己打
通ㄧ條路，進到我們的生命裏，使我們經歷復活
的神。
第四篇開始提到敬畏與敬虔。敬畏是舊約神的
百姓該有的生活，敬虔是新約神子民該有的生
活。人在活神面前要有敬畏，人對復活的神要有
敬虔。人因著墮落，罪就進到人裏面，因此在消
極ㄧ面，我們需要學習敬畏神，神是烈火，有罪
祂必不寬容。在積極ㄧ面我們需要活出敬虔。敬
虔就是神從我們裏面彰顯出來。我們在新約之下
作神的子民，不僅要有敬畏，還要有敬虔。敬虔
就是活出神來，流露出神，彰顯出神。
第五和第六篇「審判的神」和「賜福的神」。
這兩篇是ㄧ組，神審判乃是為著賜福。從召會的
歷史，或我們個人的經歷，都清楚給我們看見，
神的創造、神的啟示、和神的審判。神在我們身
上，最初是作創造的工作，來開始我們蒙恩的生
活。接著一點一點啟示祂自己，叫我們經歷祂。
到末了，祂總用審判隨著。審判帶來煉淨。神的
審判不是惡意的，乃是善意的，為著叫祂能賜福
給人。在我們的經歷中，神的審判對我們都是ㄧ
個題醒，都是ㄧ個拯救，免得ㄧ錯再錯。我們若
願意順服下來，心轉向祂並承認我們的罪，而得
著神的赦免，就能經歷神的賜恩。
（洪明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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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的新生入住弟兄及姊妹之家禱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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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升高中及大
學青少年代禱。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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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兒童過召會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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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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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住進北榮
A093 病房，化療後 5/25 將進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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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18 止)：得救總數：95 人
（其中弟兄 52 位，姊妹 43 位；年齡 18～35 有
61 位；育達學生 38 位）
三、印度學員開展：5/17～7/22 為期十週開展，為著
清大、交大外籍生能興起正常的英文聚會代禱。
四、大學代禱事項：請為今年有更多考上新竹各大專

︽︽︽︽︽︽︽︽︽︽︽︽︽︽︽︽︽︽︽

報告事項

一、『飛鳳園農場』親子戶外展覽相調行前須知：
1、登記搭遊覽車者（搭車名單請上網站瀏覽）發
車時間地點：5/28（六）08:15 親水公園→08:30 原
光復會所→08:40 清大→08:50 大學路口（車長：
陳中旭 0918-837372）
2、自行開車前往者，請於 09:30 辦理報到。行車
路線圖請上新竹市召會網站下載。
3、請自備防蟲、防曬用品及雨具，農場中有山泉
泳池，請自備泳具。
二、青少年報告：5/28（六）為鼓勵各大組青少年外出
相調，讀書園暫停一次。
福音聚會：5/28（週六）第三、四大組、5/29（主
日）第一大組、6/12（主日）第二大組。
默經：範圍：馬太第六章，時間：6/12（主日）
在各會所舉行。（二大組在 6/19）
青少年初信成全：6/11、6/18 晚上 20：30～21：
30 在新光會所，歡迎新人能一同參加。
三、三重召會青職聖徒來訪：6/5（六）～6/6（主日）
40 位青職聖徒來訪，由四大組負責接待。
四、青職專項禱告聚會：6/7（二）20：00 於科園會所，
周復初弟兄會前來交通-青年人生涯規劃。歡迎青
職聖徒踴躍參加。
五、小六受浸聚會：6/18（六）15：00～17：00 於仁愛
會所舉行。
六、暑期聖經研讀班：第一週 7/17～7/22、第二週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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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2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每人每週 3,500
元，一次報名兩週者 6,000 元。限額 300 人，6/19
截止報名或額滿為止。
（詳閱通啟）
七、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剛、柔、順」：7/29（五）
～7/31（日）於桃園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舉辦，費
用：1,600 元（不含車資）
。報名截止日：6/12，限
250 人(額滿為止)
八、全台眾召會第二梯次基礎造就聚會：8/13（六）～
8/14（主日）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共分三個班（A
真理、B 事奉、C 生命）每班 300 人（額滿為止），
費用每人 700 元。（詳閱通啟）
九、竹南召會購地：竹南召會已覓得會所用地，面積
176 坪，總價 2,600 萬元，預計 5/26 付清尾款 1,200
萬。可建 400 坪，含主體結構約需 5,000 萬元，請
弟兄姊妹在主裏記念並有財物擺上。
十、吉隆坡召會第一會所裝修與擴建：為應付各種成
全訓練及大專、青少年工作之需要（原 200 人會場
擴建後可容納 700 人），一會所裝修擴建預計需要
馬幣 180 萬，請聖徒在身體裏記念並有財物擺上。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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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書報展報告：竹苗區書報推廣特展豫約時間為
5/21～6/4 止。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1 年 05 月 09 日 至 2011 年 0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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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5/22(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16：00造橋開展蒙
恩見證聚會

下
週

大組讀經追求
5/29(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一大組青少年福音
聚會
大組讀經追求

5/23(一)

5/24(二)

5/25(三)

5/26(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5/27(五)

19:30少數負責弟兄
召聚專項核心交通
5/30(一)

禱告事奉聚會
5/31(二)

排聚集
6/01(三)

排聚集
排聚集
6/02(四)
6/03(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及竹苗聖徒追求

19:30少數負責弟兄
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排聚集

5/28(六)
大組核心交通
三、四大組青少年
福音聚會
9：30 親子戶外展覽
相調
6/04(六)
大組核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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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基要啟示

使徒約翰寫約翰福音時年紀已相當老邁，或許
已近九十歲，距離主離世差不多有六十年，他必
定在人生的閱歷和對主與生命的認識及經歷上
既豐富又老練。因此，他寫約翰福音和另三卷福
音書不同，他是從生命的觀點和屬靈經歷的啟示
出發；而另三卷對觀福音書卻是從史實的記載或

兌換銀錢之人的錢幣，推翻他們的桌子。說，
「不
要將我父的家，當作買賣的場所。」祂的門徒就
想起經上記著：「我為你的家，心裏焦急，如同
火燒。」（詩六九 9）於是猶太人問主，「你既作
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耶穌回答
說，
「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將牠建立起來。」

從主耶穌教訓的啟示著眼。生命是最實際卻極深
奧的（直到今日，科學家都承認生命難以全盤理
解），只能用經驗去實際體會，很難用語言表達

這句話大大得罪猶太人，成為後來他們釘主十字
架的理由之一（太二六 61）。但耶穌是以祂的身
體為殿說的。所以到祂從死人中復活以後，祂的

描述、更難用頭腦領會。正因如此，我們讀約翰
福音要格外注意其隱藏的表徵意義、事例間前後
連貫的含意，和貫穿思路的奧妙啟示，才不致犯
坐井觀天或以偏蓋全的錯誤。約翰福音二章和三
章連續的三個事例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將它們
連成一氣讀完，才能完整領悟「生命」的基本啟
示，也才能全面瞭解其中的深意。下面簡要地分

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話。這裏有一個關鍵字值得留意，就是十九節
譯作「建立」一字，原文意醒、起來、興起、復
甦、起身，與二十二節的「復活」是同一個字。
因此，就拆毀的殿說是「重建」，然而就豫表主
的身體被釘死說是「復活」。這段事例接在生命
的原則之後，含示生命的目的–建造聖殿表徵神

享一些要點。
二章上半（約二 1～11）論到主在婚筵中變水
為酒的神蹟，是主所行頭一件神蹟。希臘文「神
蹟」一字的字義有記號或表號的意思，含示其重
點不在事蹟本身，而在事蹟所表徵或隱喻的屬靈
含意。這頭一個神蹟表徵「生命的原則」，就是
變死亡為生命。原本豫表受造之人的六口石缸，
僕人照主的話，倒滿表徵死亡的水後，再照主吩
咐舀出來，卻變成好酒了。其中竅門在於將主和

的家–基督的身體（約二 21）
。生命是有目的的，
愈高的生命有愈高的目的：神聖生命的目的是建
造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體。講過這事例後，約
翰在二章最後加入三節作為補充。有許多人看見
祂所行的神蹟，就信入了祂的名。耶穌卻不將自
己信託他們，因為祂知道萬人，也用不著誰見證
人怎樣，因祂知道在人裏面的是甚麼。
（23～25）
顯然，人只看神蹟，卻不認識其背後表徵的屬靈
意義是不夠的；他們雖信入主名，主卻不將自己

主的話加進平淡無奇的人生裏，原本灰暗、虛
空、死亡的光景立時改觀，變成明亮、滿足、活
力的情形。這是生命的原則–凡事加入生命的主
和主的話，使死亡變生命。
接下來，二章記載第二個事例（12～22）。注
意十二節開頭，約翰特別記下「這事以後」，暗
示這事例與前述事蹟相關聯、彼此連接（指意義
上而非時間上）。主上耶路撒冷，進聖殿，拿繩
子作成鞭子，把眾人連羊帶牛都趕出殿去，倒出

「信託」（原文與「信入」同字）他們。照約翰
一章十二節啟示，
「信入」就是「接受」
（註：不
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如喝水，水就被接受進
入身體，成為身體的一部分）。可見主不僅要人
因看見神蹟，客觀地信入衪的名；更看重人藉表
號瞭解其屬靈含意，主觀地認識並經歷生命的原
則和目的。才將自己信託他們，與他們同在、同
住、調合為一。
所以進到第三章，約翰刻意用連接詞「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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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相調

2011.05.22

頭，表示下面所講的事例和二章末了的記載相

頭。這兩個主要觀念擺在一起，就是重生的完整

對。主既不信託那些看神蹟信入衪名的人，那衪
要信託怎樣的人？約翰顯然要藉主與尼哥底母
的對話，啟示其重點不在「神蹟」
，而在「重生」–
這是生命的實施或道路。重生原文意從上頭生，
即從天上的神而生。神蹟不過讓人知道神同在、
神作事，卻無法叫人得（神聖的）生命；然而重
生卻能使人見神的國（三 3）
。三節的「見」字就
是十一節的「知道」，原文指內裏生命的認識，
如藉膏油塗抹而「曉得」（約壹二 21 註 2）。「神
的國」就是神的掌權，這是一個神聖的範圍，人

意義。重生乃是了結舊造的人及其所作所為，並
在新造裏，以神的生命使人得著新生的起頭。
接著約翰又用舊約豫表的事例繼續啟示得救
或得重生的條件。「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
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
生命。」（14，15）照民數記二十一章四至九節
的記載，那些原本因魂裏煩躁、厭惡淡薄食物而
發怨言，被火蛇咬的人，一望掛在木頭上被舉起
的銅蛇就活了。這表徵所有該死、該滅亡的人，
只要仰望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就是信入衪的，

必須有神的生命纔能進入。只有神的生命纔能領
悟神的事物。因此，要看見或進入（5）神的國，
需要由神的生命所重生。事實上，人得重生，主
就信入那人裏，因為主就是我們的生命（西三

都得永遠的生命。「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遠的生命。」（16）末了，主的先鋒施浸者約
翰又加上一些補充，作為「生命啟示」的總結：

4）
，更藉死而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內住信徒裏面。這是新約中關於生命極深奧
的真理，在往後的新約聖經中還有進一步的發展
和啟示。不過約翰福音也未停在這裏，主接下來
更深入地啟示得著重生的路，「人若不是從（直
譯，出於。下同）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祂，
因著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
了。祂必擴增，我必衰減。」（29，30）這裏新
婦指信徒將要構成的召會；新郎指基督；而新郎
的朋友自然是指施浸約翰自己了（註：約翰未重
生，進入召會作新婦的一分子，只能作主即新郎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的朋友）。其末了一句是施浸約翰自身的應用，
（約三 5，6）簡要地說，水是施浸者約翰職事的
祂必擴增指新造；我必衰減代表舊造，是再恰當
中心觀念，是要了結在舊造裏的人；靈是耶穌職
不過的註腳。而這段結論也正是保羅職事的中心
事的中心觀念，是要使人在新造裏有新生的起
啟示和負擔（弗五 22～33）
。
（董傳義）
︽︽︽︽︽︽︽︽︽︽︽︽︽︽︽︽︽︽︽︽︽︽︽︽︽︽︽︽︽︽︽︽︽︽︽︽︽︽︽︽︽︽︽

舊約讀經心得

喫書卷

聖經新舊約中各有一處直接講到「喫書卷」，
把它們擺在一起思考、默想，對神的話語會有更
深的領悟，值得你我加以省思，必得開啟與幫助。

必備的條件。要為神申言（即一節的「講說」），
除要有神的話蒙呼召、奉差遣並被靈充滿外，就
是要聽神的話，而祂的話就在祂手所賜的書卷

舊約的一處經文是在以西結書第三章一至三
節。這段話是接在二章，神向以西結說話，靈進
入他裏面，使他站起來（結二 2）
，並要以色列人
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申言者」（二 5），就是以
西結。神又要以西結聽祂的話，開口喫祂所賜
的，就是神手中的書卷（二 8，9）。然後神就對
以西結說，「人子啊，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
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三 1）綜合以上
幾節，可看出「喫書卷」是成為神重用的申言者

中。書卷是指神寫下來的話，照二章十節看，它
還必定是指神即時相關的話，所以是「哀號、嘆
息、災禍。」全是神當時對以色列人的咒詛或懲
治。不過最奇特的是，這裏的動詞用「喫」，不
用「聽」、「讀」或「看」。當然這是因為書卷和
一般書不同，接受它不只用耳聽，用眼看，用心
讀，更要用靈接受、吸收。猶如喫東西，不只用
口嚼爛吞下，更要在腸胃中消化、吸收。
「喫」是指生機地接受，包括用靈相信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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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心默想消化，再進而用魂–心思、情感、意

的。五章一節裏，坐寶座的右手中的「書卷」必

志吸收並儲存它，因為照馬太二十五章四節的
「器皿」
，指人的魂（詳見太二五 4 註 1）是用來
盛裝、儲存那靈，就是神雷瑪（即時）的話（約
六 63）
。歌羅西書三章十六節也說，
「讓基督婁格
斯（常時）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我
們裏面當然指我們裏面的靈和魂，而魂更是保存
主話、吸收主話的最好器官。總而言之，喫書卷
啟示，我們全部內裏部分包括我們的靈與魂，在
接受神話的事上，都要向神敞開，盡其功用，讓
神的話在我們裏面通行無阻，經過消化吸收，神

定是神為了救贖召會、以色列人、世界和宇宙，
用羔羊的血所立的新約，就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所
有權狀。本書記載了神對召會、以色列人、世界
和宇宙的意念。然而這書卷是用七印封嚴的，宇
宙中沒有人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只有猶大
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就是基督，祂已得勝，
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它的七印。到了十章一、
二節，天使手裏拿著展開的小書卷，也必定就是
五章中的書卷，不過己被得勝的基督逐印揭開而
展開了。而小書卷是指原書卷的一部分，和約翰

的話就成為我們的構成，而我們也才能成為神的
彰顯。
接下去以西結開口喫了那書卷，口中覺得其甜
如蜜。然後神就對他說，「人子啊，你往以色列

說豫言當時相關的部分，這也符合以西結的情
形。另外，約翰喫了書卷後的經歷比以西結多
些，不僅口中甜如蜜，還有肚子覺得發苦（十
10），正如天使告訴他的（十 9）。這含示聖經中

家去，對他們講說我的話。」有了內住（吃進人
裏面）神的話，進入口裏，嚐到甜如蜜的滋味，
才能對人講說神的話，就是申言。
新約末卷書啟示錄十章八至十節也有一段和
上述「喫書卷」相似的記載，不過主角換成使徒
約翰。兩事件相隔近七百年，目的似乎未變，這

神的話，當我們初初接受時，在我們口中覺得甘
甜；然而經過消化，進入我們肚腹，表徵內裏的
經歷時，卻變成苦的。因為在經歷中，有否認己、
喪失魂（太十六 24，25），更有服事上的苦難與
患難（如腓一 29，三 10），特別在補滿基督患難
的缺欠上（西一 24），這些都是苦的。這是只有

裏也是為使約翰再說豫言（啟十 11）。不過有兩
新約的申言者才有的內裏經歷，以西結是經歷不
點應強調，一是這裏的書卷有一段來歷（啟五～
到的，然而對新約為主說話的申言者卻是必需且
九），表徵新約與基督的關係，這是舊約所沒有
有益的。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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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奇妙的工作

主的工作很奇妙，我的弟兄受

弟兄姊妹就下湖口，到我們在湖

浸十年，一直盼望兩個孩子也能

口的家相調，當晚夜宿在我們

一起受浸，但孩子很排斥，講到

家，隔天與湖口的弟兄姊妹主日

關於主及召會時也會有不好看的

相調。在要來之前的準備工作和

臉色。直到兒子去當兵，主在他

一切的服事，家裏的成員全部盡

身上有奇妙的帶領。有一天我用

功用，不用像平常需要督促。我

試探的口氣問兒子是不是也一起

們相調得很甜美，主日晚上兒子

去主日啊？他那時還在睡夢中，竟然回答「好!」

收假回軍營之後，傳了簡訊說，謝謝我幫他安排

我聽了眼淚差點流下來，他竟然答應了!就這樣連

了一個這麼好的假日生活。主啊!我家是祢揀選出

著幾個禮拜都跟我去主日，終於在一月一日零晨

來的，我願把家奉獻給祢，謝謝祢賜給我一個這

零點二十三分，在三重會所受浸了。

麼美滿的家。

我們在三重的跨年相調之後，長庚一區十幾位

(湖口 徐陳雪真)

召會生活蒙恩見證

傳講又真又活的基督

台南佳里林朝欽弟兄是在二
○一○年十一月受浸歸入主
名。林弟兄能夠得救，主要是
因為在湖口工作的女兒林敏芳
姊妹的緣故。當時敏芳其實也
不過是剛得救一個月的小羊，
但是在得知父親生病的消息
後，為著愛父親，即返回台南
老家親自照顧。並與台南佳里的王弟兄、湖口的
弟兄姊妹及板橋的潘弟兄交通有關父親的病情
以及對福音的需要。
印象中初次拜訪時，林老弟兄因病的關係，只
靜靜的聽弟兄們的傳講。但是感謝主！林弟兄在
佳里召會王弟兄其後的殷勤看望與照顧中，自己
決定接受主而受浸。感謝主！主不僅得著他，並
親自餧養供應他一切所需，使復活的生命在他裏
面成長。

過去半年來，林弟兄因病情危急
共三次進出安寧病房，而次次竟然
都奇蹟式的脫離險境，返家休養。
當我們在四月二十六日再度前往看
望他時，他喜樂的與我們唱詩並分
享他藉著主出死入生的經歷。他甚
至已經在醫院開始向看護與病友傳
講這位又真又活的耶穌。阿利路亞！基督得勝！
我們不懼怕、不讓步，雖然前途兇險晦暗，但
主耶穌必為林弟兄開路。為了讓林弟兄能夠多多
休息，眾人都同心合意的為林弟兄的健康與家人
代禱，求主加添林弟兄在地享受主的年日，親自
來醫治他，給他一個健康的身體，使他在地的每
一天少疼痛，多喜樂與平安，贖回光陰，作耶穌
基督的見證人。盼望弟兄姊妹們都能在身體裏為
林 朝 欽弟 兄及 敏芳 姊妹 和 他們 的家 人多 有代

禱 。榮耀歸給主！
（湖口 Onesimus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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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主話經歷醫治與安慰

我得救後曾經因為忙於工作而失去召會生
活，並且得了憂鬱症。直到小兒子得了沙門氏
菌，全身抽搐，全家都非常驚怕，將他送到馬
偕醫院，那時院牧士向我們傳福音，使我恢復
對主的信心，同時主也醫治了我孩子。
我因久不聚會不好意思再回召會，但裏頭又
渴慕召會生活。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有一
個晚上關西召會弟兄姊妹來我家看望，從此我
的家就向弟兄姊妹打開。我深怕自己再跌倒，
主就為我預備竹東召會的姊妹一同晨興了一個
月，時間一到，不談別的，就呼求主名、禱讀
主話。而現在與關西的姊妹們也有了晨興，分
兩個時段，我的工作是作三天休一天，有上班
時就五點半和姊妹晨興，沒上班時就六點四十
五分和姊妹們四個人一起電話晨興，因著主話
的供應及同伴的扶持，我不再憂鬱，不再緊張，
憂鬱症的藥不再吃了。我因為工作關係，常常
都不能參加主日聚會，又有三個孩子而且和婆

婆同住，但感謝主，釋放我，使我每週都能參
加禱告聚會、小排聚會、讀經小組、八人申言
訓練及配搭事奉、看望。
甜美喜樂歡暢的召會生活吸引我們全家，弟
兄也恢復正常聚會，雖然弟兄因視網膜剝離，
一隻眼睛失明另一隻眼睛還需開刀，我仍找機
會和他晨興，小孩也有晨興，每週我家都有家
聚會，感謝主，主是我家的中心及一切，是祂
使我們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
我們再也不離開召會生活了。(關西 黃林秀鳳)
︽︽︽︽︽︽︽︽︽︽︽︽︽︽︽︽︽︽︽︽
關西召會姊妹們的讀經小組，已經有兩年多
了，她們陪一位八十幾歲的羅姊妹讀經，姊妹
很感激她們，這樣她就不用到處跑(羅弟兄中
風)。聖經裏的每一句話對她都非常寶貴，現在
她只求每天與主同在，只有主能安慰她。
(新埔 邱卓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