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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結晶讀經鳥瞰（一）期
照著結晶讀經的原則，就是照著聖經中關於神
經綸的要點和內在素質，詩篇結晶讀經〈一〉主
要含括頭二卷詩篇，在一至七十二篇的詩篇中，
挑出了二、八、十六、二十二、二十三、四十五、
與殿和城有關的重要經文、五十一、六十八、六
十九同四十一、以及七十二等詩篇，按順序成了
這次結晶讀經的十二篇信息的經文依據。本次刊
頭主要概覽頭七篇。
第一篇很重要的讓我們看見詩篇的中心思想。長
達一百五十篇、由許多不同的詩人、在不同背
景、時間和經歷中所寫出的詩，卻有同一個中
心，就是基督，其中心思想乃是明言所啟示的基
督，以及由聖殿和耶路撒冷城所豫表的召會，就
是神的家和為著神國之神的城。因此，詩篇按美
妙的順序包含了四個主要項目：基督、殿、城和
地。其關聯乃是基督要擴大為神的殿和神的城，
好使祂能恢復並據有地，在全地掌權。
第二篇正好是從詩篇第二篇來看關於在神經
綸中之基督的啟示。正當萬民在吼鬧，世上的君
王一起商議，要抵擋耶和華並衪的受膏者時，神
自己進來宣告祂已經將祂的受膏者立在錫安祂
的聖山了。詩篇二篇的靈乃是高舉基督，用衪的
說話、衪的宣告和衪的宣揚，來說到基督是衪經
綸的中心。
藉著第三篇我們看見詩篇笫八篇乃是啟示基
督的尊大。「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尊大，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1〉其內
在的啟示乃是要叫我們看見基督作為人〈神使衪
比天使微小一點〉，成就了神原初的定旨和計
畫，就是要人有祂的形像彰顯祂，並有衪的管制
權代表祂。
基督作為完成神定旨的人，第四篇幫助我們看

見詩篇十六篇所啟示的神人，只有祂能滿足神的
心願並成就衪的喜悅。衪的為人生活乃是完全的
信靠神〈投奔於神〉以神為衪唯一的分。所以甚
至當衪經過死時，也是「心快樂，…榮耀〈或作
靈〉歡騰；…肉身也安然居住。」
〈9〉甚至在衪
的升天裏能享受神右手中永遠的福樂。〈11 下〉
第五篇陳明在詩篇二十二篇中之基督的兩個
主要啟示：衪在救贖的死裏與祂在產生召會的復
活裏。接著詩篇十六篇主要啟示衪的神人生活之
後，在二十二篇一開始就說：
「我的神，我的神，
你為什麼棄絕我，」
〈1 上〉讓我們看見一～二十
一節是揭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之死詳細的
圖畫。而二十二節：「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
名；在會中我要讚美你。」直到末了，向我們啟
示基督那為著產生召會的復活。如今衪作為神的
長子，乃是藉著在我們向父的讚美中來向父讚
美。
在衪的復活裏，接著第六篇就啟示在詩篇第二
十三篇中那是靈之基督的生機牧養，照顧我們內
裏的所是。衪在我們身上的牧養共有五個階段：
起初的階段，是享受基督作青草地，並那靈作可
安歇的水；第二階段是在義路上得復興和變化；
第三階段是行過死蔭的幽谷時，經歷復活、是靈
的基督；第四階段是在與敵人爭戰上，更深、更
高的享受復活的基督；第五階段是在耶和華殿中
一生享受神聖的恩惠和慈愛。在二十二篇基督曾
是救贖者和使人重生者，在二十三篇基督現今是
牧者，在二十四篇基督將是王。
基督既是王，第七篇就藉著詩篇第四十五篇向
我們揭示對基督作王的讚美。這樣的讚美開啟基
督豐滿職事的三個時期，包含了整本新約和整個
新約時期，直到永世的新耶路撒冷。首先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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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基督在祂自己裏面的美麗，如四福音所揭示
藉著這次結晶讀經的訓練，願主能拔高我們對
的〈在祂成肉體的時期）；基督在召會，就是祂
詩篇的看見和經歷，從善惡知識樹的線轉到生命
的妻子裏的美麗，如書信所啟示的〈在衪總括的
樹的線，從為著個人而讀詩篇往前到為著神的家
時期）；以及基督在衪所有子孫，就是在作眾首
和神的國來讀詩篇，從個人享受基督加強到在神
領之得勝者裏的美麗，如在啟示錄所看見的（在
的家中與眾聖徒同享基督，好成就神永遠的經
衪加強的時期〉。
綸。
（盧正五）
︽︽︽︽︽︽︽︽︽︽︽︽︽︽︽︽︽︽︽︽︽︽︽︽︽︽︽︽︽︽︽︽︽︽︽︽︽︽︽︽︽︽︽

清華大學學生中心購置報導
新竹市召會一向看重大專工作。從之前弟兄們
我們，但祂卻為召會預備了更好的地方！就在清
見證：「新竹市召會的第一筆錢就是給大學工作
大正門天橋附近一棟七層樓的電梯大樓，其中的
用」及「人人心中有校園」的實行，具體的道出
第四層公寓(小雅十元店的四樓)，主在六、七年
了召會與聖徒們對大專工作的重視程度。也因著
前就藉著一位親愛的弟兄預備在那裏，等到現在
這樣的看重，多年來得著了許多在大專校園裏的
才顯明給我們。經過負責弟兄們交通尋求後，決
青年學子，成為召會服事的中幹。以清華大學為
議購置為新的清大學生中心。該處所目標明顯，
例，新竹市召會有許多的服事者是在就讀大學
位於光復路上，且是學生人潮聚集之處，非常適
（或研究所）時被主得著並受召會成全，其中包
合傳福音接觸人。此屋權狀登記 34 坪，室內有
含了多位負責弟兄與大組負責弟兄。
21.6 坪，能容納 100 人聚會，不但可滿足近期內
回顧過去一年，主相當祝福清大的開展。由於
學生弟兄姊妹多面的需要，亦可暫時作為新五大
聖徒們同心合意的配搭與新人成全的實行，清華
組集中禱告、讀經、相調的據點。
學生主日聚會平均人數增加了十多位，目前穩定
經過負責弟兄們一同看過，並同心尋求禱告
約有五十位。相信主必持續祝福我們，但要承接
後，已於上週簽約買下，房價與後續裝修約需新
更大的祝福，我們需要有更大的器皿。已過清華
台幣七百萬元，同時交付第一筆款六十二萬元。
學生聖徒的相調、用餐，有時借用學校場地或使
該學生中心預定於八月底前裝修完成、使用。當
用校內聖徒的家，總是覺得諸多不便且容量有
主興起聖靈大風時，需要我們揚帆與主配合。請
限；若是用現有位於綠水路的清華學生中心，則
眾聖徒在禱告上記念新竹大專校園的工作，求主
又有距離遠的問題。因此，實在需要有一個距離
得著更多的青年人，也在財物奉獻上，照著主所
清大近且容量夠大的場地，好讓清華的在學弟兄
賜的昌盛擺上，使我們能藉著不義的錢財結交朋
姊妹有相調、傳福音、RSG 的地方，就如台大、
友，好得著永遠的價值。
成大、交大等多所大學的學生中心一樣。
（清大學生中心購置小組）
雖然主沒有把光復文化廣場二樓的房子賜給
︽︽︽︽︽︽︽︽︽︽︽︽︽︽︽︽︽︽︽︽︽︽︽︽︽︽︽︽︽︽︽︽︽︽︽︽︽︽︽︽︽︽︽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靈的操練與神的建造
第九篇 禱告調靈流出聖靈的活水、第十篇 靈裏禱告與脫離形式規條
第九篇先幫助我們對於神的靈如何臨到人有
認識。聖經中說到神的靈臨到人，在新約，甚至
在舊約都能看見有兩面的講究。一面是說聖靈在
我們裏面，就像活水的泉源流出來，一面聖靈也
在我們外面澆灌我們，如同雨水。
（詩八十四 6、
約四 14、七 38、徒二 16～18。）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我們該看重的呢？關於聖
靈澆灌在人身上，在新、舊約裏都有；但說到聖

靈進到人裏面作泉源，從人裏面湧出為江河，在
舊約只有表號和豫言，到了新約才有其實際的經
歷。而到了聖經末了的啟示錄，啟示出在永世裏
的新耶路撒冷城中，我們只能看見一道生命水的
河，從寶座流出來（啟二二 1，）卻沒有再題到
雨水。這就說出神臨到人的重點，乃是要親自進
到人裏面成為泉源，流出活水的江河。在神正常
的作法裏，進到人裏面作人經常的供應，遠比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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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外面作人一時的能力來得重要。在我們這一
造，乃是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常常進到至聖所裏
面的經歷也該是如此，我們今天若享受神在我們
禱告。此外，在彼得前書裏，說到我們同被建造，
裏面作生命的活水，其實就不太需要神如外面雨
成為屬靈的殿的時候，一面說我們是活石，一面
水的澆灌了。因為雨水的降臨只是一時的滋潤，
又說我們是君尊的祭司體系。（彼前二 5，9）這
不如泉源的供應來得長遠、可靠。若是我們裏面
給我們看見，我們若要同被建造，就必須是一塊
這股泉源，在那裏日夜不停的湧流，就足以應付
活石，也必須是一個供職的祭司。也就是說，我
我們一切的需要。
們要成為活石，就必須是供職的祭司，就是常回
從神建造的角度來看，我們更是該寶貝神乃是
到靈裏，操練靈，運用靈，受靈支配，活在靈的
流出祂自己成為一道生命水的河臨到我們。因為
管制之下，而每當我們回到靈裏，我們就是來到
當聖靈如活水流進到我們裏面時，就把基督帶到
基督這寶貴的活石跟前，就使我們能實際的成為
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糧食，作我們生命的供應，
活石，而同被建造。
而成為我們的構成。所以，歷代凡是讓神這樣流
信息中說到，一個人不管他的個性多好，為人
過的人，末了就變成金子、珍珠和寶石這些建造
多溫柔，多和平，多與人合得來，他在召會中還
的材料，而有份於新耶路撒冷城的建造。
是沒有辦法被建造。因為召會實際建造惟一的
很蒙信息的光照，這生命水河的啟示在我們當
路，就是眾人都要學習活在靈裏。就像用水泥砌
中是再清楚不過的，然而，今天的難處就在於我
石頭造房子，必須用水調和一樣。不管石頭多
們可能喜歡聚會，喜歡聽道，喜歡服事，卻不習
好，多完整，多平滑，若是沒有水和水泥調和，
慣用靈，不喜歡操練靈，使得我們裏頭的泉源似
總沒有辦法和別的石頭聯在一起。照樣，弟兄姊
乎不夠敞開，也不是那麼地湧流。求主開我們的
妹在一起，若要彼此配搭得合式，聯絡得堅固，
眼睛，讓我們對這幅生命水河的圖畫有清楚的看
就必須活在靈裏。
見，好叫我們真是翻轉我們的天然觀念和習慣，
召會生活總是忙碌的，有許多的聚會，服事和
在今後的召會生活中只看重一件事，就是調靈禱
行動。然而若在本篇的光中來看，我們一切的生
告。不僅個人如此，當眾人來在一起，都該竭力
活行動，都該是為了使召會得著建造。這使我很
運用靈，操練靈，使靈得釋放，叫眾人的靈得著
受提醒，或許我常因許多的服事和各樣的行動而
挑旺，一同在靈裏禱告，就是一同挖井，好叫我
忙碌，以為這就使召會得了建造，卻可能不常有
們裏頭的泉源真是被挖通，聖靈的活水真是得以
深的感覺，若要事奉有真實的果效，要使召會得
湧流，使我們都有份召會真實的建造。
著建造，實在需要的，是帶領弟兄姊妹看重禱告
第十篇則更清楚的點出召會真實的建造，完全
操練靈，好叫眾人在靈裏相調為一，而能聯絡結
是靈裏的故事。從使徒行傳的記載裏，處處可以
合在一起。我們必須看見，今天沒有一件事，比
看見當初的召會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無論何
這一個再迫切、再需要了。我們若是不能把這件
時何地，只要眾人來在一起，就是在靈裏禱告事
事操練得練達，叫我們的靈釋放出來，神就絕無
奉主。這說出召會的建造，並不是外面實行方法
辦法得著一條亨通的道路，來建造祂的召會。
的改變或調整。真正叫召會能在主的靈裏同被建
( 江文山 )
︽︽︽︽︽︽︽︽︽︽︽︽︽︽︽︽︽︽︽︽︽︽︽︽︽︽︽︽︽︽︽︽︽︽︽︽︽︽︽︽︽︽︽

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6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一般奉獻

福音車
購置

苗栗相調
中心購地

海外開展

印度訓練
中心蓋造

專案：學生夏
訓累計收支

本月收入

1,790,814

0

10,000

138,000

0

1,121,100

本月支出

2,124,090

780,000

10,000

98,000

240,000

1,015,000

本月結存

-333,276

詳說明

0

40,000

詳說明

106,100

項

目

說明:（1）本月購置福音車全新及中古各一輛共 780,000 元,由一般奉獻餘絀支付。
（2）99 年度為印度訓練中心蓋造奉獻不足缺口共 240,000 元,由一般奉獻餘絀支付。

【禱告事項】
一、二○一一年下半年各項目標：請各大組禱告尋求
各項目標（晨興、主日、禱告、排生活）
，於 8/1
前 e-mail 至執事室。
二、請為「詩篇結晶讀經」現場訓練和錄影訓練代禱：
求主賜我們饑渴慕義的靈，享受那靈向眾召會所
說的話而得飽足。
三、新增五大組福音扣訪：請為八月全召會兩週福音
扣訪代禱，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
稼。
四、印度學員開展：5/17～7/22 為期十週，請為著清
大、交大外籍生能興起正常的英文聚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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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少年暑假生活及得勝生活
成全訓練蒙恩代禱。
七、兒童代禱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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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請為病痛聖徒代禱：305 區馬呂月妹姊妹(乳癌轉
移受控制代禱)；鳳山召會柯順清弟兄女兒柯菲
比手術已完成，但仍須繼續化療，願主加強其體
力及免疫力完成化療；208 區胡開泰弟兄母親吳
台容姊妹(為肺腺癌受抑制並縮小代禱)；201 區
鄧新國弟兄（為中風後復健順利代禱）。

────────────────── 【報告事項】 ──────────────────
一、夏季現場暨錄影訓練：現場訓練－7/22（五）～
7/24（日）；錄影訓練－白天班：7/25～7/30、夜
間班：7/25～8/6（週二及主日除外），以上訓練
皆在仁愛會所舉行。報名奉獻款 600 元，報名截
止日期：7/18。（詳閱通啟）
二、各大組集中主日聚會暨夏季現場訓練：7/24（日）
上午於各大組各會所集中主日並進入夏季現場
訓練第九、十篇，下午 16：00～18：00 於仁愛
會所進入十一～十二篇。
三、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7/26（二）18：30～19：
30 於仁愛會所禁食禱告，19：30 全召會禱告及
負擔交通。
四、7/29～31 暑期親子健康生活園行前須知：1、
登記搭車者名單及路線圖，請上新竹市召會網站
報告事項中瀏覽。A 車車長黃漢祥 0921071551，
14:00 竹大→14:10 親水→14:20 光復→14:30 清大
→14:35 大學路口。
B 車車長劉千田 0922248969，14:00 清大→14:10
世界工商。2、自行開車前往者，請於 16:00 抵達
『石門山勞工育樂中心』辦理報到。3、請根據
行前通知所附清單，確認各樣攜帶物品（特別是
名牌套、手冊）。
五、全台眾召會第二梯次基礎造就聚會：8/13（六）
～8/14（日）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班別更正為
（A 生命的認識、B 基督徒生活系列、C 召會歷
史）每班 300 人（額滿為止）
，費用每人 700 元。
（詳閱通啟）
六、清華大學學生中心購置：購置並裝修約需七百萬
元（詳見報導 2）
，請聖徒們為此購置及裝修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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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財物奉獻。(截至 7/10 累計奉獻款 135,000
元，尚缺 6,865,000 元)
七、印度急切需要之奉獻：為著印度開展英文新約聖
經恢復本及同工之需要，約需新台幣五十萬元。
截至 7/10 累計奉獻款 562,543（含美金），支出
523,771 元。感謝主！已達成奉獻目標。
八、竹南購地奉獻：為著基督身體財務的交通，新竹
市召會已先墊付奉獻款 30 萬元，請聖徒們在禱
告中記念並有財務擺上，奉獻款請註明「竹南購
地奉獻」。截至 7/10 累計奉獻款 49,500 元。
九、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追求進度：。7 月追求進度（一、第三章、
二、第四章）。
十、書房報告：
1、詩篇生命讀經優惠：為配合夏季錄影訓練原
每套定價 550 元，特價每套 380 元，優惠截
止日：7/31。
2、新竹市召會金燈臺見證集（三）：本見證集
內容選自新竹市召會週訊 2003～2010 各環蒙
恩見證，可供聖徒收藏或傳福音之用，每本
售價 300 元。
3、新版福音邀請卡：每張售價 1 元。
十一、晨興追求材料：「聖經的要素」追求進度： 7/18
～7/23 追求第六週。7/25 開始追求「詩篇結晶讀
經」。
十二、三大組尹炳業弟兄與謝苗琳姊妹結婚聚會：謹
訂 7/23（六）13：00 於新光會所舉行，歡迎聖徒
踴躍前往扶持。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2011 年 07 月 04 日 至 2011 年 07 月 10 日

一
大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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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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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組

總
計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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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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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湖
口

寶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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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芎
林

新
豐

新
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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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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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95
106
213
189
10
40

259
77
198
142
8
62

316
101
216
166
15
95

252
66
155
149
7
38

1122
350
815
646
40
235

81
23
28
46
－
－

149
18
44
42
－
－

96
23
186
54
2
30

121
26
169
56
5
40

51
11
54
22
1
7

48
16
40
31
1
11

16
9
11
9
1
8

50
11
50
25
2
11

28
10
28
20
1
4

14
4
26
11
2
14

23
7
28
16
2
21

447
117
592
244
17
146

【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7/17(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7/18(一)

19:30負責弟兄交通
大組讀經追求
聚會
7/24(日)
7/25(一)
6：45 集中晨興成全 夏季錄影訓練白天
暫停一次
及夜間班
各大組集中主日暨 19:30負責弟兄召聚
新竹現場訓練3
專項交通聚會

7/19(二)

7/20(三)

禱告事奉聚會
7/26(二)
夏季錄影訓練白天
班
全召會集中禱告事
奉聚會

排聚集
7/27(三)
夏季錄影訓練白天
及夜間班
排聚集

7/21(四)
7/22(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新竹現場訓練1
排聚集
7/28(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夏季錄影訓練白天
及夜間班
排聚集

排聚集
7/29(五)
夏季錄影訓練白天
及夜間班
親子健康生活園1
排聚集

7/23(六)
大組核心交通
新竹現場訓練2
7/30(六)
大組核心交通
夏季錄影訓練白天
及夜間班
親子健康生活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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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心得

奉獻內在且生機的意義

論到奉獻，在舊約題到我們該將當納的十分之
一奉獻給主（瑪三 8～10）
；到了新約，主卻要求
我們將財寶積蓄在天上（太六 19～21）。然而，
我們對於「奉獻」的感覺，常常停留在物質的層
次。聖徒有需要，召會有需要，主的工作有需要，
我就將我所有的在主面前考量考量，在主面前禱

給神的祭物，使神喜悅。腓立比聖徒在生活中顧

告禱告。於是考量出個數字，禱告出一個數字，
因著我有一點的學習，一點的順服，一點的顧到
主和祂的身體，我把這個數字的財物投進奉獻箱
以應付主當前的需要。我不敢說這不對，這當然
是對的，但這樣對「奉獻」的領悟卻十分不足。

神卻要使我們在所需用的事上充足，神不給我們

在腓立比書四章十至十九節，保羅論到財物的

命的需用。也許是一個屬靈的關口，一個屬靈的

奉獻是生機且內在的。十節說，『我在主裏大大

難處，因著一次物質上財物的奉獻，那個關口，

的喜樂，因為你們對我的思念，如今終於重新發

那個難處也就跟著突破了。好像給出去的是財

生』，這裏的重新發生原文意萌芽、開花，含示

物，神卻在各面使我們所需用的事充足。在十九

腓立比的聖徒對使徒的思念，乃是出於生命；十

節中，有三個形容詞說到『使…充足』，第一，

五節題到這個奉獻是一個交通，交通是出於生命

在榮耀中。榮耀是神的彰顯，就是在榮美裏彰顯

（約壹一 1～3），同時也是一本屬天的帳，這帳

出來的神。神給信徒，祂兒女的豐富供應，彰顯

到了十七節產生果子的增多，果子增多同樣是出

神並帶著神的榮耀。使徒向腓立比人保證，神會

於生命。我們總認為財物是物質的供應，但保羅

豐足的供應他們一切所需用的，以致把他們帶進

卻說這樣的供應出於生命，帶進生命的交通，並

祂的榮耀裏。第二，照著祂的豐富。這真是不得

得著生命的繁增。人總是想，我將這筆錢奉獻出

了的一件事，有時我們總覺得我們的需用很大，

去顧到聖徒物質上的需要。保羅卻說，這供應是

這次絕對無法應付，但我們的需用如何能與神的

生命的事，不僅在物質上供應了我，同時也在生

豐富相比呢？這不是銀行家的豐富，也不是總統

命上有交通，進而產生生命的果效。這是何等大

的豐富，乃是「神的」豐富，是保羅所說那「追

的一件事，好像我們給出去的是物質的，我們所

測不盡」的豐富（弗三 8）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

作的是在物質的範圍裏，我們是在物質上顧到人

是照着祂的豐富顧到我們所需用的。當我們享受

的需要，顧到基督身體的需要，但出發點卻是生

祂的豐富，就能成為祂的豐滿將祂彰顯出來，這

命，過程滿了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供應、生命的

也就是榮耀。第三，在基督裏。在…裏，含示生

流通，結果更是充滿了生命果實的繁增。

機的聯結，神一切的祝福和供應都以基督為根

到保羅的需要，然而，保羅卻說這是獻給神的，
是使神滿足並喜悅的，我的神必會報答你們。
十九節說到神對奉獻之人的回報。神必使奉獻
的人在一切所需用的事上充足，神未應許我們亨
通，也未應許我們大發利市成為富有的。但是，
的貪婪有機會，但只要我們有需用的事，神必使
我們所需用的事上充足。祂知道我們所需用的，
祂顧到我們的需用，祂知道我們肉身上的需用，
祂也知道我們魂的需用，祂甚至知道我們屬靈生

接著十八節說『你們的餽送，如同馨香之氣，

基、元素、範圍和管道，同時神也是在這生機的

可收納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就著保羅而言，

聯結中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使我們一切需用的

聖徒的餽送是授受賬上的一筆，為他們產生許多

事上都充足。

的果子；就著神而言，餽送卻是馨香之氣，是獻

讚美神！悅納我們在祂面前一點的擺上，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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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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帶進生命的交通中，使我們有分眾聖徒並父神

祂是偉大的供應者，在豐盛生命的交通中供應我

與祂兒子耶穌基督的交通。我們不致缺乏！因為

們。

（劉家豪）

︽︽︽︽︽︽︽︽︽︽︽︽︽︽︽︽︽︽︽︽︽︽︽︽︽︽︽︽︽︽︽︽︽︽︽︽︽︽︽︽︽︽︽

舊約讀經心得

枯骨與申言

以西結書三十六章末了兩節，「主耶和華如此
說，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數，多如羊群；他們
必為這事向我求問，我要給他們成就。聖別作祭
物的羊群怎樣多，耶路撒冷在所定的節期羊群怎
樣多，照樣，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滿；他們就
知道我是耶和華。」神要如何成就？就啟示在三
十七章，是非常特別且重要的一章，神用枯乾骸

神的靈如何進入祂的百姓裏面，為要點活他們，
使他們能成為團體的身體，形成軍隊﹝註：無論
神救贖人（出六 26）或恢復人（結卅七 10），都
使人成為衪（團體的）軍隊﹞，並建造成為神的
居所。枯乾骸骨的異象表明，在神進來更新並重
生我們以前，我們不僅是罪惡並污穢的（卅六
25），也是死的，埋在各種罪惡、世俗、宗教事

骨和兩根木杖的異象，表明祂子民的重生與更
新。其中特別是前半關於骸骨的一段，很容易引
起好奇而忽視其內在意義，更忽略「申言」在其

物的「墳墓」裏（12～13）
。我們像枯死的骸骨，
脫節離散，沒有合一（註：生命的一）。但主乃
是死人的救主（約五 25，弗二 1～8）。

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和它在新約中的屬靈含意
及應用，下面將稍加分享與應用。
骸骨這字原文第一次使用是在創世記二章二
十三節，當神領那位從亞當肋骨建造的女人到他
跟前，他說，「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其中
骨與骸骨同字，不過與前節的肋骨並不相同。肋

在本段中有二組字很有意思，應稍加留意和辨
別。首先，是三個字「靈」
（1）
、
「氣息」
（5，6，
9，10）和「風」
（9），其實其原文都是同一個字
「如阿克」
（ruach）
，只是就屬靈的經歷說，當神
吹在我們身上時，祂的氣息就是風；當我們呼吸
這風時，那就是氣息；當氣息進到我們裏面時，

骨這字按蘇美語有「生命」的意思，如同夏娃一
字也有相同的意思（詳見” 舊約聖經背景註
釋” ）
，只是肋骨全舊約只用在創世記二章唯一
的一處；而骸骨這字也有「形體」的意思，似乎
含示它有外在的形體，卻缺少內在的實際。所以
在舊約中多處用骸骨作「生命」的豫表（如創五
十 25，出十二 46 等）
，猶如人是神的豫表，尚無
實際一樣。而以西結這裏的骸骨也同樣，表徵以
色列全家（結卅七 11），還暗示他們的生命是極
其枯乾的（2）
，全然沒有生命的實際。當初亞當

那就是靈。當以西結申言時，神就吹風，百姓接
受氣息，這氣息在他們裏面就成為靈，表徵新約
「賜生命的靈」
（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6）
。另外
還有兩個字：「說」和「申言」，似乎都是說話，
但原文卻不同字，前者就是一般的說，而後者則
專指人替神說話，或豫言。只是在本段中以西結
的申言，不是豫言，而是為神說出或宣告一些
事，並且一經以西結照神吩咐申言，就即刻應
驗，如七節和十節所述。不過這確實突顯以西結
的申言的特殊性，神不自己直接說話，祂的話必

對夏娃說，「骨中的骨」含示（人的）生命中有
（神的）生命；而這裏「枯乾的骸骨」指（人的）
生命中沒有或失去了（神的）生命，所以就失掉
建造（創二 22）的功能，必須生命的恢復。
以西結書卅四章描繪神對祂百姓外在一面的
恢復，是藉著祂來作他們的牧人，尋找祂失迷的
羊，帶他們歸回本地；卅六章說到神藉生命內在
一面的恢復，是藉著賜給祂的百姓一個新心和一
個新靈，又將祂的靈放在他們裏面。卅七章啟示

須透過以西結的申言才行。這在四節、五節和九
節最為明顯。原因無他，枯骨死透了，也極污穢、
不潔，無法直接聽見活神的說話，只能聽見申言
者–人的申言，所以神必須借重人向枯骨即死人
（指對生命失去感覺、對神話失去聽力的人）申
言。因此申言者的申言在神生命的工作和經綸裏
有其必要性和特別的地位。這原則也適用於新
約，難怪保羅那麼強調申言。（林前十四 1，39）
按這段經文的啟示，對枯骨申言有幾個要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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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首先，必須照神的話說，就是神說什麼，

至作得勝者。

就申言什麼。以西結完全沒有加上自己的話，也
沒有刪減神的話。其次，人申言，必定有靈（或
氣息）的配合，如主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
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所以神叫
以西結說完要枯乾的骸骨要聽神的話後，接著就
說，我必使氣息即靈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
了。（結卅七 4，5）第三、氣息或靈進入枯骨裏
之先，必須按序成就三件生命的事：加上筋；長
肉；用皮遮蔽。
（6）這三件事使骸骨間有生機的
聯絡，只是裏面還沒有氣息（8）
。第四、可能也

本段和本章接下去關於兩根木杖接連為一的
啟示表明，身體、召會、和神的家要有真正的一，
惟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
。氣息進到死人裏面，
成為他們的生命，死人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
為極大的軍隊。枯骨以及十六、十七節的兩根枯
杖能成為一，不是藉著恩賜或教訓，乃是藉著生
命。枯骨和枯杖被點活並成為一，這一乃是生命
分賜與在一個生命裏長大的自然結果。（參約十
七 2，11，17，21～23，弗四 11～16）不過這恢
復，無論外在美地和內在生命的恢復，其目的和

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氣息進入骸骨。不過在此之
先，神吩咐以西結即申言者要先向風申言。這是
關鍵的一步，神要以西結向風說，「耶和華如此
說，氣息啊，要從四方（直譯風，同靈字）而來，

結果都是為「建造」–神住人裏，人住神內（約
十四 20，23），就是本章末了所啟示的，神在以
色列中間設立自己的聖所。「他們必住在我賜給
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他

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9）以
西結便遵命申言，氣息（比對 14，證明氣息進入
人裏就是「靈」
。
「那靈卻叫人活」
，林後三 6）就
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
的軍隊。（10）這段經文隱喻，要走生命的路、
作生命的工，申言者必須要會用靈，懂得吩咐

們和他們的子孫，並子孫的子孫，都必住在那
裏，直到永遠。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首領，
直到永遠。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與
他們所立的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
他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
直到永遠。我的帳幕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

靈，就如保羅說的，「申言者的靈，是服從申言
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
者的。」（林前十四 32）唯有當賜生命的靈進入
中間直到永遠，列國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別
被（罪或撒但）殺的人裏面，人才能活過來（有
為聖的耶和華。」（結卅七 25～28）至於神聖建
生命）
，不只如此，還要站起來（剛強站立）
，更
造的細節就記載在後文四十至四十八章中。
成為極大的軍隊（這含示生命的目的不只使人
（董傳義）
活，即生存到永遠，更要為神的權益爭戰），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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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追求蒙恩分享

真理必叫我們得以自由

參加聖徒追求班之後，我的舊約恢復本聖經筆
記內容變得越來越豐富，每次上完課，回家第一

新的啟示，因此每一次上課都得聚精會神的勤做
筆記，不然漏掉的都好可惜。

件事就是趕快吃完午餐，然後坐在書桌前，開心

這次追求的內容涵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

的把鉛筆盒裏各種顏色的筆倒出來，用顏色做分

斯帖記及約伯記.其中在約伯記中我很摸著弟兄

別，把上課的筆記一一註記到聖經上。因著釋放

們所交通到有關"亨通"的點。在約伯記二十一章

信息的弟兄們所蒙的光照，我也跟著沾了不少

7-16 節有提到"惡人的亨通"第一是享大壽數，財

光，以前怎麼讀也讀不出感覺和亮光，藉由團體

勢強盛;第二是兒孫繁增;第三是家宅平安無懼，

的追求和分享，一一都解開發光了。我相信弟兄

神的杖也不加在他身上;第四是牛孳生不息;第五

們為了這些信息一定是吃不好睡不好的下了苦

是度日諸事亨通.這些好不好呢?當然好了，但我

功，所以才能在話語上有這麼多新鮮的亮光和更

們常常很容易把外面(物質)的亨不亨通和蒙不蒙

神祝福畫上等號.沒有難處，度日順心時，我們可

能更多贏得基督!求主使我們不羨慕別人的亨

能會覺得神真是保守我祝福我，但當我們有了難

通，讓我們願意說，我的好處不在主以外!

處，不亨通不順利時，我們可能會很容易就覺得

（竹東 蔡普豫琳）

沒有蒙神的祝福。但我們實在需要在生命中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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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要以亨通與否來判斷人。事實上，在聖經

在向家人傳福音時，有時會有一些譏諷的話，

中不亨通的榜樣比比皆是，不論是約瑟、大衛、

或冷言冷語的對待。有一次，我非常難過、生氣，

摩西、雅各(用盡辦法要求亨通得利，卻一次又一

心情一直無法平靜，為什麼我要遭受這樣的對

次在神剝奪及銷毀的手中不亨通)，連事事承受恩

待？

典的以撒在想要有孩子的事上也等了 20 年，更

感謝主，參加聖徒追求班剛好讀到約伯記。神

遑論新約中的保羅和我們的主耶穌了!(在馬太福

藉著約伯記中的內容光照我，讓我看見和約伯比

音四章 8 節那裏撒但也曾以物質的亨通來試誘

起來，我所遭受到的實在算不得甚麼。神剝奪了

主，要主俯伏拜牠，主若肯，就將萬國和萬國的

約伯的財物，子女，身體的健康，為使約伯更多

榮耀都給主)---但這些看似不亨通的環境，卻使他

的得著神。

們的生命成熟，並且因著更多被主自己來構成而
成為神榮耀的見證。

如今神只是使我受到一些言語的攻擊，如果不
是我裏面滿了驕傲，滿了己，為什麼我不能忍受

約伯不亨通的經歷使他能親眼看見主，那麼我

別人的一點譏笑呢？如果我能夠把自己放在更

們呢?我們是白白的受苦，還是能藉損受益，更

卑微的地位來看待這些事，就會覺得一切都是理

多的認識基督，得著基督，讓基督更多的做到我

所當然，別人的譏笑也好，諷刺也好，不尊重也

們裏面呢?神知道雅各需要什麼樣的環境才能得

罷，沒有甚麼事是過不去的。

著變化，神也知道約伯能承受多少的剝奪和銷

想到這裏，我不禁要向神說：神啊，祢對我的

毀，今天我們也許不敢像蓋恩夫人及倪弟兄那樣

剝奪還太少了！我感謝神願意剝奪我的自尊，如

主動要求神下手來剝奪和銷毀我們，但我們是主

果這樣可以讓我更多得著基督，經歷基督，我實

所知道的，祂知道我們最在意的，也常使用我們

在願意神更多的剝奪我，破碎我。主啊！我為所

最在意的那一點來破碎我們，製作我們，使我們

有臨到我的環境感謝祢！

(竹東 許林靜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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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得救分享

改變

受浸前我是一個墮落的人，因著結交不好的朋

我願意永永遠遠都留在召會生活中，還要帶更

友和同學所帶來的影響，使我很容易被外面的世

多的人來信主並一同過喜樂的召會生活。現在的

界所霸佔。但自從認識彭志恆弟兄，他帶我到召

我可以經歷享受主，因為只要呼喊主，主就與我

會，一開始有點不太敢來聚會，因為家人很反

同在。因為信主讓我脫離世界的霸佔，因為信主

對，但是因著常到會所，久了家人也習慣了，反

才有現在的我，還認識這班青少年作同伴，陪我

對的聲音也不見了。

一同禱告、喜樂地敞開靈吸收神聖話語的供應。

記得起初志恆弟兄帶我來聚會，自我介紹後，

現在的我還會站起來申言，我不用死背字句，因

我就和弟兄姊妹一同唱詩歌與禱告，我心中喜樂

為我信了主耶穌，只要我敞開靈接受主，就能訴

洋溢，覺得和我想像中的教會差很多。還有弟兄

說我對主的感動，分享給弟兄姊妹們。哦！主耶

們的關心、晚禱與交通讓我感覺很好，覺得這裏

穌！你是我的一切，感謝你與我同在，阿們！

就像自己的家，弟兄姊妹就像我的家人，所以我

(竹東 栢健忠)

就這樣受浸了。如今受浸已滿一年了，我很喜
樂！而且從來不後悔來到神的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