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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靈的流中開展各校園，在神的行動中成全青年人
「願神興起，願他的仇敵四散，願恨他的人從

福音的負擔，過結果子湧流神聖生命的生活。

他面前逃跑！」這是在已過的全召會集中禁食禱

本學期也將延續已過每週五晚上成全聚會的

告聚會結束時，我們眾人的共同的宣告。藉著新

負擔，前段有真理上讀經的成全，為使學生們開

增第五大組、全召會的叩訪行動及清華學生中心

啟研讀舊約聖經的胃口。後段有神命定之路的成

的購買，與會者約三百五十位聖徒同心向主祈

全，藉著研讀職事的信息，帶同學生們一同配搭

求，實在看見聖靈強烈的運行、眾人都滿有士

操練實行活力排。因著大學工作年年都有人畢業

氣，相信今年下半年必滿了繁增之福，成為新竹

離開，所以福音開展的同時，成全新一批的中幹

市召會另一個擴增往前的里程碑！

聖徒實在刻不容緩。所以本學期亦會在這點上著

當得大量青年人的聖靈水流在澎湃湧流時，我

重加強，盼望藉著活力排中較老練者帶同年幼

們也開始為新生入學的得人烏魚季順利展開作

者，而能成全出更多的中幹接續各校園的見證。

準備。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一日（日），新竹

詩篇四十五篇四至五節說：「願你在威嚴中坐

六所大學規劃設計新生命之旅，邀約新生前來認

車前往，無不得勝；願你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

識校園及我們的召會生活。開學兩週（九月四日

當主得勝的 行動在各 大學校園正 快速往前 之

至九月十七日）將循五月份育達校園開展的方

際，我們該有怎樣的配合呢？第一、藉著多而持

式，大量接觸新生傳講福音（不以辦福音聚會為

續的禱告，預備人的心土，使主在各校園都能更

主），而以兩、三位編組成活力排的方式，外出

多得著清心愛祂的人。第二、在財物上擺上，購

邀請人到附近的聚點用餐並介紹福音。同時各校

置清華大學對面的「學生中心」，用不義的錢財

設定受浸目標，並呼召在職聖徒前來一同接觸學

結交朋友（藉著傳福音而得救的人）。第三、分

生，盼能在兩週中藉著天天生活化的福音開展，

別時間，把家打開，成為報好信息的婦女，且成

更多的人能實際的參與福音行動。已過的學期有

為大群，一同有份於福音節期校園的開展。相信

一個明顯蒙恩，就是學生們逐漸養成週週傳揚福

藉著我們眾人的擺上，主必在各校園得著更多合

音的生活，所以本學期也盼望能夠在這點上，藉

乎祂用的器皿，成為召會和主恢復的祝福。

著學生們形成活力排，在校園裡主動、持續拿起

（大學服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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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追求真理班心得分享（2）

在神永遠的經綸裏，神不要天然人的好的聖經根據（二）
4、神為著完成他永遠的經綸，在宇宙中有祂行

事，是善惡知識樹的原則，是與神敵對的，不能

政上的定規。不照著神的定規，即離開神獨立作

完成神永遠的經綸，是神所不要，甚至憎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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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是神所膏的王，按著神的定規，只能帶領不

不是神所要的，唯有神性作到人性裏，才有神的

能獻祭，獻祭是撒母耳的事。但因撒拇耳遲遲未

榮耀，才是神所要！

到（這是神 在試驗掃 羅是否遵守 耶和華的 命

2、城是純金的（啟二一 18）
；城內的街道是純金

令），百姓也離開散去了，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

（啟二一 21）：純金，如眾所知，表示神的聖別

抹，掃羅因懼怕就違反了神的定規（君王不能獻

性情；城內的街道表示彼此之間來往的流通。人

祭，只有祭司才能），勉強獻上燔祭。所以撒母

天然的好與人彼此之間的來往流通裏，都沒有神

耳對掃羅說，你作了糊塗事了，沒有遵守耶和華

的聖別性情，所以不是神所要的！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

3、牆是用碧玉造的；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

列中堅立你的國，直到永遠；但現在你的國必不

裝飾的（啟二一 18～19）：人是耶和華神用地上

得繼續存立。…，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

的塵土所塑造的（創二 7）
。但在整座新耶路撒冷

你的。（撒上十三 8～14）

城裏，只看到純金、各樣寶石、珍珠、看不到塵

…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就使

土！珍珠門是指基督的救贖，所有聖徒都經過基

他亨通。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自招毀滅。

督的救贖，才得以進入或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

他干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

份。寶石表示變化。有一種木化石，是木材經過

上燒香。祭司亞撒利雅跟著他進去，…他們阻擋

地下水經年累月的被地下水的礦物質沖積、頂替

烏西雅王，對他說，烏西雅阿，給耶和華燒香不

而成。寶石的形成是化學元素經過高溫高壓結晶

是你的事，乃是亞倫子孫作祭司的，就是那些分

而形成的，寶石之所以有顏色是形成寶石的化學

別出來燒香之人的事。烏西雅就發怒，他手裏拿

元素中，含有不同的金屬成分像：鉻，錳，鐵，

著香爐要燒香。他向祭司發怒的時候，在耶和華

鈷，銅…，而有不同的顏色。由此可約略看出，

殿中香壇旁眾祭司面前，額上忽然發出痲瘋。…

要由塵土變化成為各種顏色的寶石，必須有神聖

因為耶和華擊打了他。

的元素流過，加上高溫高壓而產生各種顏色的結

神的經綸是要建造基督的身體。若我是手，就
當盡手的功用，不取代、不踐踏別個肢體的功

晶所產生的。由此可見，人天然的好，只是半成
品還不是神所要的。

用，各盡其職！但天然的好，常常要嘛我全包，

所以我們需要被聖別（神聖元素加進來）、更

要嘛我不來。這一種「不在靈裏、沒有建造、在

新、變化、模成、建造然後團體的得榮。在實際

天然裏」的配搭很難配搭、建造（個性、意見、

上，我們必須藉著晨興、禱告、讀經、聚會…讓

作法彼此不同）！這是神在經綸裡的定規，人一

神聖的成分傳輸、注入；並在日常生活中照著靈

違反，就不是神所要的。

而行（羅八 4）或憑著靈活著（加五 16，25），

二、啟二一 11【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

好叫神聖的元素流過我們。且要憑着靈而行（加

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啟二一

五 25），即與弟兄姊妹相調，跟隨召會的行動往

18～19【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

前。這樣，我們才能被模成、被建造，團體的彰

淨的玻璃。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

顯神！

的。…】

在這件事上，主耶穌是我們外面的榜樣，更是

啟二一 21【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

我們裡面的原型！

自是一顆珍珠造的，城內的街道是純金，好像透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明的玻璃。】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約六 57）

1、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

【耶穌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

（啟二一 11）：人天然的好沒有神的榮耀，所以

子纔能作；…】（約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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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所講的沒有出於自己的；惟有差我來的

要憑著那靈、同著那靈來實行父神的旨意。若憑

父，已經給了我命令，叫我說甚麼，講甚麼。…

著自己的觀念、力量、才幹…來說話來實行，這

所以我所講的，乃是父怎樣告訴我，我就照樣

是天然的好，同時也落到知識樹的原則裏，仍然

講。】（約十二 49～50）

不是神所要的！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

當我們在餵養新人，若覺得需要再帶他往前，

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尋求自己的

如鼓勵他參加禱告聚會，若不回到靈裏，在適當

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五 30）

的時候，用適當的話，卻憑著天然來鼓勵，極有

主耶穌無論說甚麼、作甚麼、審判甚麼，都是照

可能造成對他的壓力，就會開始對我們躲躲閃閃

父的意思！我們都知道，『惟獨實行諸天之上父

了。
（待續）

（黃信雄、劉俊杰）

旨意的人，纔能進諸天的國』
（太七 21）
。但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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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神的需要與神的目標
第一篇 神的需要 第二篇 答應神的需要 第三篇 滿足神的需要
這本書說到基督徒普遍的缺乏，就是人只感覺

裏就有一個不得快樂的父親。我有多少需要，神

「人的需要」
，卻沒有看見「神的需要」
。聖經給

也有多少需要。我需要神，神更需要我。神的需

我們看見，神的需要是第一，是首要的；人的需

要不是要我給祂甚麼，乃是祂要給我甚麼。神的

要是第二，是次要的。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至

需要不是因為祂窮乏，要我給祂一點甚麼。神的

十七節記載：
『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

需要乃是因為祂富足，祂要給我一點甚麼。神有

請了許多人。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奴僕去對所

的是一切，祂只要我這個人。神甚麼都不缺，只

請的人說，請來罷，樣樣都齊備了。」凡是神那

缺少人。在父家，甚麼都有，甚麼都不缺，只缺

一面的，都是「了」字，神已經作成、豫備好了；

少一個兒子。同樣的，神甚麼都不缺，就是缺少

在人這面，是一個「來」字。神豫備好「了」，

我這個人。我該像保羅一樣說，我極其喜歡誇我

人就『來』接受。神雖能為全世界豫備好救贖，

的輭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沒有輭弱，

但全世界並沒有都得救，因為沒有都「來」。五

就顯不出基督的能力；我沒有神不行，神沒有我

旬節的聖靈是為全世界澆灌下來的，然而全世界

也不能叫人看見祂。

沒有都被聖靈充滿，這是因為沒有都「來」。神
的需要就是人的「來」。

人的一生有許多的關口要過，一個越重要的關
口，就越容易只看見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輭弱，

約翰四章也記載著，主耶穌向一個女人要水

而忘記神的需要。所以，主阿，我願意放下我的

喝。有一個女人，她心裏面渴，所以主也渴。那

熱心、自信，不再掙扎努力，帶著我的罪、輭弱

女人那天聽見主告訴她活水，她真的喝了，就到

和虛空的心，照著我的本相到祢面前來，交出我

各處為主作見證。她並沒有給主水喝，但是她喝

的服事、愛情、婚姻、家庭和一切該屬你的，奉

了主的活水就不再渴，所以主也不渴了。門徒回

獻給你，我不再自己負責，因為祢說祢樣樣都齊

來給主食物喫，祂不喫。祂說，「我的食物就是

備了，請祢以自己充滿我。我願讓祢在我身上，

實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神的工就

作成祢的工。

是滿足人的需要。
我最摸著的一段是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比
喻，讓我看見，外面有一個不得快樂的兒子，家

(蘇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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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
前 e-mail 至執事室。
二、三、五大組福音叩訪：請為八月全召會兩週福音
叩訪代禱，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
稼。
三、大學代禱事項：請為 8/20～8/21「新生命之旅」
及 9/4～9/17「兩週福音節期」新生福音接觸禱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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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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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召會叩訪：8/8～8/19 共計兩週，盼望弟兄姊
妹每週分別一個時段外出訪人（叩訪時間如附
表），請向各區負責報名。
二、全召會叩訪成全：8/7(主日)19：30 一、三、四、
五大組集中成全於新光會所。二大組 8/9（二）
20：00 禱告聚會集中成全於經延會所。
三、全台基礎造就及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會赴會
須知：本週隨附於週訊中，或請至網站瀏覽。
四、兒童及青少年家長與服事者成全及座談：8/13（六）
13：00～17：00 於仁愛會所舉辦，陳洵弟兄將前
來交通成全，請各大組於 8/9（二）前將人數報
給蘇曉琳姊妹 0928-412241。
五、青少年暑期相調：8/26（五）13：00～8/27（六）
18：00，相調地點：淡水、野柳、九份等。費用：
每人 1,000 元。報名截止日期：8/7（詳閱通啟）
六、全台暑期大專期初特會：8/28（日）16：30～8/30
（二）12：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每人 1,000
元，請於 8/22 前報名。
（詳閱通啟）
七、全台長老同工聚會：9/2（五）19：30～9/3（六）
12：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費用每人 500 元，

請於 8/22 前報名。
（9/2（五）16：00 開始報到，
備有晚餐-詳閱通啟）
八、亞洲眾召會長老暨負責弟兄聚會：10/19～10/21
於馬來西亞-砂勞越美里市舉行，報名截止日
期：8/22（詳閱通啟）
九、清華大學學生中心購置：購置並裝修約需七百萬
元，請聖徒們為此購置及裝修代禱並有財物奉
獻。(截至 7/31 累計奉獻款 1,353,500 元，尚缺
5,646,500 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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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累計奉獻款 158,500 元。
十一、台北市召會四十二會所購置交通：四十二會所
致力於政治大學之校園開展與社區福音化，近期
購買 190 坪新會所，購置及整修共計 1,530 萬元，
目前奉獻款尚不足 500 萬元，請聖徒們代禱並在
主裡同蒙恩典。
十二、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
，8 月追求進度：第五章、第六章。

︽︽︽︽︽︽︽︽︽︽︽︽︽︽︽︽︽︽︽︽︽︽︽︽︽︽︽︽︽︽︽︽︽︽︽︽︽︽︽︽︽︽︽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組時間表
第一週：8/08(一)～8/12(五)19：30～21：10；8/14 主日上午五大組福音聚會。
第二週：8/15(一)～8/19(五)19：30～21：10；8/21 主日上午三大組福音聚會。
叩訪地點：三和五大組的社區範圍。
三大組開展總管：王柏森、徐慶陸。五大組開展總管：裴晉哲、湯松年。
五大組
(第一週)
三大組
(第二週)

8/08(一)
502＋508
501,509
101~105、青三
8/15(一)
508＋502
501,509
101~105、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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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二)
503＋301
505,106~110
青一
8/16(二)
301＋503
505,106~110
青一

8/10(三)
504＋302
201~207

8/11(四)
506＋304
208~209
401~404、青二
8/18(四)
304＋506
208~209
401~404、青二

8/17(三)
302＋504
201~207

召會生活人數統計表】

8/12(五)
507＋303
405~410
交大、青四
8/19(五)
303＋507
405~410
交大、青四

8/14(主日)
福音聚會
8/21(主日)
福音聚會

2011 年 07 月 25 日 至 2011 年 0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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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埔

總
計

283
86
129

239
68
167

310
108
144

202
62
136

1034
324
608

66
29
34

149
22
37

102
23
163

119
37
140

60
11
62

61
16
26

16
6
19

45
9
55

32
14
32

15
9
24

26
10
28

476
135
549

131

177

163

139

610

36

51

55

55

22

30

11

20

18

12

16

239

12
53

8
18

15
66

8
21

43
158

－
－

－
－

2
37

6
68

1
7

1
6

1
8

2
12

1
5

2
10

2
16

18
169

【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8/07(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青少年得勝生活訓
練3
全召會叩訪成全
8/14(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全台基礎造就2
五大組福音聚會

8/08(一)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組
19:30擴大負責弟兄
交通聚會暫停一次
8/15(一)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組
19:30負責弟兄交通
聚會

8/09(二)
8/10(三)
8/11(四)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年長聚會暫停
組
組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組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8/16(二)
8/17(三)
8/18(四)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年長聚會暫停
組
組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組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8/12(五)
8/13(六)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大組核心交通
組
兒童及青少年家長
暨服事者座談
全台基礎造就1
8/19(五)
8/20(六)
全召會叩訪三、五大 大組核心交通
組
全台青少年服事者
全台青少年服事者 相調聚會2
相調聚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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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裏持守著真實

在初期的召會生活中，因著當時還存著許多的
們就能長到元首基督裏面。另一面來說若我們不
猶太教背景、傳統文化…等，信徒們就容易被許
是持守著基督與召會的原則，甚至有些外面看似
多教訓之風打岔而偏離基督。這些教訓之風，並
屬靈的事，諸如讀經、傳福音，我們也未必會在
非指著異教或明顯敵對基督的教訓。相反的，卻
這些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
常是帶著攙雜人意，更有可能是關乎聖經，不過
這裏給我們看見能持守真實的路，就是要在愛
卻容易使人岔出對基督之享受的教訓。保羅在提
中。保羅似乎隱約告訴我們，要持守基督與基督
摩太前書特特囑咐「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
身體的異象，不是靠著教導或勉強，乃是在愛裏
事」，聖經的中心應是神的經綸，我們所傳講教
的事。這愛並非我們天然的愛，乃是在基督裏面
導的，不僅應合乎聖經，更要在神經綸的中心線
神的愛，成了我們裏面基督的愛。講述基督身體
上。我們要謹慎，有些教訓看似合乎聖經，卻離
的異象並不難，但要過基督身體的生活就不是一
開神的心意被撒但利用，將信徒從神的中心旨意
件容易的事。當我們各人帶著不同觀念、意見想
裏帶開。這錯誤的教訓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
法，進入召會生活裏，一同學習配搭事奉。若不
作為(弗四 14)。這錯謬的系統是屬撒但的，是與
是靠著神聖的愛，我們幾乎無法過身體生活。人
神的建造互相違背的。
的愛是非常有限的，無法愛那些看起來不可愛
保羅為了避免聖徒們岔出聖經的中心，特別在
的，唯有神的愛才能愛每一個人。也唯有在愛
以弗所書四章 15 節說：「惟在愛裏持守著真實，
中，我們才能保守那靈的一。就如詩篇十六篇三
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
節，「說到地上的聖民，他們是尊高的人，是我
面；」這裏的真實，就與 14 節所說欺騙手法和
所最喜悅的。」我們每個人，都是神眼中的聖民，
錯謬相對。真實，指著真實的事物，亦即實際，
是神最喜悅的。因著神愛每一個肢體，我們也操
與加拉太書四章 16 節：「現在我將真理告訴你
練在神的愛中，來愛每一個聖徒。我們愛，因為
們…」的真理同字。加拉太書中的真理，與世上
神先愛我們，藉著一次又一次的對主說，主阿，
的蒙學、猶太的規條相對，是指著正確的福音。
我愛你，我也愛祢身體上的每個肢體，就能越過
而在以弗所書裏，根據上下文，此真實就是指著
我們天然的限制，在愛裏彼此擔就，以和平的聯
基督和祂的身體（召會）說的，當我們正確的認
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識福音，就要認識基督的身體，當我們有正確的
我們越經歷基督這神聖的愛，就越有機會讓神
持守，才能在一切事上長到元首基督裏面。
在我們裏面生長，我們也在這過程中，一點一點
這裏所說的「一切事」，並非只有看似屬靈的
的長到基督裏面，在一切事上得著基督加增到我
事，才能算是長到基督裏面。我們每天的職場生
們裏面，直到我們達到長成的人。這樣的長大，
活、家庭生活，都是讓我們長到基督裏最佳的機
並非個人的屬靈，乃是藉著長到元首基督裏，而
會。關鍵在於，是否我們都能被保守在基督與召
更多帶進與基督身體眾肢體的交通中。當我們各
會的異象上。找職業，是為著基督與召會；找房
人都能長到基督裏，基督身體肢體的榮美，就能
子，也是為著基督與召會，因著這樣的持守，我
使基督得著榮耀。
（潘瑋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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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支派

我們常以為「十二支派」是聖經中常題起的名

辭，尤其是舊約。其實不然，全本舊約聖經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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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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十二（個）支派」這辭只有四處：創四十

列。因此創世記這裏是由雅各在埃及（可能藉此

九章二十八節，出埃及記二十四章四節，二十八
章二十一節（另三十九章十四節是本節的復述，
和本節完全相同，不予計入）和以西結書四十七
章十三節。若將這四處經文依序擺在一起，默想
它們的屬靈意義，就知道神用這辭不僅嚴謹，還
有重要的屬靈意涵。究其原因，可能由於「十二」
這數字含有三一神與人調和的深奧意義，並且表
徵神心意與經綸的終極完成。因此聖經中與十二
支派相關的事例雖然很多，卻極少用「十二（個）
支派」這辭，不像我們想像的如此平常、習慣地

暗示，今日新約的召會是在世界裏）對十二個兒
子的祝福（祝福的真實意義，是將三一神按各兒
子的特性和表現分賜給他們）
，帶進「十二支派」
背後隱藏神人調和之永遠、完全的定義。
接下來到了出埃及記二十四章，當摩西將神的
律法、律例、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又將耶和華
的話都寫下；他清早起來，在山下築了一座壇，
並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出二四
4）
。本節啟示聽神的話，讀約書之後，最重要也
是第一要作的事，不是遵行律法，也不是為神作

用它統稱以色列眾支派。下面僅就「十二支派」
這辭背後的豐富屬靈意義有點分享。
創世記四十九章二十八節，舊約聖經第一次提
到十二支派前，是雅各給他的兒子們祝福（創四

工，而是築壇，立柱子。壇像徵基督的十字架（來
十三 10），指明我們墮落有罪的人，在神話的光
照和律法的暴露下，只能求助於基督的十字架，
被基督了結、救贖並頂替；之後，就需要十二支

九 1～28）
。祝福的次序不全照出生的順序，而是
前六位是利亞生的六個兒子；中間四位是兩個妾
生的兒子，其中一頭一尾是拉結使女辟拉的兒
子，其他二個則是利亞使女悉帕之子；末了兩位
是拉結生的兩個兒子。這樣的安排，雅各似乎有
意暗示，前六個兒子出自命運的安排（或母舅拉

派立十二根柱子。柱子表徵見證（王上七 21，提
前三 15），不只活出神，彰顯神，也見證神人調
和是一。十二支派在地上的生活、事奉，就如同
柱石般屹立不搖地向全地見證著。這顯然透露神
在地上設立十二支派的目的。
再到二十八章二十一節，講到決斷的胸牌上鑲

班的計謀）；中間四個兒子來自二妻子（姊妹）
間的勾心鬥角，彼此爭寵，放縱肉體的結果；末
了兩個兒子才是出自自己最愛的妻子，最終付出
生命的代價而得著的。其中固然暗藏雅各的無
奈，也明顯含示神的命定與帶領才是主導的因
素。一生抓奪的雅各在此並不能作什麼。這豈不
也正是許多信徒一生的真實寫照。
只是祝福裏有一特點卻發人深省，就是十二個

嵌十二塊寶石，每塊刻一個名字，彷彿刻圖章，
代表十二個支派。寶石表徵變化過的信徒，十二
支派的名字刻在寶石上，相當於將基督寫在信徒
心裏，使他們成為基督的活信，有基督為其內容
（林後三 3）
。每當大祭司進聖所的時候，要將決
斷胸牌上以色列兒子們的名字，帶在胸前，在耶
和華面前常作記念。（出二八 29）這表徵大祭司
所豫表的基督，將十二支派帶在胸前，就是在衪

兒子雖都是雅各親生的，但他所給的祝福卻是照
各人的表現，差異頗大。這似乎暗示我們這些神

滿了愛的心上，背負他們，顧念他們，並在神面
前記念他們。十二支派是神的心上人，是神的珍

的兒女，雖然都有神永遠的生命，也都是神所
愛、所召的，然而每個人蒙的福卻因人而異，個
人的表現，將決定神恩賜的大小，和恩典的多
少。但無論如何，到永世在新耶路撒冷裏，十二
支派就沒有差別了（啟二一 12）。雅各祝福完兒
子們後，聖經便說，「這一切就是以色列的十二
支派」
（四九 28）
，顯然每個兒子各自成一支派，
十二個兒子的後代十二支派加在一起就是以色

寶（出十九 5，申七 6，瑪三 17）
，祂保抱、懷搋
他們（賽六三 9），負他們一切的責任。
以西結四十七章十三節是舊約末次提到十二
支派，是給他們分地為業：約瑟必得兩分。這裏
分地，不是指當初進迦南美地的分地（書十三 1
～十九 51），而是豫言在復興的時候即千年國時
的分地業。不過分得美地的十二支派也與當初的
十二支派（如創四九 3～28）稍有不同，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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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調

約瑟的兩個兒子以法蓮和瑪拿西各成一支派代

祭並立起柱子，向世人作耶和華活的見證；大祭

替原來的約瑟支派，以符合約瑟得兩分地土的應
許；多出來的一個支派，卻正好因利未支派以神
為他們的產業，不可有地上的產業（民十八 20，
申十 9 等）而解決，仍是十二支派。無論如何，
因地豫表基督（創一 9 註 1）
，所以以西結豫言，
即使到千年國時，十二支派所表徵舊約所有神的
選民仍對基督的豐富有一分特別的享受。
綜合以上四處經文，我們清楚看見十二支派是
由他們的父親雅各祝福而開始並定義；在地上以
色列人有神的話和神的約，十二支派藉築壇獻幡

司又在愛的胸懷裏看顧記念他們；最終進到復興
的時候，十二支派仍分得地業（基督），應驗了
雅各的祝福也完成神的經綸。十二支派豫表新約
的眾地方召會，神在他們身上的製作、帶領和託
負都可應用在召會身上，這使我們這些新約信徒
因神在十二支派身上所作的，而對衪經綸在我們
身上的執行，更有信心和把握。衪必引領我們到
路終，一面完成衪的經綸，另一面我們也必得享
基督裏神格一切的豐滿（西二 9）。阿們！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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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赴美參訓訪問蒙恩分享（三）相調接待何喜樂，訓練供應何豐富
很喜樂看到美國的聖徒在愛裏接待我們，就像
家人一樣，真的能見證在基督身體裏的一。此外
在這次的訪問中，我也看見自己的不足，在主的
話及真理上需要接受更多的裝備。
在訓練方面，我覺得詩篇是一本很奇妙的書，
看見神竟然可以使用敬虔之人情緒的發表來啟
示祂的經綸。其中包括了基督的成為肉體、在地
上的人性生活、釘死、復活及升天，如今祂乃是
我們的牧者，在我們裏面牧養我們，使我們成為
神的殿，至終要成為神的城讓神能夠在其中治理
掌權，並帶進祂回來做王佔有全地。
我比較摸著的有以下三點：一、在第五篇和第
十一篇信息中讓我們看見基督為我們死所受到
的痛苦及過程。弟兄說我們不能對主有深的奉獻
就是因為對主的受死沒有足夠的認識，也不夠仔
細的研讀。這點很提醒我，需要對主的受死有更
多的進入，才能更深刻的對神發出讚美及感謝。
二、第九篇信息說到悔改和認罪，也讓我有更新
的看見。看見悔改及認罪的結果並不只是恢復個
人與主的交通而已，更能夠帶進祂的建造。最
後，第十二篇信息提到在聖經裏只有一道神聖的
水流，主的行動、見證都在這流中，如果離開了
這道流，在神眼中就和祂的經綸無關了。因此需
要求主保守我們，我們也需要保守自己不要離開
這道流，學習以基督做我們的元首，使主能藉著
這流來恢復地。讚美主！
（政大 張家安）

第四篇信息給我們看見基督是那滿足神心願
並成就神喜悅的神人。詩篇十五篇和十六篇是個
對比，十五篇裏大衛誇耀自己行為純全，做事公
義；而十六篇裏的人，他不信靠自己，完全倚靠
神，他求神保守且投靠於神。
就在聽完這篇信息的晚上，我經歷一個奇妙的
釋放。與弟兄們談話時我隨口開了一個玩笑，但
之後覺得不太合適，對此感到頗為懊悔。這種為
說過的話後悔的情形對我來說常常發生，我甚至
記得一次我在國小時罵人的話。通常我的反應會
是決心不再說這樣的話，也就是靠改變自己的行
為來達到公義。這的確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果效，
但結果就是使自己成為一個自義的人，常常定罪
人，也常常為自己的行為後悔。然而在這次我想
到了當天的信息，就從行為的綑綁中得釋放，我
將自己轉向神，心裏就不再受攪擾。
甚麼是神人呢？倚靠神的人就是神人。我的好
處不是我天然的優點，我的好處乃是三一神自
己。
(交大 林同心)
︽︽︽︽︽︽︽︽︽︽︽︽︽︽︽︽︽︽︽︽
讚美主，是祂的憐憫和眾聖徒的扶持與禱告，
使我能有份於這次的訓練。在訓練中，除了享受
豐富、負擔強烈的信息外，最喜樂的事就是看見
基督身體的 榮美及 聽 見向著神如 眾水聲 的 讚
美，何等喜樂、榮耀!
訓練時，淚水常在眼眶中打轉，自覺原是不配

的罪人竟蒙神恩。然而，這卻更深的加強我對基
督身體和這道獨一神聖水流的看見，使我更加珍
賞自己所得的救恩，是主特別的揀選使我能在主
的恢復中。
詩篇的文字很容易觸動人心，但身為新約的信
徒，我們需要脫離想要做好與守律法的觀念，從
這些轉向神；就是基督、殿、城和地。特別摸著
第八篇和第十二篇的信息；在召會生活中，人人
都需要從享受開始，有一道流自寶座的活水，供
應我們、滋潤我們，使我們能因祂活著，成為祂
的殿，擴大成為祂的城。有一天這位基督，做為
湧流、滋潤人心的河要掌權，從這海直到那海，
從大河直到地極。
願主七倍加強的靈，加強各地的召會；凡神聖
水流所到之處，都有神的生命、基督身體的交
通、耶穌的見證和神的工作。 （交大 蔡宜瑾）
︽︽︽︽︽︽︽︽︽︽︽︽︽︽︽︽︽︽︽︽
在訓練的前幾天，雖然想盡力的進入禱研背講
中，但卻有點力不從心，不知為什麼沒辦法積極
的分享、操練。在第五天信息開始前，向主有個
迫切的求：主阿！藉著信息的每一句話向我說
話，使每一個字都向我開啟。
結果當晚聽到第九篇的信息，剛好說到詩篇 51
篇－大衛的悔罪詩：大衛在犯了大罪之後，他就
認識自己是在罪孽裏生的，並向神悔改與認罪。
弟兄說到，悔改乃是要看見並暴露自己的罪，並
轉向神，並且承認自己的罪。主就光照我裏面許
多隱藏、沒有被對付的罪，使我的靈軟弱。藉著
與主的交通與認罪，並向主禱告：使我有清潔的
心，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使我離開你的面，
並使我復得祢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這樣的禱告 頓時將 我 裏 面軟弱黑 暗的情 形 帶
走，並且向著主獻感謝。
主阿，我有可怕的歷史，但是你的恩典，藉著
天天時時的向你悔改、認罪，我就得以成為錫安
的一部分!
（交大 鄭心憫）
︽︽︽︽︽︽︽︽︽︽︽︽︽︽︽︽︽︽︽︽
神在每個時代中，有一道水流，乃是他特別的
作工，這道水流乃是完全在他的心意之中，他要
藉著這道水流帶進他對全地的掌權。

在赴美之旅中我被接待在一位在職的柯弟兄
家，交通中得知他曾見過李常受弟兄，也曾在李
弟兄離世前聽過幾場信息，我問他個人對於李弟
兄的印象是什麼，這位寡言少語的弟兄微笑的回
答說：”犧牲”；弟兄對著我們說，這職事乃是
經過十字架的，但倪弟兄擺上他的全人，李弟兄
拼上他的全力，這個職事究竟有什麼特別，值得
這群人每年花錢花時間來到這裏聽這信息呢？
我們都渴望能夠在神的心意中生活行動，如今
基督要作全地的王，他不僅僅需要一個家，更是
需要一個讓他有管制權的地方，那就是為著神國
之神的城。
這次赴美實在是讓我看見許多的見證人，他們
在這職事裏，所擺上的一切，不僅做為馨香的見
證，更是激勵我們，竭力奔這賽程，與同伴一同
贏得基督!
（交大 林卓誠）
︽︽︽︽︽︽︽︽︽︽︽︽︽︽︽︽︽︽︽︽
這 次 來 美 國 參 加 現 場訓 練 覺 得 又 開 心 又 害
怕，來到這裏接待在弟兄姊妹的家中，和他們一
同在身體裏相調。很寶貝祂們的接待，到了那裏
換了一個地方，但召會生活的豐富和聖徒的喜樂
都沒有改變，這是因為我們都同在基督的身體
中！
在六天的聚會中，一開始因為對英文有點害
怕，加上要藉由翻譯聽信息，所以對信息的內容
不是很享受，只希望自己可以趕快跟上大家的步
調，進入享受詩篇。但越是這樣想，就更是無法
進入，就覺得我在台灣參加就好了，為何要大老
遠來到這裏。那天晚上我向主禱告說：「主阿，
我都聽不懂，可不可以讓我也和大家一樣，能夠
看見當中話語的亮光和啟示，能夠享受這樣豐富
的聚集，不然這次的美國行就沒意義了……」。
經過了禱告和弟兄們幫助我們禱研背講，開始對
詩篇有感覺了。
我很摸著第六篇說到主的牧養，回想得救到現
在一年半中，覺得自己改變了許多，這並不是外
在的規條改變了我，乃是因為有主的牧養，在祂
的名裏，藉由祂自己，慢慢地來變化我，使我能
模成祂的形像，並與眾聖徒建造一起！
（交大 黃惠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