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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
本次叩訪三、五大組的行動獲得全召會弟兄姊
妹的熱烈響應，每天平均有七十位以上的聖徒加
入叩訪行列，每天也叩得五十位左右，甚至更多

吐出來，必定重看這事，無論怎麼忙碌，也會不
顧一切的「叩門第一」。你有這樣的靈，主一定
祝福。」這段話完全印證了我們的經歷，所有出

的朋友名單。我們實在感謝主，祂聽了召會的禱
告。我們團體地經歷了主的同在與祝福，也能見
證在身體裏我們是一，所有的弟兄姊妹不分大
組，皆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經過這兩週
的爭戰配搭，我們看見一幅以色列所有支派一同
上去得著美地的美麗圖畫。讚美主！
回想出發前一晚，即 8 月 7 日晚上的叩訪訓
練，新光會所二樓會場充滿了受訓的弟兄姊妹。
何等的榮耀！大家彷彿被新酒灌滿，有一種箭在
弦上、蓄勢待發的氣勢。傳輸負擔的弟兄一上

外叩訪的弟兄姊妹都能見證，叩門接觸人真叫我
們得著非常的喜樂！生機的功用被啟發了，裏面
的活水也湧流了，自自然然生命的度量也擴大
了。如同一個天天坐享大餐的人，久而久之也會
乏味、生病，他所需要的乃是外出運動，而那種
暢快實非筆墨可以形容。我相信若讓弟兄姊妹作
叩訪的見證，那必又將是一場在地若天的聚會。
無怪乎主在接觸了撒瑪利亞婦人後會說：「我有
食物喫，是你們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實
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台，眾人就「阿利路亞！」此起彼落，猶似穹蒼
之中滿了讚美。眾人福音的熱火已經點燃，福音
的號角已然響起！實在說來，乃是「騎在馬上的
拿著弓」（啟六 2），箭已經射出了，並且「你
的箭銳利，射中王敵之心；眾民仆倒在你以下。」
（詩四五 5）福音腳步尚未跨出，基督已經得勝！
面對這樣熱烈的情景，我們只有感謝讚美主，也
感謝所有弟兄姊妹的配搭。
為什麼聖徒會這樣熱烈響應呢？主僕李弟兄
在「信徒聚會並事奉的正路」一書第七篇中提
到：「然而，僅僅是這樣愛主、活主、過召會生

緊接著，主說：「你們豈不是說，到收割的時
候，還有四個月麼？看哪，我告訴你們，舉目向
田觀看，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
得工價，收積五穀歸入永遠的生命，叫撒種的和
收割的一同歡樂。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
見是真的。」在叩訪的過程中，許多小組能見證，
在三、五大組所在的地界上，許多敞開的平安之
子，是別人已經撒過種的，也有的是因親人是基
督徒，特別對福音敞開。有位姊妹見證說，一位
朋友一聽到「哦，主耶穌！」就想起從前一位清
大教授也這樣向她傳過福音。有個小組帶著小孩

活，久而久之也會覺得，好像裏面有一股氣透不
出來，想要事奉主卻尋不到出路，裏面不得滿
足。…我們裏面的確需要事奉主，這個願望不是
人造的，乃是神造的。我們裏面有一個靈，這靈
就是要事奉神。」又說：「你若愛主、活基督、
過召會生活，真是願意把裏面這股要事奉主的氣

叩門，一個晚上只拜訪了六家住戶，因為有三個
家願意讓他們入門傳福音。還有個小組尋得了一
位 84 歲的浪子，他甚且還會哼他受浸時所唱的
詩歌「不再是我」。眾人的見證真像路加福音說
的：「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
在你的名裏，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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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叩訪蒙恩的祕訣就是簡單的照著弟兄所
訓練的，很真切地照著一分鐘福音傳講。主的話
是有權柄的，許多朋友因此開口和我們同呼主
名，並留下資料。未來我們仍要照著弟兄所交通

2011.08.21

的，在短時間內加強回訪，使聖靈在這些平安之
子裏面的感動不過去。我們只要盡上微力，相信
主必祝福。願主持續加強祂在這地的見證。阿
們！
（王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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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神的需要與神的目標
第六篇 失敗叫人經歷神更多 第七篇 神的目標—把祂自己調到人裏面
在我們自己的觀念中，總認為沒有一點失敗，
只有得勝是最好的。但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中，失
敗卻比得勝更寶貴，因為一個未曾經歷失敗的人
是無法經歷神的豐盛的。好比路加十五章中的浪

個完整的人裏面。因神在我們身上的目標並不重
在失敗或得勝，祂唯一的目標乃是要把祂自己調
到人裏面。神所以按著祂的形象造人，就是要人
作祂的調和，祂願意進到人裏面作神，也願意人

子與大兒子的對比：那個出去流浪、經歷最深的
失敗，甚至與豬在一起的小兒子，在轉回到父家
的時候，完滿的享受了父家一切的豐富；但從未

在神裏面作人，在我們身上不僅有人的味道，也
有神的味道。
神所要的，不是我們的站住或跌倒，乃是有機

有過失敗的大兒子，卻對父家的豐富沒有一點享
受。所以，在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神
一切的豐盛，都是給失敗的人經歷的。
就如大衛王從幼年起就是個完整、敬虔、無可
指摘的人。但當神的手一鬆，他不僅只是跌倒，
且人格掃地。於是他在所寫的詩篇五十一篇裏
說：「神所要的祭是憂傷痛悔的靈；神啊，憂傷

會調到人裏面。有些人雖然不跌倒，但他裏面沒
有神調進去，他的得勝、站住只是他自己，沒有
神在其中，於是神的手一鬆，人就跌倒，且跌得
徹底，神纔能調到人裏面。因此，在我們的經歷
中，不要怕失敗，要怕神不在其中。我們作的每
件事，不只怕跌倒、怕做錯，還應該怕一個比失
敗更厲害的東西，就是怕「神不在！」。我們需

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這裏的「憂傷」直譯
要常常跟神禱告：「神，你若不和我一同，我就
就是「破碎」，大衛說他因著自己所犯的罪，恨
不作了；你若不在我裏頭，我就不作了！」無論
惡他的罪到一個地步，他的心、靈破碎了。而這
要 做 任 何 一 件 事 ， 都 該 問 說 ：「 神 袮 在 其 中
個破碎的心是神所不輕看的，且使神能施恩給
嗎？」。如果我們厲害的學這功課，就可以免去
他，叫這破碎的人，成為一個蒙恩的人。從以上
許多跌到及失敗；因為不必跌倒就已經碎了。且
兩個事例我們看見，失敗對我們是有益處的，叫
在我們身上也就沒有跌倒和站住的問題，只有一
我們身上有裂口；當我們靈破碎、心破碎時，才
個榮耀的事實，就是神在我們裏面，我們在神裏
能真實的享受神、經歷祂、飽嚐祂。
面，神與人的相互調和。
（徐曉音）
神容讓我們失敗，是因神無法把祂自己作到一
︽︽︽︽︽︽︽︽︽︽︽︽︽︽︽︽︽︽︽︽︽︽︽︽︽︽︽︽︽︽︽︽︽︽︽︽︽︽︽︽︽︽︽

每月一書—書介

神如何來作人的享受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六一年，在臺北召會
少年聚會中所釋放的信息集成，原連載於一九六
二年的「話語職事」，今略經潤飾，以單行本印
行。據當年的「教會通問」報導，該聚會於一九
六一年八月三日至十九日舉行，本書所載者乃晚

間聚會之信息；同時期早上聚會之信息，已另收
錄於「以西結的異象」一書。
本書共計有九篇信息，啟示神的心意，乃是要
以食物的形態來臨及人，成為人的享受。首先是
神在基督裏作為生命的糧食；在聖靈裏作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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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水。藉著喫生命樹的

土，水就不能充滿在杯裏。泥土倒掉多少，水纔

果子，喝生命河的水，人
就得完全。一面說，神是
看不見的；另一面說，神
具體在祂的話和靈裏。當
我們運用靈來接觸這
話，我們就得著生命的供
應。基督乃是聖經的中心
與內容。基督乃是聖經的
鑰匙，藉著祂，人就能開
啟全本聖經。所以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我們必

能倒進多少。我們需要禱告來挖去裏面的罪惡，
越徹底越好，聖靈就能完全來充滿我們。當我們
來到聚會中就有活水從你裏面流出來，你供應
我，我供應你，彼此同得滿足。基督徒並不在於
外面的行和外面的作，乃在於裏面天天喫喝享受
主。祂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糧食，也是我們
的活水。這就是約翰福音六章所強調喫主作生命
的糧，七章強調喝主作生命的活水。
詩歌三百八十四首副歌說，「神在基督裏作人
食糧，基督成為靈供人營養；這無限之靈給我飽

須禱告並運用靈，用禱讀的方式來接觸神的話，
這該成為我們基督徒每日的生活。
人天然的觀念，總覺得神是尊嚴、偉大的，人
必須拜祂、敬畏祂，纔能討祂喜悅。但這並不是
神的意思。在聖經創世記二章，神頭一次把祂自
己擺在人跟前，既不尊嚴，也不偉大，而是以一
棵樹的形態，並且樹旁流著一道水河。這說出神
的心意，不是要得著人的敬拜，乃是要來作人生
命的供應，叫人喫這樹的果子，喝這河的水。並
且人必須喫喝神，纔能完全。我們每一個人都不
完全，都需要神以食糧的方式，供應並成全我

嘗，我就將神全享。」我們喫喝主自己，具體的
路乃是藉著祂的話。約翰福音六章六十三節說，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這給我們看見
神具體化在基督裏，也是在聖靈裏，並且是在話
裏。神是在祂的話裏給我們喫，在祂的靈裏給我
們喝。因此，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操練運用我
們的靈來喫喝享受神的話，重擔就變輕盈，為難
就變容易了。
聖經的主題和內容乃是基督，並且聖經的靈乃
是高舉基督。主耶穌說，「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
經。」當我們信入基督，聖靈就進入我們裏面。

們。我們原是沒有基督的人，人生滿了痛苦，這
聖靈是基督的化身，是基督的實際。因著基督是
就像以色列人行路到了瑪拉（意，苦）。神指示
在聖靈裏，所以我們必須讀經。因著聖經在聖靈
摩西把一棵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這是說，我
裏，所以我們必須禱告。因此，一條享受主最簡
們需要把基督接受到我們人生的苦境裏。我們就
單的路，就是讀經和禱告。盼望我們都能建立規
能轉苦變甜，在苦難中還能說，讚美主！
律享受主的生活，藉著規律和正確喫喝主的話，
並且我們需要喝聖靈作生命的水，其祕訣在於
使我們屬靈的生命得以長大。
（洪明凱）
禱告認罪。我們好比一個玻璃杯，若裏頭全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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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7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一般奉獻

清華學生中心
購置

苗栗相調
中心購地

海外開展

當月收入

2,730,386

1,351,500

3,000

67,730

當月支出

1,441,491

1,240,000

3,000

67,730

當月結存

1,288,895

111,500

0

0

【禱告事項】
一、二○一一年下半年各項目標：（暫訂）
大組
一
二
三
四
五
總計

晨興
203
193
120
191
155
862

主日
334
273
176
281
228
1292

禱告
123
101
56
126
110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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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生活
221
271
174
217
256
1139

二、三、五大組福音叩訪：請為全召會兩週福音叩訪
後，各小區後續回訪和牧養的工作禱告。求主把
生產和乳養的福賜給我們。

────────────────── 【報告事項】 ──────────────────
一、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8/22（一）19：30 於仁
愛會所五樓經綸室。
二、全召會青職成全：8/26(五)20：00～21：30 於新
光會所舉行。本次主題：親、熱、就。盼望青職
聖徒彼此邀約，一同聚集並享受彼此的供應。
三、竹市縣姊妹聚會：題目－屬靈同伴的例證與其屬
靈意義。8/27（六）19：30 於仁愛會所舉行，歡
迎姊妹們踴躍與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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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台青職特會－竹苗區：9/3(六) 16:00～21:00，
地點：仁愛會所。歡迎所有青職聖徒和有心願服
事青職的中職聖徒報名參加。請向各區報名，報
名費含晚餐每人 100 元，報名截止日期：9/1。
（詳
閱通啟）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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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青少年讀書園：自 9/17(六)起恢復每週六於新光
會所舉辦之青少年讀書及成全訓練，請家長鼓勵
兒女踴躍參加。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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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累計奉獻款 2,933,960 元，尚缺
4,066,040 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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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累計奉獻款 200,700 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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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書房報告：1、兒童及青少年家長成全 DVD 已
製作完成，每套 100 元，請豫約聖徒至書房領取
並付款。2、李常受文集（1969 年）開始豫約，
定價 1800 元，特價 1300 元，豫約截止日期 8/31。
十二、二大組 207 區高光台弟兄安息聚會：謹訂 8/27
（六）9:30 於新竹市立殯儀館仰德廳舉行，請聖
徒踴躍前往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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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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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08 月 08 日 至 2011 年 0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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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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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94
181
12
28

25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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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8
46

156
55
112
95
8
51

198
91
153
132
8
37

137
81
101
84
7
27

1045
417
770
652
43
189

86
42
42
52
－
－

135
29
33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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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23
197
47
3
30

110
37
133
61
6
28

59
13
52
21
1
7

48
19
44
29
1
6

17
5
12
10
1
6

47
9
60
20
2
13

28
13
31
22
1
5

14
9
25
13
2
10

26
10
20
16
1
6

458
138
574
239
18
111

【召會生活雙週曆】
本
週

下
週

8/21(日)
6：45 集中晨興成全

8/22(一)

19:30擴大負責弟兄
三大組福音聚會
交通聚會
8/28(日)
8/29(一)
6：45 集中晨興成全 全台大專期初特會
全台大專期初特會 2
1
19:30負責弟兄交通
聚會

8/23(二)

8/24(三)

8/25(四)
年長聚會暫停

禱告事奉聚會
8/30(二)
全台大專期初特會
3

排聚集
8/31(三)

排聚集
9/01(四)
年長聚會暫停

禱告事奉聚會

排聚集

排聚集

8/26(五)
青少年暑期相調1
20：00全召會青職
成全

8/27(六)
大組核心交通
青少年暑期相調2
19：30竹市縣姊妹
聚會

9/02(五)
9/03(六)
全台長老同工聚會 大組核心交通
1
全台長老同工聚會
2
16：00全台青職特
會-竹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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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大尼晚宴的啟示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一章行了一個特別的神
蹟，使拉撒路死而復活，引發兩類極端反應。一
類人見耶穌所作的事，就信入衪（約十一 45）；
另一類則到祭司長、法利賽人那裏，聚在一起商
議要殺耶穌（53）
。不過，
「當年作大祭司的該亞
法，對他們說，你們甚麼都不知道，也不想想，
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全民滅亡，就是你們的益
處。他這話不是從自己說的，是因他當年作大祭
司，所以豫言耶穌將要替這民死；不但替這民
死，並要將神四散的兒女，都聚集歸一。」（49
～52）顯然神藉當年作大祭司者，將拉撒路死而
復活的神蹟聯於主的工作、神的經綸。拉撒路的
經歷不過是主死而復活的豫嚐。主將要替眾民藉
死而復活，使神原本四散的兒女，因主死而復活
分賜的生命，都聚集歸一，就是在生命裏長在一
起，同歸於一，成為主的身體。因此，接下來十
二章一開始便接著講到伯大尼的晚餐是豫表召
會（新約聖經首次描述召會生活；太二六 6～13、
可十四 1～11 和路七 36～50 可視為同一事件），
或說是召會的小影，也就是衪身體顯出的豫示，
是再合邏輯和思路不過了，因為「召會是衪的身
體」（弗一 23）。
伯大尼，意困苦之家。現今主在猶太教之外，
藉著主復活的生命，在伯大尼得著一個家，可以
讓祂坐席，得著安息和滿足。這筵宴之家，是召
會生活的小影，描述出召會的光景：(一)由復活
的生命所產生─拉撒路（約十一 43，44）；(二)
由蒙潔淨的罪人所組成─患痲瘋的西門（可十四
3）
；(三)外面是困苦的─伯大尼；(四)裏面是在主
的同在中與主同筵，這含示召會聚集都是宴席
（約十二 2）
，聖徒們來在一起展覽基督、分享基
督、喫喝基督（參徒十 41）； (五)姊妹比弟兄多
（約十二 2，3）暗示正常召會中，女人的生命較
男人的生命更多樣；(六)各有不同的功用：服事–
馬大，作見證–拉撒路，愛主–馬利亞，打開家–
西門；(七)被虛假的人所玷污─猶大（註：主再

來前，召會中總有假信徒即稗子存在，見太十三
25～40）；(八)受宗教的逼迫（約十二 10）；(九)
試驗並暴露人（6，10）
；(十)帶進許多信徒（11）。
伯大尼的晚宴主要是為耶穌豫備的，其他人不
過是服事者或陪同者，表徵召會一切的聚會或聚
集，都是為耶穌豫備的宴席，唯有主耶穌是主
角、是主題。而我們參與者不過是配角（卻不可
缺席或遲到早退），我們該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奉
獻–打破玉瓶，倒出真哪噠香膏（可十四 3）
。玉
瓶表徵我們外面的人–肉體與魂，真哪噠香膏表
徵我們裏面的人–重生調和的靈。（參林後四 16
註 1）正如保羅說的，「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
（7 上）寶貝就是指內住的基督（那靈）
，而瓦器
是指我們外面的人。打破玉瓶，倒出香膏，就是
人被破碎，靈流出來，這是召會聚會的要訣與實
際。（參：倪柝聲著 ”人的破碎，靈的出來”）
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講到召會生活，開章第一節
也是講奉獻，「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
理的事奉。」再度確認，召會生活的頭一件事便
是將身體獻上當成祭物在祭壇上燒成灰，這才是
合理的事奉。事奉不是為主作什麼，乃是將自己
破碎成灰。因此聚會中無論作什麼，唱詩、禱告、
見證、分享、申言、報告等等，都應符合「否認
己、釋放靈」的原則。
接下來，約翰記下了一段似乎與前文毫不相關
的記載，就是「第二天，有大批上來過節的群眾，
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
接祂，喊著說，和散那，在主名裏來的以色列王，
是當受頌讚的！耶穌得了一匹小驢，就騎上，如
經上所記：“錫安的女兒，不要懼怕，看哪，你
的王騎著驢駒來了。”」（12～15）結束於引用
撒迦利亞書九章九節印證主耶穌基督是王。實際
上，本段確是聯於前段關於召會小影的描述，因
為召會是國度（參羅十四 17 註 1）。這段記載中
的奧秘含意不只我們不易明白，當日主的門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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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直「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他們纔想
17）。因此最關鍵的點就在於主得榮耀的奧秘、
起這話是指著祂寫的，並且眾人果然向祂這樣行
內在啟示，也就是主在本章末段趁安得烈同腓力
了。當耶穌呼喚拉撒路，叫他從死人中復活，出
問衪，關於希利尼人想見耶穌時，回答的（詳見”
墳墓的時候，同耶穌在那裏的群眾，就作見證。」 人子得榮耀的啟示”）。顯然主得榮耀和衪的國
（約十二 16，17）作什麼見證？見證主的死而復
度，不只與猶太人相關，更與外邦人有關。
活就是主得榮耀，而主得榮耀證明主是榮耀生命
（董傳義）
的王，生命勝過死亡，主在生命中作王（羅五
︽︽︽︽︽︽︽︽︽︽︽︽︽︽︽︽︽︽︽︽︽︽︽︽︽︽︽︽︽︽︽︽︽︽︽︽︽︽︽︽︽︽︽

舊約讀經心得

但以理的榜樣

但以理是一位轉移時代的人，是當時代的得勝
者。從聖經的記載中幾乎找不著他的缺點或失
敗，他是我們應效法、學習的榜樣。但以理自幼
被擄往巴比倫，後被選入王宮，歷事四王，經巴
比倫，瑪代，以迄彼斯，先後逾六十餘年。他雖
未歸回耶路撒冷，但他在當時確是扭轉局勢，完
成神經綸的關鍵人物，連和他幾乎同時代的以西
結都曾在書中多次提到他（結十四 14，20，二八
3）
，並將他和挪亞、約伯兩位前輩並列。但以理
身上值得學習的特點很多，下面僅從五方面稍作
交通，供我們新約聖徒參考、效法。
首先，但以理是一位向神絕對，不畏強權、不
向勢力壓迫低頭的人。這特質在但以理書中多次
顯露出來，譬如他年少時，剛被帶進王宮，學習
迦勒底人的學問和語言時就立定心志，不以王的
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且毫不掩飾地告訴太
監長和委辦，一點都不害怕。連太監長都懼怕
王，而但以理卻堅持且得到答應。（但一 3～16）
又如他年老時，面對大利烏王下令禁止在三十天
內，在王以外向任何神或人求什麼，他仍照素常
到神前禱告，就是被扔下獅子坑中，亦不退讓
等。（六）這是但以理最明顯的特質。
其次，但以理有親密的屬靈同伴。但以理與他
三個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和亞撒利亞一直配搭
在一起，一同不吃王的膳，不飲王的酒；一同背
負替尼布甲尼撒王解夢的擔子（二 17，18），雖
然只有但以理一人為王解夢，他卻將這事告訴他
的同伴們，要他們為這奧秘向神求憐恤且蒙神垂
聽；當但以理被王立為總長時，他求王，使他三
位同伴也一同被派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二
48，49）當但以理在王的朝廷中（二 49），三位
同伴仍同心勝過拜王所造大金像的試誘，（三）

相信但以理雖未與他們在一起，定規在禱告中與
他們站在一起。因此但以理蒙恩、得勝的秘訣之
一，就是同清心禱告的屬靈同伴，一同追求，彼
此扶持，勝過撒但一切的攻擊和詭計。
第三，但以理是一個禱告的人。但以理書中多
次提及他禱告、祈求神，除遇見試誘、難處時禱
告，與同伴一同禱告外，他還定時禱告；一日三
次雙膝跪下，在神前禱告、感謝，他素常就是這
樣（六 10）。但以理禱告並不隱藏，他在家中窗
戶開向耶路撒冷（神殿所在之處），發聲呼求、
禱告，因此那些設計要抓他把柄的人，才聽得
見，知道他在禱告（六 11）。他讀經有感覺也禱
告、認罪，甚至為以色列人，君王、首領乃至列
祖認罪（九 2～19）。這是合乎神心意的禱告生
活。
第四，但以理是一個認真讀經並得異象的人。
他不像一般人客觀讀經，他把神的話主觀地讀在
自己的身上和聖民的處境中。耶利米書論到耶路
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耶二五 11，12；二
九 10～14），應有許多猶太人也讀過，不過唯有
但以理不放過這豫言，厲害地為這豫言的應驗迫
切向神禱告、認罪、對付，不但使這豫言如期應
驗且蒙神再賜他七十個七的異象（九 20～27）。
這是關乎世代末了的結局和基督再來極重大的
異象，唯有但以理擔當得起，並將它明白記載在
舊約聖經中向後人開啟。之後，神繼續把關於以
色列命定的異象也啟示給他。（十～十二）只有
像但以理這樣認真讀經的人才配得如此重要且
關鍵的異象與啟示。
末了，但以理還有一個特點，特別為外邦人所
認識，就是他裏頭有神聖明之靈或美好的靈。尼
布甲撒王知道（四 8）
；伯沙撒王的太后也知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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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後來瑪代王大利烏也曉得（六 3）。幾乎每
都應是一個向神絕對，向撒但、世界勇敢的人；
一位當時地上的掌權者都曉得，並求問、求助於
是一位有屬靈同伴一同追求，禱告並配搭的人；
但以理，他是天上神的代表，地上實際的治理者
是一個過禱告生活且禱告出神經綸的人；是一個
（二 48，六 3）。當然，但以理確是一位靈裏敏
認真讀經且主觀地把經上的話應用在自己和召
銳，常藉靈與神交通，明白神心意，聽神說話，
會（以色列人所豫表）的人；也是一個操練用靈，
得著異象，並在地上執行神經綸的人。儘管如
靈裏敏銳，常在靈裏與主交通而得異象、啟示的
此，但以理仍是謙卑、高舉神不高舉自己（二 28，
人。感謝主，把但以理的榜樣擺在你我面前，讓
30），且不為自己求什麼的人（五 17）。
我們效法、學習作今時代的得勝者，轉移時代並
綜上所論，一位為神重用的僕人，一位得勝者
帶進神的國。阿們！
（董傳義）
︽︽︽︽︽︽︽︽︽︽︽︽︽︽︽︽︽︽︽︽︽︽︽︽︽︽︽︽︽︽︽︽︽︽︽︽︽︽︽︽︽︽︽

大專赴美參訓訪問蒙恩分享（五）相調接待何喜樂，訓練供應何豐富
參訓前的召會生活時常覺得空虛難耐，雖然對
於神的經綸、目標、行動時有耳聞，但總是無法
清楚地體悟、經歷，所以期望在訓練的過程中，
藉由職事直接的說話來看見異象。訓練中詩篇解
開的話再次讓我看見神的經綸，弟兄盼望我們在
基督的死與我們的認罪上能深刻進入，以奠定信
仰的根基，更是從基督看到產生召會、神的家、
神的恩典，擴大到神的城、神的行政、基督作王
等，一幅完整的圖畫。最後對於神在今日的職事
有一道神聖的水流，這樣的說話實在叫我怦然心
動。
赴美期間到了多處召會參訪，也與許多弟兄們
有交通，聽了許多蒙恩見證，我發現弟兄們能如
此被抓住，實在不是有什麼恩賜或見了許多神
蹟，他們的生活簡直就與一般人無異，但其中共
通的特點就是：每天堅定持續有個人與主的交
通，交通的結果對環境實在是未見改變，但個人
卻直接享受從主而來的供應。人總是追尋神蹟奇
事，主的供應卻是簡單平凡，希望自己也能有這
樣的生活，與主有個人情深親密的交通。阿們。
（交大 黃天洋）
︽︽︽︽︽︽︽︽︽︽︽︽︽︽︽︽︽︽︽︽
這次的赴美之行除了恩典之外還是恩典，聽到
弟兄姊妹的見證，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受到不少
的攔阻，但是 praise the Lord！大家都越過難關到
了這裏。我相信大家都沒有後悔。說真的，出去
玩若沒有弟兄姊妹的陪伴和主的同在，玩完就結
束了，真是空虛！
這次很摸著的是訓練期間，雖然過得像打仗一
樣忙，但是真的有從信息喫到東西。尤其弟兄姊

妹的服事和關心是沒有國界和校界的，這就是我
們召會的招牌菜：滿滿的愛！還有一件事，也是
最重要的事，就是隨時隨地 praise the Lord！praise
the Lord！praise the Lord！要建造神的殿就要
praise the Lord！ （青少年 廖時擘）
︽︽︽︽︽︽︽︽︽︽︽︽︽︽︽︽︽︽︽︽
讚美主！這次的赴美訓練，又再一次將我這個
人翻了一翻，也定準了我之後的人生道路，惟有
基督與召會，並祂的再來！感謝幾位服事的弟兄
姊妹，讓我們不僅外面衣食無缺，也使我們裏面
滿了來自基督身體豐富的供應。幾次和前面弟兄
的交通，實在很得幫助和激勵，看見他們是如何
望斷一切、竭力取得基督。裏面受感，也願意這
樣拼了！奔那擺在前頭的賽程，為要贏得那召我
們向上去得的獎賞。
在現場訓練裏，也很得弟兄們的開啟，使詩篇
向我們是完全的打開，不僅認識詩篇中四個主要
的點：基督、殿、城、地。每一篇的信息，也都
摸到我裏面的光景，在那裏向著主再有悔改和更
新的奉獻。願以嘴親子，向主滿有熱切的愛，在
這道流中，迎接主的回來！
（清大 陳亦新）
︽︽︽︽︽︽︽︽︽︽︽︽︽︽︽︽︽︽︽︽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現場訓練，詩篇這卷書的
中心思想乃是明言所啟示的基督，以及聖殿和耶
路撒冷所豫表的召會，就是神的家和為著神國之
神的城。這次的信息一共有十二篇，我最摸著的
是第九篇－悔改和認罪同神的赦免，為著祂的建
造。這篇是講詩篇第五十一篇，主要是說大衛犯
了謀殺烏利亞，並奪取他妻子的大罪，且受了申
言著拿單責備之後作的，所以詩篇五十一篇是大

衛的悔罪詩。我們要和大衛一樣，需要停留在神
面前，要有徹底並真實的悔改和認罪，好得著神
完全的赦免。詩篇五十一篇1、2、5、7、9節說到
大衛承認他是在罪孽裏生的，並求神塗抹他的過
犯，將他的罪孽洗滌淨盡，潔淨他的罪並用牛膝
草潔除他的罪。這樣的禱告，指明我們在認罪時
不要信靠自己，乃要信靠神，這裏的牛膝草乃是
豫表了謙卑和卑微人性裏的基督。因著認罪是如
此的重要，而我們都是罪人，所以我們都要在神
的面前，有不信靠自己的認罪，並求神用牛膝草
潔除我們的罪。使我們能為著他的建造。阿們！
（青少年 羅翊）
︽︽︽︽︽︽︽︽︽︽︽︽︽︽︽︽︽︽︽︽
雖然這次赴美訓練是被服事者半推半就拉我
才參加的。但我很感謝他，藉由這樣的拉，將我
拉進這水流中，將我拉進這生命樹的線上，將我
拉進這壂和神的城，也就是召會的建造。很榮耀
我也能有份於這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而且能和這
一班弟兄姊妹們一同奔跑屬天的賽程，真是太喜
樂了！
這次訓練最讓我摸著的是第九篇信息，也就是
詩篇第五十一篇。余弟兄交通到：我們都得認識
我們都是罪人，這樣我們才更能看透詩篇五十一
篇，而且神要將我們的罪除去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就像癌症要治療一樣。感謝主，可將我的罪
除去而且不再記念，藉著他的死、復活和升天...
等過程，我們就有了清潔的心、靈還有一切。被
清潔之後，我們就可以為著錫安和耶路撒冷禱
告，這是我們向神認罪的主要目的，而不是為了
自己。
（交大 王峻哲）
︽︽︽︽︽︽︽︽︽︽︽︽︽︽︽︽︽︽︽︽
這次夏季現場訓練我最摸著的主要有三點。首
先，是大衛對待罪的態度是嚴肅的，由詩篇五十
一篇可看出，他的悔改和認罪是徹底的，他的求
赦免是真實的，而這樣的悔改與認罪非僅僅為著
自己更是為著神的建造。
其次，當個人更多地享受主時，會引我們到神
的殿（家）中享受神。但神不停留在這裏，當召
會得著擴大、加強並建造時，神的殿就成為神的
城，作那是神又是王者治理並掌權的國，神的心
意至終是要得著一個祂可以掌權的國。弟兄說，

我們享受召會是神的家非常好，但能不能看出在
我們身上有神的國的掌權範圍？讓神的旨意從
我們身上施行出來？這國是生命和光中管治的
國，每一位都在主直接的掌權底下，沒有任何人
作主管轄他人。
最後，主的掌權不是僅僅藉著運用能力以征服
別人，主要的是藉著祂自己作湧流的河，供應活
水，使乾渴的人滿足。主不是用律法及權柄來壓
制別人，乃是知道人背後真正的需要乃是乾渴。
感謝主，不僅使我得著啟示，也暴露了我，過
程中實際的經歷到神真在我們中間掌權，也願主
祝福我們，祂所說的每句話，都是話成肉體的原
則，使我們在生活中主觀經歷祂！
（蕭伊倫）
︽︽︽︽︽︽︽︽︽︽︽︽︽︽︽︽︽︽︽︽
在這次的詩篇結晶讀經中，非常摸著悔改和認
罪同神的赦免帶進神的建造。弟兄說詩篇五十一
篇實在是美麗的詩，以罪人為背景，這詩惟有罪
人能寫出，並使救恩更顯為美麗。我很寶貝主給
了我這樣的話，也給了我又真又活的經歷。
在「向律法死，向神活」這本書報中，李弟兄
說訓練最大的用處，乃在於預備我們這個人來配
合聖靈。只要我們預備好，聖靈在我們裏頭隨時
動工，我們就能跟隨祂、配合祂。
在美國的期間，發生了一些事，當主對我說話
時，我沒有順服裏面的聲音，因此有了罪的感
覺。而罪的結果使我無法喜樂，仇敵也在我裏面
控告我，然而當我與主有了認罪的禱告時，我才
清楚看見自己是可拉的子孫。這時仇敵的控告，
就使我更能大聲讚美我的神，仇敵的控告沒有
錯，我是不配、是不能，但祂卻愛我這樣的人，
揀選我這可拉的後裔，當我一邊流淚一邊與主交
通，裏面實在備感滋潤，對主的愛也更加深刻。
神的國使我看見，在這國度裏，主能在我們身
上完成祂的工作，沒有任何的阻礙；換句話說，
主是否能在我們身上為所欲為，這就看出神在這
裏是否有國度，一個祂掌權的範圍。我很清楚知
道，我沒辦法讓主這麼自由。但我感謝主，即使
我時常做錯，但我願意順從這聲音，向祂悔改，
再來到祂的面前。這樣的悔改，更能帶進神的建
造，使我成為祂建造的石頭。 （竹大 王茜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