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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得青年人，家打開牧養成全
感謝主! 二○一一年上半年主實在祝福了我
們，不僅我們四月到六月主日聚會平均人數達
1108 人，也加強晨興、禱告與相調的實行，並且

會的負擔，除了鼓勵弟兄姊妹外出陪人讀聖經
外，更積極鼓勵弟兄姊妹將家打開為著牧養新
人、成全聖徒，把家打開－客廳、飯廳與客房打

各個專項服事上也都有突破與往前。同時全召會
也開展繁增出第五大組，從已過三、五大組的叩
訪行動看到全召會弟兄姊妹皆同心合意、士氣高

開，邀約青年人到家中接待、住宿，餵養、牧養
與成全，一同過團體的神人生活，使青年人至終
能「安家在召會」。盼望所有打開接待的家，能

昂、同靈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召會今天
首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而福音的內容就是真
理。當我們傳揚福音，就是將最純淨、最完全的
真理供應給人，來得著新人，帶進召會的繁殖與
擴增。
每年九月份是各大學的開學月，也是我們大學
校園得青年人的烏魚季節。因為在人生新的轉彎

週週或在週間，或在週末與區、排裏其他的家一
同配搭，打開家接待青年人、作讀經小組，更多
來牧養成全人。當我們願意奉獻我們的家，像馬
利亞一樣，打破我們最寶愛的玉瓶－我們的家，
投進聖靈的流中，我們的家就不再只為著自己的
滿足，而成為福音的出路，成為神經綸往前的憑
藉。

時，人最容易接受福音，所以我們需要得著他
因此展望下半年，求主帶領我們更往前，我們
們，特別得著大一的新生。因此我們需要「走出
繁增的目標 乃是下半 年主日聚會 平均人數 達
去」，走進校園，走到學生中間，走進宿舍，牧
1291 人，甚至盼望能突破 1300 人；禱告人位達
養、餵養新人。藉此也可達成全台青年得一萬的
516 人；晨興人位達 862 人，且能有更多的家打
目標，擴大並加強我們對青年人的負擔。全體聖
開接待青年人。讓我們一同投進這聖靈的水流，
徒都應把握九月和十月份的良機，大量接觸青年
活出繁茂復活的情景，使金燈台能發光照耀，並
人傳福音，並建立讀經小組，而結長存的果子。
為主在全地的權益得著更多的年輕人，迎接主的
為著大量得著青年人，弟兄們接續全台青職特
再來。
（高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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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基礎造就聚會報導

謙卑服事，因真理歡樂

第二梯次全台基礎造就，於八月十三至十四日
在中部相調中心舉行，約八百五十位聖徒報名參
加。分為三個班：A 班─生命的認識，B 班─基
督徒生活，C 班─讀召會歷史，識主的恢復。話
語服事的弟兄們，傳講信息活潑生動，深入淺
出，叫與會者深得供應，聖徒反應熱烈！茲將本
次蒙恩分享如下：

一、有三十位左右的聽障聖徒參加，來自高雄
和台南，都參加 C 班。讚美主！他們無聲勝有
聲；雖然聽不見聲音，但一點都不孤單。藉服事
者周密的安排與服事，他們也能歡樂的進入信息
的豐富。
二、此次除有許多大學聖徒參加外，更有七、
八十位青少年也報名參加。他們主要來自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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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參加召會歷史班，真是不叫人小看他們年輕！

當地也能產生較大的影響。

今天他們在這裏看歷史，未來要為主的恢復寫下
歷史的新頁。
三、與第一梯次一樣，有來自全台十七個照顧
區的十七位全時間同工或負責弟兄，擔任小組長
服事帶組，於分組時有重點、有方向的複習信
息，帶聖徒更深的享受和操練。這些服事者在前
一天晚上即先有交通和豫備；這是此造就聚會蒙
恩的重要關鍵之一。
四、這次有些地方是集體報名。這樣的方式是
最好的；在聖徒的成全上，可有好的規劃，回到

五、此次事務服事由台南市召會擔負。我們這
次並沒有全時間者來服事，而是呼召青職聖徒拿
起這次的服事。共有二十三位聖徒，他們大部分
都是第一次有分這樣的配搭。此次報名人數超出
許多，服事量不輕，報名資料更動繁雜；但在大
家謙卑學習與同心合意的配搭下，仍圓滿完成任
務。大家對能有分這次服事，看到聖徒們因真理
而歡樂，也都滿心喜悅，與有榮焉。感謝主，榮
耀歸給我們的主！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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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青職特會竹苗區報導

家打開－我家成神家

全台青職特會（竹苗區）
，9
月 3 日於新竹市召會仁愛會所
舉行，實際報到總人數 561
位，其中含新竹市聖徒 394
位，竹縣 96 位，苗縣 68 位，
其他縣市 3 位。這次特會總題
－成全聖徒為著建造基督生
機的身體。共有兩篇信息，第
一篇「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作今天神在地上的

應當成了眾召會中持續且
普遍的實行。
根據聖經，在每位信徒家
建立家聚會是件嶄新的
事，是聖靈的新發明；是神
的創舉並且是祂所命定
的；每個家都可以打開。召
會要發達、興盛，達到聖經
中初期召會的樣子，天天有得救的人加進來，就

居所」；第二篇「為著基督身體的繁殖與擴增，
過國度的生活」。
這次特會的負擔不重在真理的講解，而是重在
應用和實行；盼望每一個聖徒的家都能打開，使
我們的家都能成神家。行傳二 46～47，「他們天
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在殿裏，並且挨家挨戶
擘餅，存著歡躍單純的心用飯，讚美神，在眾民
面前有恩典。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和他們在一
起。」
過往的召會生活，每年召會都帶進許多人得

非把召會作到家裏不可。願我們都能打開家，作
今日的伯大尼之家：有馬大殷勤的服事；馬利亞
傾倒香膏，屋裏滿了馨香之氣；拉撒路作復活的
見證；患痲瘋的西門打開家接待以及許多罪人一
同作席。這該是我們召會生活的縮影。
在每一篇信息的末了，弟兄姊妹紛紛上台宣
告，一個個的家樂意奉獻，願意打開接待青年
人。客廳打開邀人一同讀經；飯廳打開邀人一同
用飯；客房打開接待青年人短期或長期的居住。
這次共計有超過 150 位的聖徒上台奉獻，願意打

救，主的確將得救的人加給我們，但這些得救的
人不一定與我們加在一起。意思是，得救的人
多，但過召會生活的人卻少。其關鍵原因乃在於
我們的召會生活常是邀人來過聚會的生活，並沒
有落實神命定之路的實行，挨家挨戶一同過團體
的神人生活。「挨家挨戶」這辭，原文作「在家
裏」，在家裏聚集，乃是基督徒經常的生活，這

開家，使「我家」成「神家」。這樣的奉獻是非
常有意義的，主也尊重這樣的奉獻。青年人看榜
樣，願我們都能顧到主的心願，打開家牧養、成
全青年人。受成全的青年人，要成為主回來的踏
腳石。基督要藉著召會作為殿（神的家）和城（神
的國），使祂能得回這地。願我們都作今日的百
基拉和亞居拉，將我們的家打開，不僅是聖徒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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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場所，也是聖徒得顧惜和牧養的所在。基督

（青職服事組）

要得著建造的召會作祂的灘頭堡，來恢復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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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神如何來作人的享受
第四篇

話與靈

本篇信息所強調的點是，我們享受神是藉著主
予所需要的話。
的話，也是藉著主的靈。馬太福音四章四節說
神來作人的享受，不僅是藉著話，也是憑著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
靈。有一首詩歌說“神在基督裏作人食糧”這是
切話”，主的話能應付我們一切的需要。“太初
指神藉著祂的話作我們生命的食糧，生命的供
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約一1﹞，
應。這首詩 歌接著又 說“基督成 為靈供人 營
這位是話的神藉著祂的話，就是聖經上的話，給
養”，這是指這位是話的神不單成為肉體來到地
我們認識、接受、享受 並得著。 全世界只有這
上，且從死裏復活化身那靈，成為信祂之人裏面
一本獨一的書－聖經，能真正供應我們生命，解
活水的供應。就如約翰七章所說“信祂的人要從
決我們的難處，應付我們的需要。聖經的話就是
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
神的說明，它的內涵就是神自己。多少人都有這
要受的那靈說的”。今天我們這些信入祂的人，
樣的經歷，當我們對主的話有豐富的享受，我們
藉著呼求主名、禱告、唱詩......，來接觸祂，接
就充滿喜樂，滿有力量，並且“百病皆消”。享
觸這位是靈的基督，就能從祂得著生命活水的供
受主的話讓我們重擔變得輕盈，憂傷得著安慰，
應，解決我們深處的乾渴，使我們滿得力量。如
為難變作容易。我們單單禱告並不夠，還需要吃
同李常受弟兄的見證，他從前在福州為主作工，
主的話。
福州的弟兄姊妹在他盡職後供應他橘子汁，讓他
主的話中有一部份是始屬於“話奶”，是恩典
的精神、體力大得供應。
的話、美善的話，是較容易吸收的，初信的弟兄
總之，我們的神是可享受的，他是生命活水的
姊妹特別需要這類的話。主的話中另外還有一部
泉源，也是我們的喜樂和力量。享受祂要藉著祂
份是屬於“乾糧”這類的話，是公義的話，是較
的話，也要憑著祂的靈。所以我們要花時間讀
深澳的，是召會中“長成的人”所需要的。我們
經，也要花時間禱告，親近主。使我們基督徒的
在召會中服事，要按所服事弟兄姊妹的光景，給
生活剛強、喜樂、豐富。
（邱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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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福音節期一覽表
日期

交大

9/12(一)

中秋烤肉相調

9/13(二)

福音茶會 402

9/14(三)
9/15(四)
9/16(五)

校園 RSG
福音茶會 406＋407
福音茶會 405+408＋青
少年

清大
17：00 中秋烤肉相調及福音
聚會
17：30-20：00 福音茶會及
叩訪。506,507,508
17：30-20：00 福音茶會及
叩訪。301,302,303,304

竹大

元培、玄大

中秋烤肉相調
竹大、中華

中華
中秋烤肉相調
中華、竹大
開學

9/14~9/16,
9/20~9/22 晚上
叩訪加傍晚小
型福音

福音收割聚會

福音收割聚會

17：30-19：30 福音茶會及
叩訪。三五大組青職聖徒

9/17、9/18

六校露營（苗栗）

9/24、10/1

福音愛宴與小
排 18:00 中華學
生中心

備註：交大福音茶會每晚六點在學生中心

【禱告事項】
一、大學代禱事項：請為 9/4～9/16「兩週福音節期」
新生福音接觸禱告。
二、青少年代禱事項：請為青少年讀書園及後段成全
蒙恩並藉校園排傳福音代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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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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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請為印度開展同工代禱：印度目前是登革熱及各
種傳染病的高峰期，開展同工陳信宇弟兄感染傷
寒、陳中偉弟兄及王立夫弟兄感染登革熱，請為
印度疫情得控制，聖徒不受病情影響代禱。

────────────────── 【報告事項】 ──────────────────
一、大學福音節期：九月大學福音節期規劃，請參閱
報導 3（福音節期一覽表）
。
二、竹苗區聖徒追求秋季班：9/8 起每週四上午 9:00
於仁愛會所共同追求詩篇 1～72 篇及箴言，歡迎
聖徒踴躍參加。
三、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原 9/12 擴大負責弟兄交
通聚會延期至 9/19。
四、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聚會：9/18（日）15：00 於
芎林會所舉行。(芎林鄉文山路 733 巷 25 號)
五、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9/20（二）19：30 全召會
集中禱告聚會於仁愛會所。
六、2011 年第三季兒童讀背經展覽：9/24(六)10:00～
12:00 於仁愛會所二樓舉辦。相關資料請至「兒
童組美地」網站下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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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累計奉獻款 5,491,208 元，尚缺

1,508,7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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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累計奉獻款 288,900 元。
九、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
，9 月追求進度：第七章、第八章。
十、書房報告：1、中文書基本訂戶第 43 梯次第二次
發書。2、
「2012 月曆、信徒日誌、李常受文集合
購」豫約單截止日期：10/31。
十一、陳柏安弟兄與黃子容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9/17(六)15：30 於仁愛會所二樓舉行，歡迎弟兄
姊妹前來扶持、祝福。
十二、陳克強弟兄與黃詩蘋姊妹結婚聚會：謹訂 9/24
(六)15：00 於仁愛會所二樓舉行，歡迎弟兄姊妹
前來扶持、祝福。

︽︽︽︽︽︽︽︽︽︽︽︽︽︽︽︽︽︽︽︽︽︽︽︽︽︽︽︽︽︽︽︽︽︽︽︽︽︽︽︽︽︽︽
大組/召會

新
竹
市

新
竹
縣

苗
市
縣

一大組
二大組
三大組
四大組
五大組
合計
大學
青少年
竹東
竹北
湖口
寶山
關西
芎林
新豐
新埔
北埔
合計
竹南
頭份
後龍
造橋
苗栗
公館
頭屋
大湖
三義
銅鑼
通霄
苑裏
合計
總計

主日

禱告

排生活

晨興

目標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兒童
排數

334
273
176
278
230
1291
160
174
120
120
70
60
26
70
45
25
30
566
100
100
30
40
200
20
40
20
20
20
20
20
630
2487

312
247
180
228
182
1149
73
188
102
119
69
56
6
52
30
8
27
469
76
88
20
26

119
59
53
99
96
426
25
22
25
32
12
15
9
9
12
6
9
129
－
－
－
－
45
8
19
9
6
7
6
2
102
657

230
151
118
180
138
837
35
70
165
137
64
47
9
50
38
7
40
557
－
－
－
－
64
6
18
16
14
10
6
7
141
1535

200
155
120
144
111
730
38
90
49
74
25
36
8
20
25
10
16
263
－
－
－
－
78
7
24
22
11
10
12
5
169
1162

12
8
8
8
7
43
－
－
3
6
1
1
1
2
1
1
1
17
－
－
－
－
3
1
1
1
1
1
1
1
10
70

148
16
21
24
7
9
435
2053

兒童
人數
57
51
45
37
24
214
－
－
36
22
8
5
6
11
4
4
9
105
－
－
－
－
25
15
12
0
0
0
2
0
54
373

【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
（2011/8/29～9/04）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日期
9/11（日）
9/12（一）
9/13（二）

內容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延後一週
禱告事奉聚會

9/14（三）
9/15（四）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
徒聚會

9/16（五）
9/17（六）
9/18（日）
9/19（一）
9/20（二）

大組核心交通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5：00 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聚會於
芎林會所
19：30 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19：30 全召會集中禱告事奉聚會

9/21（三）
9/22（四）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徒聚會

9/23（五）
9/24（六）

大組核心交通
10：00 兒童讀背經展覽於仁愛會所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主後 2011.09.11 第三三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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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惠師–實際的靈

約翰福音十五章講到葡萄樹和枝子從世界分

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
（約

別出來，為宗教世界所恨惡並逼迫後，在最末了

十六 13 上）和第三項工作，
「要把要來的事宣示

兩節說，「我要從父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

與你們。祂要榮耀我，因為祂要從我有所領受而

實際的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

宣示與你們。」（13 下，14）主在十四章二十六

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初就與我同在。」（約十

和二十七節的話，「但保惠師，就是父在我的名

五 26，27）重提保惠師–實際的靈來要為主作見

裏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教導你們，

證，且要使從起初就與主同在的門徒也為主作見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婁格

證。由此可見主離開門徒到父那裏去後，實際的

斯）。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靈在主的名裏來，全然代替主、見證主，更有甚

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

者，要住在門徒裏面，就如主過往與門徒同在

裏不要受攪擾，也不要膽怯。」可視為第二和第

般，使門徒也可以見證主。至於如何作到，會有

三項工作的前言或補充，告訴我們無論那靈的引

什麼結果？答案啟示在十六章。

導或豫言都有兩要件：一、符合聖經的話即主講

主先啟示說，「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

過婁格斯常時的話；二、必定帶給我們平安不受

這裏來；我若去，就差祂到你們這裏來。」（十

攪擾，且叫我們剛強不瞻怯、不軟弱。總括地說，

六 7）這話暗示保惠師就是主的化身，不過是在

那靈的工作和結果，第一是使世人知罪自責。第

另一種狀態中來，而且必須如此，才能使神新約

二是作實際的靈，引導信徒進入一切的實際。這

的經綸順利進展。因為，「祂來了，就要為罪，

是叫子的一切所是、所有，對信徒成為實際。凡

為義，為審判，使世人知罪自責。為罪，是因他

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體化於子（西二 9）
，凡子

們不信入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

的所是和所有，都藉著那靈向信徒宣示為實際

不再看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

（約十六 14，15）。這就是叫子與父同得榮耀。

判。」
（8～10）這是那靈即實際的靈第一項重大

因此，這乃是三一神作到信徒裏面，並與信徒調

的工作（參看彼前一 2 註 5）
。因為罪是藉著亞當

和。第三，那靈要宣示要來的事，這些事主要的

進來的（羅五 12）
，義是復活的基督（約十六 10，

是啟示在啟示錄裏（啟一 1，19）
。那靈三方面的

林前一 30），審判是為著撒但的（約十六 11），

工作，符合約翰三部分的著作：福音書、書信和

牠是罪的創始者和源頭（八 44）。我們在亞當裏

啟示錄。

從罪而生。要從罪裏得釋放，惟一的路就是信入

主耶穌這段滿了啟示關於那靈的豫言，前兩項

神的兒子基督（十六 9）
，脫離老亞當的界限。我

都已應驗或正在應驗，對我們今日認識靈、操練

們若信入祂，祂就成了我們的義，我們也在祂裏

靈至為重要，下面稍加分享、應用。新約經文中

面得稱義（羅三 24，四 25）。我們若不為著在亞

常說，在靈裏、憑靈活、憑靈行等，但如何實行、

當裏的罪悔改，並信入神的兒子基督，我們就要

怎樣具體操練，又會帶來什麼結果或果效，則少

留在罪中，同受撒但所受的審判，直到永遠（太

有明文教導或指示。不論如何，上述實際的靈的

二五 41）。這些乃是福音的要點。那靈就是用這

三面工作是很清楚的啟示和指引。我們操練靈、

些點，使世人知罪自責。

運用靈，就應有這三面的結果或效果。首先是感

接下來又講到那靈的第二項工作，「只等實際

覺「知罪自責」，這多半是「良心」的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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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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重生、調和的靈若夠敏銳，良心自然會對罪、

操練靈、應用靈並非只大喊大叫，那最多不過

不義和審判有感覺，覺得不安、過不去。千萬不

破碎人的外殼；也非搞神秘靈異，那不過是唬外

要認為這種靈的工作是只對不信的外邦朋友說

行人的把戲。我們操練喪失魂（約十二 25）、否

的。實際說，對聖徒應該更敏感、更實在、更強

認己（太十六 24）
，將心思置於靈（羅八 6）
，憑

烈。只要我們還活在世上，還帶著肉體、天然，

靈活、憑靈行（加五 25）並用靈申言、為神說話，

還在魂生命裏，這項功課就仍得繼續學下去，會

都是運用靈的三部分－良心、交通與直覺，接

進步但不會畢業。罪是因還在舊人亞當裏；義是

觸、聯於且享受那靈的三一神。如此操練靈是會

因不夠信入主基督；審判是因撒但在我們身上仍

出事情、有結果的。那絕不是怪力亂神，而是在

有地位、權勢，這些都是我們該天天運用那靈操

操練者身上真實地帶下上述實際的靈三面的工

練對付、勝過的。不過第一面是消極的，第二面

作，並且產生一團體的結果，就是主所說，「生

是積極的，主在那靈裏引導我們進入實際，而實

了孩子」
（約十六 21）
。這裏的生，就是行傳十三

際就是基督（約十四 6）
。換句話說，凡事操練憑

章三十三節的生。成為肉體的基督，包括一切信

靈活、憑靈行的必然結果，就是進入基督裏、活

祂的人，在祂的復活裏生為神的兒子（彼前一

基督：想基督所想（腓二 5，林前二 16）、愛基

3）
；祂就成為神的長子，一切信祂的人成為神的

督所愛、說基督所說、作基督所作（約十四 12）。

眾子，作祂的弟兄，構成祂的召會（羅八 29，約

而且這引導必定符合聖經的話（婁格斯）並帶來

二十 17，來二 10～12）
，作祂的繁殖（約十二 24）
、

平安。這面主要是藉「交通」的功能，必然是所

擴增（三 29，30）和身體，就是祂的豐滿彰顯（弗

有愛主、事奉主者一生的功課。末了一項似乎是

一 23）。在這比喻裏，主指明門徒當時就像婦人

說豫言－要來的事。這雖然不是一般或普通的經

在受生產之苦，而祂是那要在復活裏出生的孩子

歷，不過對已熟練前面兩項那靈工作的服事者而

（徒十三 33，來一 5，羅一 4）
。我們操練運用靈，

言，亦非罕見或稀有。許多屬靈前面聖徒，因屬

若非帶下如此結果，就要特別小心，恐怕已走岔

靈人看透萬事（林前二 15），而豫知、豫見並豫

了路。努力操練靈，切忌過度、切防出岔，反倒

言召會未來前景或主工作開展前途亦屬常見，我

使人離開基督的身體，失去那靈的一。所以謹守

們若有此面的聖靈感動，應剛強為主、為建造召

約翰十六章，主所說相關的真理與啟示是極必要

會申言。這點多半是出自靈的「直覺」，只是我

且蒙主保守的。

（董傳義）

們平常不刻意追求或強調神蹟式的豫言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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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的兩面

歷史書特別是歷代志給我們看見，神在人類歷

上一 11 註 1）然而，對尚待發生的人類重大事蹟

史中行動的全部紀事。這個紀事指明神在人歷史

和其中神重要的行動或神的經綸就必須藉異象

中的行動，要為神豫備道路，在人性中實施祂永

或異夢豫示出來。無論異象或異夢（下文統稱異

遠的經綸，這事不僅與神選民的歷史有關，更與

象）也和歷史一樣有兩面：外顯的一面，指即將

整個人類的歷史有關（太一 1～17，參路三 23～

發生在往後人類中的重大事蹟，和內隱的一面，

38）。這很強的證明，那位要來作神具體化身的

即隱藏在外顯人類事蹟背後或內裏神的行動或

基督，不是僅僅為著神所揀選的一個族類，乃是

經綸。（參珥一 4 註 1 末段）通常，前者主要是

為著神所創造的整個人類。同時也描繪神在人歷

屬物質、屬地而明顯的；而後者是屬靈、奧秘而

史中行動的完整歷史，就是從亞當到亞伯拉罕，

隱藏的。對愛神、事奉主的基督徒而言，由前者

從亞伯拉罕到撒母耳，以及從帶進君王職分的撒

看透後者而認識屬靈、屬天和奧秘的事，以明瞭

母耳到以色列被擄歸回的完整歷史。（節錄自代

神的心意和 祂永遠 的 經綸是極其 必需且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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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異象兩面最直接且明顯的例子就在但以理

國。無論如何，這異象所強調的都是人肉眼看得

書，謹簡要交通如下。

到，將來要發生在地上人類中間的重大事蹟。

以但以理書二章大人像的異象和七章四個獸

再看四個獸異象的結尾，「我觀看，見有些寶

的異象為例，這兩者似乎豫言同樣的事蹟，那為

座（複數，啟二十 4）設立，那亙古常在者坐下

何要講兩次？當然，就外顯一面說，是同一樣

了。祂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祂

的；然而，就內隱一面說，則不盡然。光看異象

的寶座（單數）乃是火焰，其輪乃是烈火。從祂

的本身就知道，同一事件，大人像是由人類歷史

面前有火河流出。事奉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面

（四大帝國所表徵人政權的威勢、光彩）的角度

前的有萬萬。審判者已經坐庭，案卷都展開了。」

看，重在外在表顯，象徵人政權的發展，所以啟

（但七 9，10）這顯然是指四個獸外顯異象背後，

示給當代最有政治權勢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而四

發生在天上奧秘的事，宇宙中已經設立了一個以

個獸卻是從對神選民，也就是神經綸（四帝國如

神的寶座為中心的特別法庭，要審判四個獸所表

野獸般欺壓、吞噬聖民）的角度看，重在內在隱

徵四個屬人的帝國。這法庭所審判的一切，都要

意，表徵人政權對神選民的迫害、對付而成全他

扔進烈火裏。接著講過小角豫表敵基督和四獸即

們，為著成就神的旨意和目的，自然該啟示給當

四帝國的結局後，就記載，「我在夜間的異象中

代最屬靈、最蒙神眷愛的神的子民但以理。論到

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祂來

這兩個異象實質上或靈意上的不同，就得多花點

到亙古常在者那裏，被領近祂面前。權柄、榮耀、

心思，仔細默想、比較，才得領悟。除了四個獸

國度都給了祂（指人子），使各族、各國、各方

的異象有較多四帝國未來發展的細節，關係到以

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不能

色列人將受到的難處外，最重要的差別是其結局

廢去，祂的國必不毀壞。」
（13，14）顯然此時，

較大人像異象的結局有更清楚的屬靈解釋，同時

主角轉成「人子」–主耶穌，衪從神得著權柄、

啟示神的經綸。

榮耀、國度，使全地的人都事奉衪。但以理又記

先看大人像的結局，「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

下他詢問「一位侍立者」所得著的講解（16～

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

27）。扼要地說，「這角（指小角）與聖民爭戰，

腳砸碎。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

勝了他們（聖民成了殉道者），直到亙古常在者

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

來臨，為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民得著國度的時

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

候就到了。」（21，22）聖民豫表得勝者，將同

地。」（但二 34，35）在此異象中，唯一不屬人

人子一同爭戰，得著國度；「那十角，就是從這

的東西，就是那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後來

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即小角），

變成大山，充滿全地。照但以理後頭的解釋，那

與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說

是指「神必興起的一國，永不敗滅，國權也不留

頂撞的話，並折磨至高者的聖民；他想要改變節

歸別民，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

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在他手中一年、二年、半

遠。」（44）若按新約的啟示，更詳細地說，那

年（指三年半大災難）。然而審判者必坐庭，他

一塊非人手所鑿的石頭豫表被十字架釘死的基

（指那一王，即前述的小角）的權柄必被奪去，

督（第一次來），砸碎大人像的腳則豫言到基督

以致毀壞、滅絕，一直到底。 國度、權柄、和

同著祂的得勝者（祂的新婦，祂的擴增）作為祂

天下諸國的尊大，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祂的國

的軍隊而來（第二次來）（約三 29，30，啟十七

是永遠的國，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祂，順從祂。」

14，十九 7，8，11，14），毀滅敵基督，結束人

（24～27）這些末世的豫言都必應驗，且與新約

政權（啟十七 14，十九 19）
。而後來變成的大山，

啟示錄相關的豫言符合一致。

當然是指基督的擴大，即要來的國度，神永遠的

比較這兩異象的結局，就知道它們都指向同

一標的–永遠的國（二 44，七 27）
，然而前者著

國不是來自這裏的。」
（約十八 36）又說，
「你說

重基督（非人手所鑿的石頭）與國度（大山）；

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為要給

後者則著重神的權柄（寶座）和審判（帶進全地

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聲音。」

事奉、順從衪）。由此也可確認大人像的異象重

（37）主的話不正暗示，衪確有一個國，但不屬

外顯–人政權的發展和結局，而四個獸的異象重

（出於）這世界；衪也確是王（永遠國度的王），

內隱–神的行政、旨意與權益。只是後者也提及

卻不是屬地、屬世的王。不過無論如何，這兩個

「人子」（13）就是基督，因此實際上兩異象不

異象不管從外顯或內隱的觀點所啟示的結論，用

只是同一回事，且都以基督作中心和憑藉，不過

使徒保羅屬靈的表達，都是，「為著時期滿足時

前者重在基督的神性；後者卻強調衪的人性。主

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

耶穌快離世前，自己也印證這異象的啟示說，
「我

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

（弗一 10）阿們！

（董傳義）

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
︽︽︽︽︽︽︽︽︽︽︽︽︽︽︽︽︽︽︽︽︽︽︽︽︽︽︽︽︽︽︽︽︽︽︽︽︽︽︽︽︽︽︽

三五大組福音叩訪蒙恩見證

尋找就尋見，叩門就開門

我們這組配搭在公學新城甲區及周圍便利商

我能爬五層樓嗎？因為兩個膝蓋平時走路就會

店接觸人，一開始遇到的第一位青少年，我們問

疼痛，更何況是爬樓梯，那豈不是更痛？所以有

他: 「你知道基督徒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嗎？」

點擔心。

他竟然回答說：
「呼求主名」
。一問之下，才知道

叩門時我們先從五樓先拜訪，上上下下的先後

是在竹北召會聚會的青少年。繼續傳，第二位是

已叩了好幾個樓層，說也奇怪，膝蓋都沒有痛，

基督徒，雖然花了些時間與他交談很喜樂，但開

叩訪結束回到家也沒痛，真是主的恩典夠我用，

展的過程卻不是那麼順利，因為沒有非基督徒願

一路上雙腳都蒙主保守。

意聽我們傳講。

我們叩第一棟的樓下，有一位青年人反應很

眼看一個小時開展的時間就快到了，實在不甘

好，當我們傳講福音信息後，他也願意留下資料

心，再回到停車集合的地點前，與同伴向主迫切

可回訪；在超商騎樓碰到兩位小姐，我們向他們

的禱告。離開社區前，看到一位保全先生，大家

傳福音，也邀請他們來參加福音聚會，他們問是

沒想太多就向他傳福音。哈利路亞!他真是主所預

甚麼時候，我們說是週日上午九點三十分，他們

備的平安之子，不但與我們一同讀人生的奧秘，

說這樣上午就要少睡兩小時，我們就說：主會祝

還主動呼求主名，並願意參加福音聚會。

福你們！

之後，第一週的福音聚集他沒有來，但我們裏

這次配搭叩訪，不但經歷在身體中傳福音，也

面有感覺需要為這位保全先生的得救禱告。感謝

激起了我對福音的負擔。所以，無論得時不得時

主，第二週他來了，並且受浸了!回顧叩訪過程

都要傳，因為這福音已經託負我們了，阿們！

中，不是我們做了什麼，乃是我們向主有迫切的

（許廖貴美）

心，渴慕結果子，並與同伴有專特提名的代禱。
主就將平安之子加給了祂的召會，讚美主!
（葛新城、吳念宇)
︽︽︽︽︽︽︽︽︽︽︽︽︽︽︽︽︽︽︽︽
這次叩訪行動中，我們這組被安排到仁愛國
宅，這是一個五層樓沒有電梯的舊國宅，我心想

采風邀稿～
歡迎投稿得救見證及各環蒙恩見證至新竹
市召會執事室：chinhc@mail2000.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