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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職特會具體實行之路 期
九月三日青職特會後，弟兄們幾經交通凝聚出

此次青職特會奉獻的重點之一亦在於牧養，牧

一個負擔，就是盼望能夠照著特會的負擔，不僅

養包括餵養與顧惜，應該幫助已奉獻聖徒，尤其

對特會當場 142 位奉獻的聖徒們能有具體的實行

是中職聖徒要做榜樣，打開家邀約年青聖徒愛

之路；也能有持續鼓勵與監督的機制。特會的信

筵、陪晨興、家聚會、週末入住等。並且針對不

息中提到成全人的七個步驟：一、給人異象；二、

同的服事有專特的教導、成全與身體合適的配

帶人奉獻；三、把事交給人；四、給人訓練；五、

搭，避免青職聖徒落入從錯誤中學習的難處。

一直鼓勵；六、給人適當的獎勵；七、持續監督。

一直鼓勵、給人適當的獎勵、持續監督

特會的結束僅僅是達成成全人的前二步驟。
把事交給人

負責弟兄們或稍為老練的聖徒們要學習一直
鼓勵人，並且能持續對年幼聖徒有親密的關切，

目前各大組的奉獻心願單已整理完成，並已交

並且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負起監督的角色。監督

在各大組負責弟兄們的手上。各大組一同的配搭

不是要求或責備，監督乃是要有『羔羊的心，謙

弟兄們需要在九月底前，依據聖徒們在心願單中

卑的靈』，監督乃是把事、負擔交託給人之後，

奉獻的項目有規劃或安排，幫助聖徒們落實奉獻

讓聖徒們作主，作主張，學習讓別人作，一直鼓

並且把事交託給人，讓已奉獻的聖徒依其心願有

勵、給人適當的獎勵，自己只作榜樣作監督，必

份於各專項的服事。當然為能將人的心願與事的

竟榜樣是最好的成全。

需要之間有合適的安排，各大組負責弟兄們及專

成全聖徒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讓我們的召會

項服事者需要先行了解各大組及專項的服事需

生活是喜樂的生活，牧養的生活，讓我們彼此配

求；並儘速在九月底前召聚奉獻的聖徒們有交

搭、彼此順從、彼此接納、彼此相調、彼此關切；

通，並幫助青職聖徒在召會中就業，這是成全人

讓召會得著擴大、加強並建造，當召會從殿擴大

的第三步。

到城，而使地得恢復的時候，神的定旨就要完成。

給人訓練

（譚昌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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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會報導

殷勤服事，有祂無我

八月十九至二十日，全台青少年服事者相調聚
會在中部相調中心舉行，共七百三十五位聖徒參

羅的榜樣，不倚靠恩賜、發表和知識，反倒如勸
戒的父一般服事。

加。主題是『青少年服事者在主前自我的培育並

接著，交通到在生命長成中召會生活與事奉的

提昇』。首先，弟兄以哥林多前書所描繪的召會

關鍵。我們需要在生活中經歷耶穌基督並祂的釘

生活與事奉，作為我們的警惕。題醒我們跟隨保

十字架，服事纔能『無我』卻『滿有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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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輕看青少年的聚集，會前要有

歌。第二，神人生活─如何建立

豫備，好用那靈所教導的言語，把

晨興的生活。第三，校園開展─

青少年帶到主前。

如何建立校園小排，並在校園撒

弟兄們也幫助我們認識，服事的

福音的種子。

目的不是要產生一班令我們滿意

國高中六年的時光是人生的

的青少年，而是要為主豫備合用的

黃金時期，也是重要的轉變期。

器皿。故此我們不該因循，要有從

服事者的榜樣，對青少年有關鍵

神來的負擔；不強調外面的作法，卻要將生命分

性的影響。願我們在神面前都有這樣的心願，叫

賜給青少年。

每位經過我們服事的青少年，裏面都能留下基督

這次分組共研討三個主題。第一，屬靈教育─

的烙印。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如何幫助青少年一年讀經一遍並背唱二十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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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路加聖徒集調報導

緊緊跟隨 有分交通

路加聖徒集調於八月二十至二

海外開展方面，弟兄擺出

十一日，在中部相調中心舉行，

中南半島福音擴展的見

共有六百四十位聖徒與會。

證。我們的神是奮力活動

路加聖徒以路加為榜樣，緊緊

的神，但需要有人答應呼

跟隨職事。一九八七年李弟兄題

召與祂配合。二○○四年

到各界福音，隨即在台北三會所

藉著一位韓國聖徒，首先

開始了第一次聚集。期間雖有中

開啟了柬埔寨福音的門。

斷，仍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聚集直

在已過的福音節期，又有

到如今。這些年來，不只參與的

數位台中市召會的聖徒，

聖徒越來越多，見證也越過越豐富。除了海外醫

在身體裏前去配搭，一週內即有一百三十多位受

療服事的開展交通，也有各地路加聖徒的蒙恩分

浸得救。聖靈的工作是快的，因此在基督身體的

享。

原則裏，我們可以藉著禱告、財物奉獻，甚至實

今年弟兄們特別題到，路加聖徒的產生及成

際前往，一同有分，共同參與。

全，有賴於各地召會實際的服事。由兒童到大

最後，弟兄鼓勵所有聖徒把家打開，成為歡聚享

專，甚至青職進入職場，環環相扣，不容輕忽。

受主的所在。每次路加集調，見到路加聖徒和眷

有些路加聖徒也製作了短片，好向青少年傳輸路

屬在忙碌的醫療工作中，仍能緊緊跟隨，有分交

加服事的重要性及異象，使主能在聖徒的下一代

通，在各地竭力擺上，眾人再次得著鼓勵。願榮

繼續得著出路。

耀歸與神。

（轉載自台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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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神如何來作人的享受
第五篇 基督－話的中心與內容（一） 第六篇 基督－話的中心與內容（二）
約翰福音五章三十九節，主耶穌說，「你們查

用，就是為基督作見證。聖經就是神的說話，說

考聖經，…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聖經的功

出神來作基督，是因為神要把祂自己給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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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每一句話都是神向我

以至於死，其間受了人的羞辱、藐視、嗤笑，我

們說話，要把聖經裏的基督向我們開啟。基督這

們所受的就微不足道了，使我能堅定持續的走出

活的人位，向我們說活的話語，如果沒有基督，

去接觸人。

我們就不能明白聖經，全本聖經都是以基督為中

歌羅西三章十一節說，『惟有基督是一切。』

心，以基督為內容，只要我們摸到聖經就摸到基

基督既是萬有，是一切，我們在一切萬有裏，就

督。我們天天都來讀聖經，基督就天天成為我們

都能看見基督。好比每天早上一起來看見陽光照

的享受，並且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

射，就讓我們想到基督是我們的光，照亮我們；

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基督客觀的話，將成為我

當我們喫飯的時候，就想到基督是我們的飲食供

們主觀的經歷。

應我們；每次穿衣服的時候就想到基督是我們的

神之於人的一切故事，都在基督裏。神作人的

遮蓋，我們要把基督穿在身上；當我們要睡覺的

生命是在基督裏，神作人的亮光是在基督裏，神

時候就想到基督是我們的安息。所以基督是我們

作人的供應和豐富是在基督裏，神作人的安慰也

的一切，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可經歷基督是又

是在基督裏。神必須是基督，纔能給人主觀的經

活又真的神。只要我們願意讓祂在我們裏面凡事

歷和享受。當我在看望聖徒，牧養主的小羊時，

上居首位，我們就能夠活出不一樣的生活。原本

常常遇到各樣的問題，最好的回答就是回到靈

只顧到自己的需要，現在卻能顧到弟兄姊妹的需

裏，禱告是靈的基督，基督就成為我的智慧，說

要，原本只以自己為中心，現在卻能以基督與召

合式的話語，使我合式的照顧他們。當我在叩門

會為中心，是基督和祂的話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傳福音時，常常被人拒絕，當時想到主耶穌受苦

（張文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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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8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清華學生中心購置

當月收入

913,330

18,500

3,156,686

當月支出

1,497,088

18,500

5,291,015

當月結存

-583,758

0

-2,134,329

註: 清大學生中心購置裝修款目標 700 萬；截至 9/14 止奉獻收入計: 5,943,808 元,尚缺 1,056,192 元。

【禱告事項】
一、為竹苗區眾召會今年第四季達成各項預算（特別
是主日聚會人數）禱告。
二、為更多聖徒實行財物奉獻，以應付召會日益增加
的經常支出禱告。
三、青職代禱事項：1、請為各大組願意打開家傳福
音；接待：牧養成全青年人代禱。2、請為青職
聖徒願意操練過團體神人生活代禱。
四、大學代禱事項：請為竹苗區福音節期得救之初信
者（目前 69 人）後續牧養，使他們成為長存的
果子代禱。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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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最後一週為各家中
及校園排福音）代禱。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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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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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區張
炎柱弟兄（為胃腸基質瘤術後標靶治療代禱）。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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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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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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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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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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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累計奉獻款 5,943,808 元，尚缺

1,056,192 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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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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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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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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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

新
竹
縣

苗
市
縣

禱告

排生活

晨興

目標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兒童
排數

兒童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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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273
176
278
230
1291
160
174
120
120
70
60
26
70
45
25
30
566

253
239
150
190
170
1002
86
158
87
101
54
56
15
51
28
30
17
439

66
78
51
67
65
327
60
28
27
46
8
15
9
11
11
9
10
146

176
193
106
169
115
775
81
46
153
136
58
47
18
50
41
28
42
573

147
164
116
129
99
655
69
94
52
67
27
36
9
20
23
12
16
262

12
8
8
8
7
43
－
－
2
6
1
1
1
2
1
1
1
16

35
80
32
49
38
234
－
－
29
50
8
5
6
12
4
10
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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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30
40
200
20
40
20
20
20
20
20
630
2487

71
72
20
24
122
12
37

16
20
7
10
36
7
21

34
28
9
15
84
10
37

27
30
12
7
78
7
24

－
10
－
2
4
16
7

16
27
18
15
9

9
7
8
5
3

28
29
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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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5～9.11）

1
0
1
2
0
43
410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日期

內容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9/18（日） 15：00 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聚會於
芎林會所

9/19（一） 19：30 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9/20（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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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組核心交通

9/24（六） 10：00 兒童讀背經展覽於仁愛會所
9/25（日）
9/26（一）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9：30 負責弟兄召聚專項交通聚會

9/27（二） 禱告事奉聚會
9/28（三）
9/29（四）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徒聚會

9/30（五）
10/1（六）

大組核心交通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新約讀經心得

生命的禱告

主後 2011.09.18 第三三六期

照約翰福音的記載，主在地上對門徒的教導結
束在十六章。其末了一節，主下結論說，「我將
這些事對你們說了，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
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
經勝了世界。」明顯啟示我們，衪所有對我們說
的事只有一個目的，帶我們進到衪裏面有平安

命，從祂的人性釋放出來，進入許多信徒裏面
（23，24），以及祂的全人，包括祂的人性，都
被帶進榮耀裏（路二四 26）；也是由於父神聖的
元素，在祂的復活得榮裏，得著了彰顯。在祂的
復活裏，神答應並成就了祂的禱告（徒三 13～
15）。其次，這禱告也在召會裏得了成就。這是

（生命的結果），否則在世上就有苦難；在主裏
和在世界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範圍，前者有生命
的平安，後者有罪和死的苦難，因為主已經勝了

因為祂復活的生命藉祂許多肢體得了彰顯，祂就
在他們裏面得了榮耀，父也在祂裏面藉著召會得
了榮耀（弗三 21，提前三 15，16）。第三，這禱

世界，相當於生命勝過死亡。接下來十七章主被
捕離世前，向父作了一個很長的禱告，作為衪地
上職事的總結，不但含示主一切所作的，都在父
的旨意裏，需要父保守、成就；更暗示其中隱含
許多深奧寶貴的真理和啟示，是明瞭主心意、認
識神經綸極為重要的。謹簡要交通如下：
主禱告的第一句話，「父阿，時候到了，願你

告要在新耶路撒冷得著終極的成就，因為那時祂
要在榮耀裏完全得著彰顯，神也要在祂裏面，藉
著聖城得著榮耀，直到永遠（啟二一 11，23，24）
。
主這樣禱告，指明祂的身位，祂的神性；祂與父
同有神聖的榮耀。
在這冗長的禱告裏，主啟示父賜給門徒四樣寶
貴的禮物。首先，是「永遠的生命」
。
「認識你獨

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可說是破題。
主是神成為肉體，祂這肉體乃是一個帳幕，給神
在地上居住（約一 14）。祂神聖的元素限制在祂
的人性裏，如同神的榮光遮藏在帳幕裏。在變化
山上，祂神聖的元素曾從祂的肉體裏釋放出來，
彰顯在榮耀裏，為三個門徒所看見（太十七 1～
4，約一 14）
；但是過後，這神聖的元素又遮藏在
祂的肉體裏。主在這個禱告之先，曾豫言祂要得
榮耀，父也要在祂身上得榮耀（十二 23，十三
31，32）。現在祂要經過死，使祂人性的體殼得

一的真神，並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遠
的生命。」
（約十七 3）光認識獨一的真神還不夠
得永遠的生命，必須還要認識父所差來的耶穌基
督才行。猶太人和猶太教徒都認識耶和華那獨一
的真神，但不認識主耶穌基督，所以還沒有永遠
的生命。另外，由接下來主的禱告就知道，門徒
得永遠的生命關乎主在地上得榮耀（4）
，甚至和
父同得榮耀（5）。
其次，是「你（父）的名」（6）。舊約已經把
神與耶和華的名充分啟示給人，卻沒有把父的名

以破裂，讓祂神聖的元素，神聖的生命釋放出
來；祂也要復活，將祂的人性提高到神聖的元素
裏，並使祂神聖的元素得著彰顯，以致祂的全
人，包括神性和人性，都得著榮耀（十二 23）。
這樣，父也在祂身上得著榮耀（28）。因此，祂
為此禱告。主這關於神聖奧祕的禱告，要在三個
階段裏得著成就。首先，這禱告是在祂的復活裏
得著成就。這是由於祂神聖的元素，神聖的生

啟示出來，只有以賽亞稍微題到這名（賽九 6，
六三 16，六四 8）。子在父的名裏來，在父的名
裏行事（約五 43，十 25），要將父顯明給父所賜
給祂的人，並叫他們認識父的名（26）；這名啟
示父是生命的源頭（五 26）
，使生命繁殖並擴增；
許多兒子要從父而生（一 12，13），以彰顯父。
因此，父的名與神聖的生命有密切的關係，甚至
可視為一項。父的名還與愛有關，主結束衪的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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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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說，「我已叫他們認識了你（父）的名，並

也得著兒子的名分，具有父的生命和神聖的性情

且還要叫他們認識，使你愛我（子）的愛在他們
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十七 26）父名的主
要應用是保守門徒們，使他們成為一（11）。他
們在父的名裏蒙保守，藉此同享這名，並且在這
名裏成為一。因此，這是「一」的第一面，也就
是信徒被建造的第一面，乃是在父的名裏，憑著
父神聖的生命而有的一。在這個一的這面，信徒
由父的生命而生，享受父的名，就是父自己，作
他們這個一的要素。
第三，是「你的話」
（8，14）
，原文指兩種話，

（約十七 2，彼後一 4）
，好在子裏、在子的豐滿
裏（約一 16）彰顯父。本節的「一」是信徒中間
一的第三面，就是為著神團體的彰顯，在神聖榮
耀裏的一。在這個一的這面，信徒已完全否認
己，享受父的榮耀作他們那個被成全之一的要
素，得被建造而團體的彰顯神。這神聖使命的
一，成就了子的禱告，使祂在信徒的建造裏，完
全得著彰顯，得著榮耀；使父也在子的得榮裏完
全得著彰顯，得著榮耀。因此，信徒中間終極的
一乃是：(一)在神永遠的生命裏（在父的名裏）；

八節是神雷瑪－即時的話；而十四節卻是神婁格
斯－常時的話。雷瑪叫我們確實知道主是從父出
來的，並且信父差了子來（8）
；婁格斯卻用真理
（即實際）聖別他們，你的話（婁格斯）就是真

(二)藉著神聖別的話；並且(三)在神聖的榮耀裏，
彰顯三一神，直到永遠。為了使子完成這個一，
父賜給祂的有六項：權柄（2）
、信徒（2，6，9，
24）
、工作（4）
、話（8）
、父的名（11，12）和父

理（17）。不過無論如何，賜話的目的都是「使
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
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
我來。」（21）這是信徒中間「一」的第二面，
就是在三一神裏面，藉著聖別（藉神的話從世界
裏分別出來）而有的一。在這個一的這面，信徒

的榮耀（24）。為了使信徒有分於這個一，子賜
給信徒的有三項：永遠的生命（2）
、神聖別的話
（8，14）和神聖的榮耀（22）。
最後，在二十三和二十四節，主美妙地把相互
在裏面的「一」（那靈，弗四 3）、「愛（agape）」
（父，約壹四 8）和「榮耀」（子，約一 14，來

從世界裏分別出來歸給神，享受三一神作他們這
個一的要素。
第四，是「父賜給主的榮耀」
（22）
。主把這榮
耀賜給門徒們，使他們成為「一」
，正如我們（指
父與子）是一一樣（22）。父賜給子的榮耀，乃
是兒子的名分，具有父的生命和神聖的性情（五
26）
，好在父的豐滿裏彰顯父（一 18，十四 9，西
二 9，來一 3）
。子已將這榮耀賜給信徒，使他們

一 3）在自己裏聯結在一起。衪說，
「我在他們裏
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叫世人
知道是你差了我來，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
一樣。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
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
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非常值得你
我一再默想，深入揣摩。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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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讀經心得

但以理的前兩個異象

但以理書共十二章明顯分成兩段。前六章是第
一段論到，神墮落的選民在被擄之中，勝過撒但
進一步的詭計。其中第二章「大人像的異象」表
徵人類歷史中人類政權之總和，是本書支配的異
象（人類歷 史並政 權 發展皆照此 異象逐 漸 進
行）。後六章為第二段記載得勝之但以理的異
象。但以理的忠信與得勝，使他有地位和對的角
度，從神接受異象。其中七、八兩章但以理所見

的異象約在大人像異象發生後五十年，但其內容
兩者大致相同，只是但以理多看見一些細節罷
了。為何多年後，神還要換一個角度將這支配異
象再度啟示但以理一次？除了這異象至關重要
外，有一顯注差異在於但以理所見異象加進了神
（但七 9，10）和人子（13，14）的異象，並與
聖民的關係（21，25，八 11～14）；換句話說，
是由神經綸的角度啟示的。下面僅摘要交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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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要點和屬靈應用。

（25），最終牠的權柄必被奪去，以致毀壞、滅

本段開始前一章記載但以理在敬拜神的事上
忠信、絕對，寧願被扔在獅子坑中，仍要保持素
常所行，一日三次，雙膝跪下，向神禱告感謝。
自然最後神從獅子口中拯救了他，大利烏王看見
神的作為，而大大稱頌、尊崇神。這事件按時間
序，應發生在七、八章事蹟之前，但以理書如此
記載可能有意暗示，神只將重大異象和相關屬靈
解釋託付給向衪絕對忠信，不怕死的得勝者。
七章講到從地中海出來的四個獸，特別強調夜
間的異象（七 2，7，13），表徵在此異象中聖民

絕，一直到底。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尊大，
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祂的國是永遠的國，一切
掌權的都必事奉祂，順從祂（26，27）。然而在
這段異象的敘述中間，但以理插入兩個關於神和
人子的異象。九、十節講到坐寶座（有宇宙的權
柄）的神，其輪乃是烈火，表徵衪公義聖別審判
的行動，如火河流出，千萬事奉者侍立，案卷都
展開了。再到十三、十四節，又在夜間異象中看
見人子駕雲而來，到神那裏，權柄、榮耀、國度
都給了祂，使各族、各國、各方言的人都事奉祂。

將受苦難，神也暫時隱藏。四個大獸的頭一個（表
徵尼布甲尼撒王）作人政權掌權者的象徵，有一
特點值得注意，就是它顯出獅、鷹和人的樣子和
四活物（結一 10）十分相像，只缺牛。這似乎暗

祂的權柄是永遠的權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
毀壞。正對應大人像異象末了那塊石頭的豫言
（二 34，35，44，45）。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寶
座上神之異象是為著公義、聖別審判列國；而人

示地上掌權者有時也會顯出和「神的異象」相似
的外表樣子，不過在殷勤服事，忍辱負重，作僕
人的這一面總是有所缺的，是無法偽裝欺騙的。
連主在地上時都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太二十 28）何況主的門
徒和服事者豈不更該作僕役（26）
、作奴僕（27）。

子之異象卻為對付敵基督，拯救聖民，帶進基督
的權柄、榮耀和永遠的國度。
接下來到第八章，約三年後，但以理在以攔省
書珊城中，烏萊河邊，又見異象，由豫表即將到
來的瑪代波斯帝國之雙角公綿羊說起，特別詳述
關於豫表敵基督的敘利亞王安提阿克四世以比

另外，這獸的翅膀很快就被拔去（但七 4）
，表示
神不容許牠長期假冒屬天、超越，很快就會露出
馬腳的。第四獸最特別，除可怕可懼，無現成的
動物可比擬外，但以理還特別指出「這獸與前三
獸不同」。到底有何不同？十九、二十節給了答
案。十九節即前面提過的凶殘暴烈；而二十節暗
示牠不像前三獸那樣是一位王，而是一段有關
「敵基督」的歷史發展，包括許多的國和王，直

凡尼（175BC～164BC）相關事蹟的豫言（八 9～
14）和它的屬靈講解（15～27）
。其中有一點特別
值得留意，就是但以理一再受提醒這異象是關於
末期的（17，19，23，26）
。我們今日讀但以理書，
似乎應體認這話更是為著我們這些活在末期，豫
備迎接主再來的信徒。我們應效法但以理儘力尋
求明白（15～17），以免末世特別三年半大災難
來臨時，驚慌失措、後悔莫及。

到末世三年半大災難，聖民交付牠手中受折磨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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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基礎造就蒙恩見證

信息淺顯又深入，生活中操練活出

感謝讚美主! 回台兩年了，第一次到中部相調
中心參加基礎造就。我這次參加的是 B 班—基督
徒生活。
第一篇「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對於每個人幾
乎都會背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著」這句話，我以前也常常期望自

己有天也能如此宣告。今天弟兄卻說，我錯了，
因為主的生命已經在我裏面。這是事實。所以，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這是方法，不是目標。而我以前卻是把這
當成目標。這就像我們有高鐵的票，我們只要搭
上高鐵就好了，不要自己去跟高鐵賽跑。

第一篇還有一個點很摸著我，就是"免活"的想

我們這種婚後才信主的，就要相信並支取主的

法。以前知道基督已經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們的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了，我們已
經被了結，被神解雇了。但是那時我還沒開竅，
還是很辛苦的的活著，就是無法達到讓基督在我
裏面作王。而這篇信息卻告訴我，"我已經作得
夠了，真的不行了，今天我不管了，你來吧！從
今以後，讓你來活吧!"。我做妻子做夠了，我做
媽媽做夠了，我累了，我不行了，讓主來作吧！
我不需要尋求解脫，居然就是這麼簡單，就是我
"免活"，讓主來活。只有死透了才有安息! 我只

話，且要以純潔的品性，使人信服。活出來的比
傳講的更好用。我需要禱告神，讓我有溫柔安靜
的靈裝飾，也為我的先生得救禱告。
第四篇「基督徒的理財」，這裏告訴我們，基
督徒理財的方法和不信的人是不同的。不信的人
是儲蓄，是量入為出。但是基督徒的理財卻是要
我們把錢拿出去種，是量出為入。”種”跟”
丟”的思想很震撼我，我們的錢財是拿出去種，
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基督徒的理財方式：
1、是要把錢拿出去種；2、是要奉獻給神；3、

需要安息在主裏。我是已經報廢的老爺車，不該
不捨得那些還能用的零件，不該留戀有老爺車陪
伴的日子，我只配報廢。
第二篇「基督徒的言語」。說到言語代表一個

是要把錢散出去；4、是一切都拚上為著神；5、
是供給的答應。
第五篇「藉苦難以得榮耀」。第一大點講到苦
難的由來，是因著人類的墮落，並且是因著撒旦

人的心，心裏想的，嘴裏就說出。所以在言語上，
我們要看見，說謊是出於撒旦，不要讓謊言在神
的兒女身上有地位。我們天然的人也喜歡憑好惡
說話，喜歡加進自己的意思，並喜歡誇大其詞，
所以我們該操練做個誠實的人。閒話不能說，說
閒話會漏掉神的生命。惡言不能說，要學習說祝

在背後操縱，更是由於神的美意。哦！是因著神
的美意！神已經拯救了我，為要成全我，且從我
們身上去掉不該有的東西。我們的態度很重要。
我們是要攔阻神在我們身上的製作？還是要配
合神的製作？我們需要認識神大能的手。基督徒
沒有巧合，沒有意外，沒有倒楣，一切都是神大

福的話。要受約束不多話，並且要注意聽話。要
拒絕聽八卦，與生命無關的，與建造無關的，不
要聽不要說，要拒絕當垃圾桶，垃圾桶只會引來
蒼蠅。在言語上我們要做今日的得勝者，說見證
的話。
我很有感覺的是"抱怨的話"也不要說，我老是
喜歡抱怨，希望得到先生的愛憐，希望得到姊姊
的安慰，但是抱怨只會使家裏氣氛更不好，抱怨

能的手。苦難是神所許可的，但是我們需要順
服，並且需要抵擋從撒旦來的消極思想。苦難不
但在消極方面要濾掉我們深處的渣滓，還要在積
極方面穩固我們屬靈的東西。這就好像窯匠在花
瓶的外面畫上各樣的圖案，還需要放到高溫的窯
裏經過火燒，圖案才得以穩固。

只會漏掉神的生命，抱怨只會攔阻我先生得救。
求主管制我的口，不說抱怨的話，只將生命的話
供應給人。
第三篇「基督徒婚姻蒙恩的祕訣」。讓我們看
見婚姻乃是神定規的，配偶是幫助者，是為要彼
此幫助，為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難怪我老覺
得在婚姻中急驚風總是碰上慢郎中，原來神是要
他們互相補足，互為幫助。基督徒是無法離婚
的，所以對於結婚的對象，要嚴謹的看待，要有
相同的信仰，才不會受虧損，離棄信仰。而對於

每篇信息藉著弟兄的講解並舉例說明，淺顯易
懂，卻又如此深入。會後的分享更藉著眾弟兄姊
妹對於自己的摸著點分享，讓我有更多的亮光與
看見。但聽了之後更需要有生活的操練，讓主的
生命在我

（樊林文如）

采風邀稿～
歡迎投稿得救及各環蒙恩見證至新竹市召
會執事室信箱：chinhc@mail2000.com.tw 們裏
面活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