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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不懈怠 相調心開懷 活力無阻礙 增區新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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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負擔達成(二)
為著新路的實行，達到召會人數的繁增，我們
需要作預算、訂目標來逐步成就。李弟兄在「忠
信殷勤的傳揚真理」一書中提到：要達到目標就
一定要作統計。一般公司行號，沒有不作預算統
計的，否則一定失敗。所以，不要輕看這事，這
乃是很寶貴的一件事。…實際上，統計乃是幫助
我們設定目標，督促我們往前。
各小區既已訂出人數的目標，聖徒們就該齊心
努力，殷勤的在各區經營，達成我們向主所許的
心願。一面要加強實行晨興、禱告、相調的生活，
使我們有活力、有能力並有動力來實行新路。另
一面要藉著多方的福音行動並配合牧養、餵養以
得著新人並留住人。
家中聚會－聚會最高、最獨特的路
聖經清楚指明，初期信徒過召會生活，都是在
家裏。使徒行傳記載，在耶路撒冷的召會一下有
三千人得救，一下又有五千人得救；這些人除了
在殿裏聚集，也是挨家挨戶的聚會（徒二 46）
。
「挨
家挨戶」指明他們不是挑選一些適合他們目的
家，乃是包括每一個家。在這樣的聚集裏，有禱
告、擘餅、又有傳福音、教訓（講道）再加上交
通…，並且存著歡躍單純的心用飯，結果得到眾
民的喜愛。當召會生活實際的成為他們日常生活
的顯出，主就將得救的人天天與他們加在一起。
這是召會生活開始時的第一個榜樣，聖徒們都該
積極恢復這樣的實行。
把聚會作到家－屬靈到家的果效
今天召會生活慢慢有一點形式化，不夠那樣新
鮮活潑，而能得人、留人並成全人，乃在於沒有
作到家中去。召會要得著擴增，我們需要有家中
聚會。不只我們的家要打開成為聖徒過召會生活

期

的範圍；在傳福音帶得救的人家裏，也要建立家
中聚會。如果能這樣作，就能家家總動員，老少
皆兵，統統成為主的精兵。在家中聚會裏，可以
叫鄰舍知道這一家是信主的。對於見證、傳福音
都是大有益處。多少不肯到「禮拜堂」去的人，
是肯到家裏來的。這種影響對基督徒家庭最有幫
助；孩子從小就被屬靈的空氣環繞，時常有機會
看見永遠事物的實際。（『工作的再思』第九章）我們
必須看見，主帶領我們的路乃是把祂的召會建造
在聖徒的家裏。召會一建造到家裏，就能變化
家。原來常吵嘴的夫妻，因著聚會就不吵了，孩
子也蒙保守，不隨潮流走，結果就出來正當的家。
家打開傳福音得青年人
今天得青年人要從校園、職場與社區中來得。
一面我們鼓勵青年人去校園、去職場、去社區接
觸人，但一面又要他們預備家來接待人，就太為
難了。我們需要…最年長的禱告，中年人預備他
們的家打開。…人來了就請他們喫喝一些東西。
這會摸著他們的心。在傳福音的事上，我們不需
任何花招。我們只該禱告，傳講話語，並打開我
們的家。(那靈與基督的身體 130～131 頁）我們應該在
身體中團體的來作這一切。這需要許多的交通與
配搭。…我們若在身體中配搭，就沒有什麼能攔
阻我們的傳揚。
生活中實行相調使召會翻轉過來成為新的召會
召會要得擴增，在於召會生活有衝擊力。衝擊
力乃在於同心合意，實際上就是調和（相調的實
行）。
主耶穌與門徒同在三年半之久，天天都在相
調。行傳和書信裏，早期的使徒也在聖徒中間作
同樣的相調。所以我們都該起來進入相調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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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們作這事可以用三種方式：打電話給別
來在一起，我們談到主耶穌，談到祂的聖言，並
人，主日早晨接觸人，邀請人到我們家並接受邀
談到我們屬靈的經歷。這種接觸會使召會翻轉過
請到別人家。我們邀請人到我們家的時候，不必
來，我們會使召會成為新的召會。(活力排的訓練與
預備豐盛的筵席，只要預備簡單的飯食就可以。
實行，84 頁)
我們在一起不是為著喫，乃是為著相調。當我們
（林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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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福音節期報導

當用各樣的智慧傳揚福音

在開學兩週的烏魚季裏，交大與四大組的弟兄
姊妹，在身體裏配搭，以小組的方式傳揚福音，
一同經歷主的祝福。
從全台大專期初特會開始，弟兄們交通到建造
基督身體，需要人的奉獻，沒有奉獻，建造就不
會成功。因此，弟兄姊妹紛紛把自己再更新的獻
給主，甘願被主擊敗，羨慕在凱旋的行列中顯揚
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在實際的安排上，我們舉辦了八場的福音茶
會。從新生搬進宿舍的第一天，我們就開始叩門
邀約，帶到茶會裏傳講福音，幾乎每一場都有人
得救。在職的配搭也是重要的一環，他們對福音
的負擔實在激勵學生弟兄姊妹。有許多聖徒在非
安排配搭的時段，也先跑來試試水溫；更有弟兄
獨自接觸了五位，帶來會中全都受浸得救。

這次也經歷了許多的調整，從一開始的福音短
講，轉型到小組分享人生的奧秘，在轉折處主豐
厚的祝福我們，第一週週四當晚就有五位受浸。
而中秋的烤肉相調前，弟兄姊妹也來在一起為著
當天的詩歌見證聚會禁食禱告。會中聖徒見證他
們是如何在召會生活裏被永遠的愛所摸著，會後
便有福音朋友受感歸入主名。
這次的福音行動規劃主要是由學生拿起，經驗
不足難免有缺欠。但我們能見證，雖然常有軟
弱，但只要轉向主，並藉著小組的配搭，人人擺
上自己的一份，福音朋友就被折服。感謝主，在
兩週內加給我們二十一個果子，連暑假期間得救
的，合計共有二十五位！盼望這二十五位新人，
經由堅定持續的牧養都能常存在召會生活中。
（陳彥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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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在中東地區近期之擴展
負擔
李弟兄於主後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在臺北
釋放“真理的認識與生命的長大，為配合召會的
擴增與開展”的信息中提到“盼望我們眾人都
安靜在主面前，重新考慮我們的道路和前途。我
們已經蒙恩得救，等候將來見主，這對我們是很
好的出路； 然而，我 們必須考量 主有沒有 出
路。……實在說，我們應當從臺灣打發聖徒往外
開展，第一個該去的就是印度和毗鄰的緬
甸。……另外有阿拉伯世界，也是一片荒涼，需
要我們從主接受負擔去開展。”
李弟兄接著交通到“第一步—福音化、真理化
臺灣；第二步—接受負擔向國外開展”他說：
“復活的基督，要他在升天裏的繁殖（見證人）
普及到地極。……現在不必說到地極，就是印
度、緬甸，以及再遠一點的阿拉伯國家，都需要

主的繁殖能普及到那裏。”
現況
一、埃及、黎巴嫩和約旦：
埃及目前尚未有主的見證，但因著弟兄們的到
訪、接觸，使當地的一些牧師開始欣賞主恢復的
職事，現仍在繼續接觸中。Rhema 出版社也參加
過幾次當地的書展。已過幾年，一些在北美的聖
徒週週為埃及有定時禱告。已過一年，主在亞洲
行動（LMA）服事者亦週週借國際會議視訊網路
定時為埃及禱告。
黎巴嫩首府貝魯特於去年十一月開始了第一
次的擘餅聚會。現聖徒人數雖僅有十數位，但已
有一些阿拉伯語聖徒參與。十年來，一對來自美
國的夫婦（太太是約旦人）一直在翻譯阿拉伯語
的職事文字。
約旦南方瀕臨紅海，自由港阿克巴，有十數位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報導

2011.10.02

華語聖徒在當地經商，很有心願配合主在中東地
復本聖經“約翰福音”已初步翻譯完成。現 LMA
區的福音行動。已過兩年，借弟兄們的來訪，有
服事者與一些境外伊朗聖徒週週有定時禱告。
些新人陸續受浸得救。
代禱：
二、GCC—海灣六國（UAE、沙烏地、科威特、
1、求主在中東地區，捆綁撒但和他所有的計謀，
卡達、阿曼、巴林）
並釋放神全般的祝福。
海灣六國，現共有 12 處召會、300 多位聖徒，
2、為主在中東地區的福音開展禱告。藉禱告、
其中大多為青年人，主要來自菲律賓及印度。聚
讀經、福音活力排的實行，得著當地新人。
會以英語為主，有超過 20 位聖徒參加過菲律賓
3、為聖徒們被成全禱告，使他們能實行神命定
全時間訓練。聖徒們工作時間較長，卻渴慕相
的路，好與主在中東的行動配合。
調，每年十一月初在 Dubai 有為期三天的 GCC 國
4、為職事文字翻譯成阿拉伯文、波斯文禱告，
際相調特會。因著近兩年弟兄們的訪問，聖徒們
求主加速此服事。
開始接受負擔為本地人得救禱告，實行活力排，
5、求主興起更多的年輕全時間服事者，使他們
並願意開始操練過團體神人生活。現 LMA 服事
成為中東地區的祝福。
者週週與 GCC 服事弟兄們定時禱告。
6、求主加強中東地區網路文字服事。
三、伊朗：
7、為要來十一月在 Dubai 的 GCC 國際相調特會
伊朗目前只有少數聖徒，全國基督徒比例約有
禱告。
（張光惠-轉載自展翅飛鷹網站）
1～2％。當地居民對中國人特別友好。波斯文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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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與神人調和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第一篇
第二篇

兩面的禱告—交通的禱告與求問的禱告
學習交通與被神使用

禱 告 就 其 功 用 而 言，可 分 為 兩 面：一 是
交 通 的 禱 告 ，一 是 求 問 的 禱 告 。 禱告第一
面的意義，就是用靈接觸神，吸取神，將全人調
回靈裏與神交通；換句話說，就是接觸神，摸著
神，讓神有機會與我們調和，消除我們一切的難
處。
我們到主前禱告，不該先為任何事祈求，乃當
先把全人調回靈裏，把整個人擺在主的面光中，
等候主來運行、光照、啟示、塗抹、灌輸、調和、
充滿、浸透；並讓主來顯明我們的弱點、錯誤、
攔阻、難處。若是我們肯好好的承認，並讓主除

活在與神的交通裏，經歷神人的調和，不僅是
基督徒生命長大及事奉的祕訣，更是經歷神完整
救恩的必經過程；這乃是愛主、事奉主者，一生
必學的功課。
第二面的禱告是求 問 的 禱 告 ，在我們的禱告
裏求 問 該 過 於 求 告 ，好的禱告都是求問，不
是你的意思給神知道了，乃是神的意思給你知道
了。大衛是一個最會禱告的人，他常常求問耶和
華，因為求問的禱告是最好的禱告，最尊重神的
禱告。
學習交通就是摸著神的同在，神的靈與我們的

去這一切的難處，我們的良心就得以平靜，而沒
有絲毫的控告，我們的靈裏也必滿了神的同在。
在這交通的 禱 告 中，一面，人在靈裏接觸神、
吸取神；另一面，當神摸著人的心思、情感、意
志，向人有所要求時，需要人肯被主破碎、純潔
並折服。如此，神屬靈的性質和祂生命的內容，
就得以調到人的各部分裏。

靈同在，我們裏面就感覺到生命、平安和自由；
所以當我們深處感覺生命、平安和自由，那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時候。生命的長大和工作上的功
用，其根基在於生命的交通，我們要為主所用，
所該注意的乃是交通，而不是善惡對錯。當摸著
神的同在和神的生命，避開死亡。摸著生命的
流，才能為神所用。
(陳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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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為青
職福音邀約職場同事（一人帶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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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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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各校園排傳福音及十月各
大組青少年福音聚會邀人、得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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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事項】 ──────────────────
一、全召會青職福音聚會：10/21(五)19：30 於科園會
所舉行。盼望聖徒竭力邀約各界的青年朋友和同
事與會。18:30～19:15 提供簡便飯食。
二、全台姊妹事奉相調特會：共分四個梯次，竹苗區
原則上鼓勵報名第三、四梯次：第三梯次 10/31
（一）16：00～11/2（三）中午止；第四梯次 11/3
（四）16：00～11/5（六）中午止。地點：中部
相調中心，費用：每人 1,200 元，請於 10/15 前報
名並繳費。（詳閱通啟）
三、竹苗區眾召會青職聖徒相調：11/5（六）～11/6
（日）於東勢林場舉辦。歡迎所有青職聖徒（福
音朋友）和有心願服事青職的家，踴躍報名參

加。請向各小區報名，再彙整至執事室。（詳閱
通啟）
四、冬季結晶讀經訓練：12/26～12/31 於美國安那翰
水流職事站園區舉行，報名截止日期：10/24（詳
閱通啟）
五、清華學生中心購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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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累計奉獻款 6,758,208 元，尚缺 241,792
元)
六、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10 月追求進度：第十章。
七、書房報告：「2012 月曆、信徒日誌、李常受文集
合購」豫約單截止日期：10/31。

︽︽︽︽︽︽︽︽︽︽︽︽︽︽︽︽︽︽︽︽︽︽︽︽︽︽︽︽︽︽︽︽︽︽︽︽︽︽︽︽︽︽︽
【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 （2011.9.19～2011.9.25）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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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排生活

晨興

兒童

兒童

目標 人數 目標 人數 目標 人數 目標 人數 排數

人數

334
273
176
283
230
1296
160
174
120
130
70
60
26
70
45
25
30
576
100
100
30
40
200
20
40
20
20
20
20
20
630

305
252
153
233
206
1149
147
160
87
118
59
67
25
51
41
19
25
492
79
77
21
27
130
14
33
20
14
23
14
8
460

123
101
56
130
110
520
－
33
40
50
16
20
13
—
15
12
20
186
—
—
—
—
45
12
20
10
10
10
10
10
127

2497 2101 833

91 241 219
74 271 192
43 174 145
67 227 206
73 256 159
348 1169 948
67 － 129
27 106 92
24 200 153
37 170 141
10
80
65
12
70
39
10
30
37
9
— 50
15
45
39
9
30
20
9
50
39
135 675 583
23 — 47
29 — 14
6
—
9
9
— 21
45
76
80
8
12
11
13
30
33
8
20
29
8
20
18
9
20
27
7
20
18
0
20
13
165 218 320

203
193
120
201
155
872
－
84
80
80
40
50
16
—
30
16
20
332
—
—
—
—
90
14
30
14
14
14
14
14
204

199
165
116
168
103
751
84
93
53
66
27
34
13
20
25
14
18
270
28
25
9
15
77
7
24
20
11
11
12
6
245

12
8
8
8
7
43
－
－
3
6
1
1
1
2
1
1
1
17
3
5
1
1
3
1
1
1
1
1
1
1
20

56
64
40
38
49
247
－
－
30
27
8
10
10
10
4
10
5
114
1
16
4
4
30
16
10
1
0
0
2
0
84

648 2062 1851 1408 1266

80

445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日期
10/2（日）
10/3（一）
10/4（二）

內容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9:30 小五小六集中於新光會所
19：30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全召會集中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10/5（三）
10/6（四）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0/7（五）
10/8（六）
10/9（日）
10/10（一）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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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擴大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10/12（三）
10/13（四）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0/14（五）
10/15（六）

大組核心交通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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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記念眷顧人，叫人得著牧養

詩篇八篇四節：「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

「記念」原文的意思是存記在心上，主要在思

人（直譯，人的兒子）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想上，在心上；因此，尚無具體行動。但「眷顧」

這裏第一個人的原文是以挪士，意即必死的人；

原文的意思是臨到、訪問；所以是帶著具體的行

第二個人的原文是亞當，即神所造的人。希伯來

動。神乃是先在祂的心上記念人，在祂的經綸裏

書二章六節引用此話時，人的原文並無分別，但

考慮人，再根據祂的經綸來眷顧人，就是臨及

根據上下文我們得知這人乃是指耶穌。（來二 9）

人，好將祂自己分賜到人裏面，以成就祂的經

希伯來書的作者乃是為了要向猶太信徒陳明，基

綸。這正符合主在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所說的，
「我

督在祂的人性裏超越天使，所以引用了詩篇八篇

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

的經文。這些經文不僅清楚的啟示基督超越天

們需要對眷顧這詞有深刻的印象。神並非只是心

使，也啟示人在神眼中是何等重要。二章五節

裏想著人，想要照顧人，但卻是只叫天使或其他

說：「我們所說要來的世界，（直譯，居人之地）

的造物來服事人。不！神乃是親自來臨及人，為

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聖經的末了啟示錄讓

著眷顧人；甚至是進到人裏面來背負人，在人裏

我們看見，在千年國裏得勝者要與基督一同作

面變化人，至終要使人成為與祂一式一樣。說到

王，（啟二十 4，6）而至終在永世的新天新地新

基督來到世上與人有關，約翰福音三章十七節

耶路撒冷裏，所有神的選民要與基督一同作王。

說：「因為神差祂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

（二二 5）難怪無論在舊約或在新約，神要顧念

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藉祂得救。」得救真正的

人，並且要眷顧人。

意義就是得著神自己。

藉著生命讀經和恢復本註解的幫助，我們看見

今天基督已經死而復活，並在諸天之上，祂如

神乃是藉著成為肉體來眷顧人。從希伯來書二章

何能實際的繼續眷顧人呢？乃是藉著我們這班

六至十八節，我們可以看見基督藉著成為肉體來

已經蒙祂眷顧的人去接觸、拜訪需要的人。放眼

眷顧人，達到幾方面的目的：為我們嘗到死味以

看去，無論在召會中，或在召會之外，無論是信

蒙救贖，（9）領我們這許多神的兒子進榮耀裏

徒，或是未得救的人，到處都是需要的人。他們

去，（10）使我們得以聖別，（11）廢除那掌死權

需要我們去見他們，好使神能藉著我們去到人面

的魔鬼以釋放我們脫離死的奴役，（14～15）為

前來眷顧他們。首先我們當將人放在我們心上記

我們的罪成就平息，（17）在我們受試誘時幫助

念他們，為他們禱告；接著就應當前去眷顧他

我們。
（18）這些點都可看作是神對我們的眷顧。

們，將神分賜給他們。若單有禱告記念，卻未前

由此可見，神眷顧人最終的目的，乃是要藉著祂

去拜訪，神就無法實際的眷顧到人；但若僅僅前

的成為肉體，經過死而復活，作為賜生命的靈，

去拜訪人，卻缺少禱告記念，則我們的去將缺少

能以分賜到人的三部分裏，使我們至終能進入榮

神聖的分賜。因此，我們當一面在神面前孜孜記

耀，就是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為與祂一式

念需要的人，一面又當殷勤走訪他們。願所有蒙

一樣，只是無分於祂的神格。因此，今天神眷顧

神眷顧的人都起來與神配合，使所有的浪子都回

人，主要是為著將祂自己分賜到人裏面作生命和

到父的家中。

（盧正五）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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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相調
舊約讀經心得

2011.10.02

七十個七的異象

大利烏王在位第一年，但以理從經書（應是耶

十三 30，二五 32～33，41，啟十九 19～21）撒

利米書）得知，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

但要被捆綁並扔在無底坑裏。（啟二十 1～3）千

滿，他就認真地禁食，披麻蒙灰，面向主神尋求，

年國結束時，在人類向神末了一次的背叛中，受

禱告、懇求、認罪。但以理作了很長的禱告（但

迷惑的列國（連同撒但）要被除去；（啟二十 7

九 4～19）
，不只承認自己的罪，也承認他本民以

～10）千年國之後，已死的不信者和鬼要在白色

色列的罪，為神的聖山（指錫安山，聖殿所在）

大寶座前受審判被清除。（啟二十 11～15）從千

在神面前懇求。正當他禱告說話的時候，加百列

年國起，將有基督永遠的國，連同祂的義，就是

（意神的戰士，是神的信使）就對他說，「現在

永遠的義。在千年國裏，基督將是那義者，（耶

我出來要使你有見識，有聰明。你初懇求的時

二三 5）祂要以公義治理千年國。
（賽十一 4～5）

候，就有命令發出，我來告訴你，因你是大蒙眷

至終，在永世裏，義要居住在新天新地中，直到

愛的；所以你要明白這事，思想這異象。」（22

永遠（彼後三 13 與註 4）
。而「封住異象和豫言」

～23）這段開頭的話，顯然告訴但以理幾件事：

就是指在第七號吹響時，結束奧祕的時代。（啟

一、他是蒙神大愛的，所以神啟示他這異象；二、

十 7 與註 2）因著神一切的奧祕都要成就，就不

他初懇求，神就迫不及待地發命令，要加百列告

再需要異象或豫言。國度時代將有君王和祭司，

訴他；三、神賜他見識、聰明，使他明白並思想

（啟二十 6）卻沒有申言者。
「膏至聖所」是因為

這異象。即使今天新約時代，這三點對所有愛

但以理禱告的時候，至聖所受到污染、玷污並毀

神，切慕明白神這七十個七的時代異象的人，仍

壞；但當截定的時候來到，至聖所要合式的被膏

是必要條件。

抹。這意思是，對神的事奉要得著恢復。（十一

但以理雖從經書得知七十年以色列人歸回的

31，十二 11，12）

異象，並為此迫切禱告，然而神給他的異象卻遠

二十五節仔細說到七十個七分為三部分，每個

比他所求、所要的，更大更遠且關乎世代終結與

七是七年之久。（見新約聖經恢復本所附『七十

聖民永遠得贖的異象。記得新約，彼得問主，赦

個七與基督來臨並聖徒被提圖。』）首先，七個

免得罪他的弟兄，七次夠嗎？主回答，要七十個

七（四十九年）的截定，是從出令重新修建耶路

七次。顯然七十個七表徵今世無窮、無盡的赦

撒冷（尼二 1～8），到重建完成（約從尼希米歸

免，而神對背叛、淫亂、犯罪的以色列正是如此。

回的主前四四五年到耶路撒冷連街帶濠重建完

但以理異象的內容乃是七十個七，就是神截定給

成，約在主前三九六年）
。第二，六十二個七（四

祂百姓和祂聖城的定命。七十個七的目的是要終

百三十四年）的截定，是從耶路撒冷重建完成，

止過犯，了結罪惡，為罪孽成就平息，帶進永遠

到彌賽亞被剪除（釘十字架，但九 26。約從主前

的義，封住異象和豫言，並膏至聖所。在舊造裏

三九六年至主後三十八年；註：西元誤算四年）

人類政權之下，過犯、罪惡和罪孽到處盛行。當

第三，末七的七年，將是敵基督與以色列人堅定

基督在所定的時候，來砸碎人類政權時，（二 34

盟約之時。（27）

～35）過犯要被終止，罪惡要被了結，為著罪孽

在七十個七的前六十九個七和末七之間，有一

要成就平息。然後，永遠的義要被帶進，異象和

段長短不明的期間。這段期間就是奧祕的時代，

豫言要被封住，並且至聖所要被膏抹。

恩典的時代，召會的時代。
（弗三 3～11，五 32，

二十四節「帶進永遠的義」是指當基督回來，

西一 27）在這時代中，基督祕密的、奧祕的在新

時代結束時，地上就不再有不義。主回來之後，

造裏建造召會，作祂的身體和新婦。（弗五 25～

地上一切邪惡的人事物，都要被掃進火湖裏，
（太

32）當新造在生命裏成熟，就要聯於基督，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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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作祂的配偶。（啟十九 7～9）在七十個

二十六節中的「一王」是指羅馬帝國太子提

七之末七的末了，基督迎娶祂的新婦之後，要同

多，他在主後七十年帶著軍隊來毀滅這城和聖所

著祂的新婦軍隊，作為那非人手所鑿出來的石

（殿）如主耶穌在太二四 2 所豫言的。而接下來

頭，來把大人像從腳趾到頭砸碎，將那直接與神

二十七節起頭的「他」卻是指提多所豫表的「敵

爭戰的人類政權毀滅。藉著這個砸碎，舊造裏人

基督」
，在此由提多（即 26 節所題的王）所豫表。

類政權的問題將得著解決。然後，基督同祂的得

在七十個七之末七的開始，也就是今世末了的七

勝者要擴增成為一座大山，充滿全地。（二 34～

年，敵基督要與以色列人堅定和平盟約。在這末

35）

七之半，敵基督要毀約，使祭祀和供獻止息。
（十

二十六節豫言彌賽亞（即基督）必被剪除，是

二 11）這就是持續三年半（七 25，十二 7，啟十

指基督的釘十字架，乃是將舊造連同舊造裏人類

一 2～3，十二 6，14，十三 5）之大災難（太二

的政權了結，並使神的新造連同神新造裏作神聖

四 21）的起頭。在大災難期間，忠信的猶太人和

行政之神永遠的國，藉著基督的復活，
（彼前一 3）

仍存留在地上的基督徒，都要遭受敵基督的逼

有新生的起頭。因此，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工作的

迫。
（七 21，25，啟十三 7）敵基督使祭祀和供獻

中心與普及。但以理書有一特徵，就是劃出時代

止息之後，要以那造成荒涼者的可憎之物（敵基

的分界線。首先，當基督第一次顯現時，祂的釘

督的偶像—十二 11，太二四 15，啟十三 14～15，

十字架乃是界碑，了結舊造的時代，使新造的時

帖後二 4）代替之。這些偶像要留在殿裏三年半，

代在基督的復活裏有新生的起頭。基督這位末後

直到所定之完全的毀壞傾倒在那造成荒涼者敵

的亞當，在祂的釘十字架裏了結了舊造；（林後

基督的身上。（二 34～35 上，帖後二 8，啟十七

五 14）在祂的復活裏，祂成為使人有新生起頭的

14，十九 20）聖殿要遭敵基督蹂躪並玷污，這事

靈，就是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使神所有

實有力的指明，主後七十年遭提多和羅馬軍隊毀

的選民在祂的復活裏有新生的起頭，（約十二

壞而尚未重建的聖殿，猶太人要在七十個七完成

24，彼前一 3）成為神的新造。
（林後五 17，加六

以前重建。這是基督回來以前必要發生的末了兆

15）這新造開始於在基督裏的信徒作神的眾子，

頭之一。本節提到「以那造成荒涼者的可憎之物」

（加三 26）並作構成基督身體的眾肢體。（林前

直譯，在可憎之物的翅膀上，有使（聖地）荒涼

十二 27）這身體要長大，（弗四 13～16）至終要

者。這整句的原文意不詳；本節這一句的繙譯，

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啟二一～二二）其次，基

係根據十一 31 所記的事實。不過這段話似曾被

督同作祂新婦之得勝者要來的顯現乃是界碑，要

主耶穌引用過，衪說，「行毀壞的可憎之物站在

結束地上舊造裏人類政權的時代，並引進神在千

聖地」
（太二四 15）
，其中「行毀壞的」直譯造成

年國，以及在永世新天新地裏掌管全地的時代。

荒涼，使之荒廢。那「可憎之物」，可能指敵基

（二 34～35，44，七 13～14）雖然基督第一次顯

督的像，要造成荒涼。敵基督又稱毀壞者（亞玻

現時，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屬靈一面了結

倫─啟九 11）要大行毀壞（但八 13，23～25，九

了舊造，但開始於寧錄的人類政權仍繼續存留。

27）。在大災難（太二四 21）開始時，敵基督的

因這緣故，需要基督的第二次顯現，在物質一面

像要被當作偶像立在神的殿內。（啟十三 14～

清理舊造裏的人類政權，並引進神宇宙和永遠的

15，帖後二 4）因此，這偶像也是這世代終結的

國。藉著基督這兩方面的顯現，並藉著諸天對地

一個兆頭。

上一切環境的掌權，基督作為神經綸與神行動的

七十個七的異象和豫言，不只關乎以色列遺

中心和普及，要成為神選民（包括以色列與召會）

民，也關乎這世代終結的豫言，對我們這些活在

的中心和普及。

臨近末世的聖徒們更是緊要。我們應求主賜我們

智慧、悟性，明白這異象並受這豫言警示，儆醒

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放棄自己的聚集。

活在主面前，就如希伯來書說的，「既看見那日

（24，25）殷勤服事主，積極過召會生活。

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來十 25）
，指要彼此相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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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大專相調蒙恩見證

九校新生同歡聚 分別歸主樂相調

這次的大專相調，真是太喜樂了！特別寶

弦樂器的聲音，使你快樂！

(陳盈)

貝主日聚會時，眾弟兄姊妹一同歡唱詩歌，齊

︽︽︽︽︽︽︽︽︽︽︽︽︽︽︽︽︽︽︽︽

聲讚美主的時候，我真的是深深地被主摸著。

這次相調非常喜樂，能夠看到竹苗各大專院

「我們蒙召來自各方，在主裏融合為一，主已

校的見證，覺得很有盼望。也很寶貝大一新生

拆毀隔斷的牆，將我們緊緊相繫。」雖然在聚

們，將他們上好的年日交給主，讓主製作與甄

會中，有許多弟兄姊妹未曾見過，卻覺得他們

陶，有別於時下的青年人，這是在主眼中看為

好像是我多年的知己，好親近、好喜樂。感謝

喜悅的事。謝謝苗栗的弟兄姊妹們，和堅強的

讚美主，這是祢的愛在我們中間運行，讓我們

服事者團隊，謝謝你們愛裏的勞苦與柔細的服

都成為祢的兒女，神家中的親人！ （杜惟真）

事，是我們這些年幼弟兄姊妹們的好榜樣，感

︽︽︽︽︽︽︽︽︽︽︽︽︽︽︽︽︽︽︽︽

謝主。

（洪念慈）

與九所大專院校的弟兄姊妹們一同去苗栗相

︽︽︽︽︽︽︽︽︽︽︽︽︽︽︽︽︽︽︽︽

調得很喜樂，很享受大家手牽手圍著營火，邊

這次相調從坐車、大地遊戲、見證展覽到主

唱詩歌邊繞圈圈，覺得我們真的在一裏。晚會

日聚會，幾乎都被詩歌充滿，很享受一同在身

時，聽了許多弟兄姊妹的見證，有些是剛受浸

體裏唱詩的感覺，尤其是在禱讀詩歌與同伴們

的新生，有些是靈裏剛強的兄姊，還有些是跟

彼此堆加的感覺，真的是愈禱讀愈喜樂。這次

我一樣剛升上大一的大學新鮮人，聽完他們的

的大地遊戲很有創意，為著要來學期的成全聚

分享，真的覺得自己是何等的有福，能夠從小

會，安排了創世紀的比手畫腳，除了複習創世

就接受神的愛，並一直有分於召會生活，享受

紀，也藉由四活物的倒水遊戲，體會了與肢體

神家裏的豐富。感謝主！

配搭的重要。

（施婷宇）

︽︽︽︽︽︽︽︽︽︽︽︽︽︽︽︽︽︽︽︽

在主日聚會時，每一位弟兄的負擔都著重在

「我們相調，再相調，但願與神更深交，直

主日聚會，不僅對剛得救的小羊們有幫助，對

到顯出神榮耀。」感謝主，也謝謝弟兄姊妹們。

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提醒，主日是七日的第一

摸著弟兄們所交通的，我們得救的人，有羊

日，而不是最後一天，所以在一週的第一天就

生命的特性，羊聚在一起享受草場，我們聚在

需要來到主面前，被主充滿，如果第一天沒有

一起享受基督。主啊！我要作一隻分享羊群中

被主充滿，那要來的一週就不太可能接觸享受

福氣的羊。

祂。與弟兄姊妹一起，就會有一種彼此都在一

也寶貝藉著歡唱詩歌，帶動唱，把我帶回對

裏的感覺，不用口頭上講說很多東西，小羊們

主單純的享受裏。藉著讚美、大聲讚美，不斷

就可以很自然的跟我們有一樣的感覺，很自然

讚美，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覺得自己的

地就容易開口分享和禱告，看著小羊與我們喜

讚美常不夠多且不夠完全，求主使我們的讚美

樂的調在一起，心裏更是有說不出的喜樂！

得以完全，不要讚美一半就漏氣了。
當我們圍著營火讚美，阿們！象牙宮中有絲

(陳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