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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 －真理、生命、召會、福音

2011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負擔與摘要（一）
此次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在荷蘭 Baarlo 城
市，共有超過 830 位來自全球各地召會的長老及

的路，神的願望是要人有祂的形象彰顯祂，並有
祂的管制權在祂裏面管理，這願望惟有藉著神的

負責弟兄們一同參加。訓練的總題負擔「主恢復
中的四大支柱」，是參據李常受弟兄 1984 在菲
律賓所釋放的信息，並因應主在今時代對各地配
搭服事的長老及負責弟兄們所需的看見和應有
的榜樣，藉著相調的弟兄們的配搭將主的心意更
實際的向我們闡明出來。訓練的信息內容共有九
篇，除了第一篇信息說到「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
－真理、生命、召會、福音」的總體負擔外，其
它八篇分成四對分別交通到對真理、生命、召
會、福音等四大支柱應有的認識、經歷和操練。

生命纔能實現。主的恢復乃是真理和生命的恢
復，使祂可以得著召會。真理帶來生命，一有生
命我們就成為召會。第三大支柱是召會：召會是
是活神的家，是支持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召會是
神在肉體裏團體的顯現。第四大支柱是福音：福
音包含聖經中一切的真理；全本聖經就是神的福
音，召會今天的使命，就是傳福音，而福音的內
容就是真理。
第二、三篇的主題是主恢復中第一大支柱：真
理。真理乃是神聖的光，照亮聖經的事實，並且

在訓練的開頭，相調的弟兄們要參訓的弟兄們
不要以為對主題的熟悉就認為已經知道了，乃是
要有更新的看見、倒空的靈，向著主今時代的說
話完全敞開；並且要有一個負擔，願意我們被訓
練的信息與主的說話來調整，好使弟兄們不致於
在參加此次訓練後和來之前仍然是一樣。
第一篇的總體負擔交通到主的恢復乃是基於
真理、生命、召會、福音四大支柱。第一大支柱
是真理：主的恢復是恢復神話語中所啟示的神聖
真理，真理本身是絕對的，所以我們必須對真理
絕對。我們要建造怎樣的召會，在於我們教導怎

將這聖經事實裏屬天、屬靈的異象傳送到我們裏
面；好叫我們能從罪的轄制和消極事務中得以自
由，並且在地位上和性情上聖別我們，使我們被
神的元素所浸透。當三一神在祂的話中被我們實
化，並且分賜、注入到我們裏面，那就是叫我們
得以自由並聖別我們的真理。藉著真理的話所帶
來的聖別，對付世界、野心、自高、意見和觀念
等分裂的因素，其結果就產生真正的一。聖別叫
我們從自己裏面出來，進入三一神裏面，並讓基
督活在我們裏面；我們就被成全成為一。我們需
要認識神聖的真理，神聖的實際，乃是三一神和

樣的真理，我們需要讓真理作到我們裏面，並且
構成到我們的所是裏，好讓我們能保護神的神性
之豐富的權益，以及祂終極的成就。第二大支柱
是生命：生命乃是三一神分賜到我們裏面並活在
我們裏面：父是生命的源頭，子神是生命的具體
化身，靈神是生命的水流。生命乃是達成神定旨

祂的話。當我們在那真實者、就是神在我們生活
和經歷成了主觀的，我們就得以認識神聖的真
理、神聖的實際。
第四、五篇的主題是生命。主要祂的召會認識
祂是真理，接受並享受祂作生命；召會的內容，
必須是基督作真理、作生命，而從我們裏面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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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來。要能接受並享受神作生命，首先，我們必須
有異象，看見聖經向我們陳明一幅圖畫，顯示神
在基督裏乃是生命樹，好作我們的食物；這就是
為什麼在聖經的開始和末了都題到生命樹。主的
心意就是要把召會恢復到神起初的心意－喫生
命樹；喫生命樹，就是享受基督作我們生命供
應，這應該是召會中首要的事。藉著基督的救
贖，接觸生命樹的路再次向人打開。在神的經綸
裏，我們不僅是喫生命樹的人，不斷的享受生命
樹新鮮的果子，我們也是生命樹的枝子，住在基
督這生命樹裏，享受生命的汁漿。我們要有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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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終極的行動，就需要經歷那出於神殿之生命的
流；而我們享受基督作生命的流，賜生命的靈，
乃是為使我們成為撒種者、栽種者、澆灌者、生
育者、餵養者和建造者，有供應生命的職事，為
著神奇妙的生機建造，就是宏偉的殿。這就是正
確的召會生活。
（譚昌琳）
上週刊頭內容有關十二月八日竹苗區福音收
割聚會作見證部份，將章啟正弟兄誤植為「張
啟正」，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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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交通與神人調和
第五篇 靈與魂的分別 第六篇 死而復活與魂的得救
神生機的救恩在我們身上包含我們全人的每一
部分。而我們的得救可分為三層：已往的得救是
靈的得救，我們都得著了；體的得救是在將來，
在主再來時；現在的得救，乃是魂的得救，卻是
一生之久。所以說從重生到被提，都是魂變化的
過程。首先，我們必須認識靈與魂的分別。在我
們整個基督徒得生活中，無論是行事為人、工作

的同意書。聖靈的管治就是神興起事情打擊或破
碎我們，好叫我們因神的環境安排，不再信靠自
己的魂，而得益處模成神兒子的形象。三、藉著
主的光照把我們裏面魂攙雜的成分照出來。光照
就是啟示，當我們被主光照的時候，我們就在光
中赤露敞開在神面前，看見自己竟然滿了己。主
今天需要的是得勝者，我們都是學習從自己裏頭

事奉，也必須會分別靈與魂。換句話說，對我們
蒙了重生的人，魂是外面的人，靈是裏面的人；
魂是舊人，靈是新人；魂是第一個人，靈是第二
個人。魂裏沒有神的生命；神的靈、神的生命，
都不在我們的魂裏，乃完全是在我們的靈裏。我
們得救之後，我所有的一切，無論是生活工作、
或是見證事奉，都該憑著靈，而不憑魂活著，把
主活出來。
這說來很簡單，事實上並不容易。因為第一，
魂就是我們的自己；要脫離魂而不憑魂活著，就

出來，而活在神裏面，也就是在靈裏憑靈活著，
好帶進神的國度，迎接主的再來。
再者，藉著死而復活加強魂，並非抹煞魂。得救
的原則是話成肉體，得勝的原則乃是死而復活。
我們若要過得勝的生活，就必須活在死而復活的
原則裏，就是將人性調到神性裏，在神裏面生活。
死而復活的意義，不是使原有的失去，乃是使原
有的變化。所以我們的魂或體經過死而復活之
後，並不是沒有了，乃是變化了。變化的意義，
就是使原本沒有神成分的，變得有神成分。換句

是要脫離我們自己。第二，從我們出生至今，我
們是天天憑著魂而活，早已習慣這事。第三，沒
有一個人不愛自己，不體貼自己，這個自愛就是
愛魂。所以，要脫離魂有三個簡單步驟：一、惟
有在啟示裏蒙光照的人，纔會真的厭惡再憑魂活
著。二、需要把自己奉獻給神並接受聖靈在環境
中的管治。奉獻就是我們接受主在我們身上作工

話說，死而復活的變化，把我們這原來和神沒有
關係的魂，帶到神裏面，結果魂裏就有了神的成
分。我們要怎樣經歷魂死而復活呢？第一，必須
看見主在十字架上已經把我們的魂生命，就是我
們的舊人釘死了。根據這個看見，我們應當否認
己。同時聖靈要藉著環境破碎我們；末了還要光
照我們。然而，從我們經歷魂的釘死和復活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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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來說，乃是「否認」這一步最為重要。否認就

有的人思路很清楚，凡事都想得很周密，也很有

是拒絕，包括厭惡、定罪、喪失、丟棄。所以否
認已，就是拒絕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一有
了死，就有復活。否認己是我們負責，復活是主
負責。當我們拒絕自己，否認自己時，神也要叫
我們復活。當我們復活過來時，我們就變質了。
我們若負責把自己的思想擺在死地，神就負責把
我們的思想復活過來。我們的思想這樣經過一死
一活，就變了質，神的成分也調進來了。比方，

自信。神如何拯救這樣的人，使他不憑自己的思
路活著呢？神常常為他興起環境，專專對付他周
密的思想和自信。當他在某件事上覺得思想得很
周到，滿以為面面都想到了，主卻偏偏讓他在自
己以為對的事上，大大的犯了錯，使他在也不敢
相信自己的思路。所以求主恩待我們，使我們能
跟隨得勝者的腳蹤，出代價厲害的破碎自己，徹
底的脫離魂，而活在靈裏。
（陳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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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一書-書介

建造神家的事奉

本書共含六篇李常受弟兄所
釋放關於召會事奉的信息，約
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講於
馬尼拉或台北；各篇原刊於一
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的「話語
職事」，今略加潤飾，彙集為
單行本。
信息簡介
本書共有六篇信息，主要是
針對在召會中有事奉的人，說到一點事奉上的基
本認識，好叫眾人明白我們到底為著甚麼而事
奉，並且要怎樣事奉？
第一篇論到事奉是為建造神的家。我們看聖經
的記載，使徒們寫書信的時候，寫來寫去，末了
都說到神要得著一個家。我們必須看見，神在這
個時代，不光是要人得救，也不光是要人屬靈，
更是要人互相作肢體，成為一個身體，成為一個
家。實行的路有四項：一、將自己擺在召會中。
二、服元首的權柄。三、接受破碎。四、活在神
面前。

第二篇說到事奉的根據─祭壇的火。聖經給我
們看見，人對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須根據於燔
祭壇上的火。我們要清楚認識甚麼叫基督徒的事
奉，甚麼叫召會的工作。這些都不是因為人高
興，發熱心了，就推動甚麼事奉，發展甚麼工作。
如果這樣，就是用凡火事奉神，因為是出乎人
的，不是出乎神的。凡火永遠不能蒙神悅納，乃
是神所不要的。
第三篇論到事奉的四大項─生命、真理、召會
和福音。任何一個地方召會的事奉，所該注意的
就是這四面：生命、真理、召會和福音。
第四篇說到供應生命的事奉。事奉該是生命的
流露。召會的事奉乃是生命的供應，生命的服
事。要流露生命首先要與神交通；其次，人需被
破碎。
第五、六篇交通到事奉上該提防的危機。第一
個危機—變成系統、組織；第二個危機—全時間
事奉職業化；第三個危機—產生字句的道理；第
四個危機—叫聖靈受到限制；第五個危機—祝福
變作陷阱。
（王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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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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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167

15,500

6,773,208

當月支出

2,186,854

15,500

6,963,125

當月結存

318,313

0

-189,917

註:清大學生中心購置裝修款目標 700 萬；截至 10/3 止奉獻收入計: 7,05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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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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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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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兒童歡樂成長園的報名及預
備代禱，盼望各兒童排都能邀約至少一個 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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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縣姊妹聚會：10/29（六）19：30 於仁愛會
所舉行，主題：「屬靈同伴的例證與其屬靈意
義」。歡迎姊妹們踴躍相邀與會。
三、青少年福音聚會：10/30（日）9：30 於各大組有
青少年福音聚會，歡迎邀約福音朋友與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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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台初信成全第 11 梯次：11/19（六）10：00～
11/20（日）12：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辦，費用：
每人 700 元。（額滿為止）（詳閱通啟）

六、「和樂親子、正確品格」兒童歡樂成長園：11/19
（六）15：00～17：00 於仁愛會所舉辦。邀請卡
本週隨週訊發給各區，歡迎邀約福音朋友與會。
七、小五、六受浸聚會報名：凡小五、六以上且清楚
救恩的兒童，請於 10/22 日前向各大組小五、六
服事者報名。鼓勵家長陪伴孩子於會前追求「信
而受浸」五週浸前預備課程，完成追求者將預備
受浸禮物一份。
（詳見通啟）受浸時間：12/3（六）
15：00～17：00 於仁愛會所。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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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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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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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七、請為病痛聖徒代禱：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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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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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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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 （2011.10.03～201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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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237
180
214
184
1090
97
155
90
119
55
52
16
45
27
25
23
452
71
78
16
29
112
9
32
18
16
16
14
9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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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 833

85 241 185
74 271 160
43 174 151
65 227 224
75 256 163
342 1169 918
63 － 121
22 106 80
22 200 154
48 170 148
12
80
64
12
70
50
6
30
20
13 — 50
12
45
38
6
30
11
11
50
39
142 675 574
21 — 38
23 — 31
5
—
8
10 — 21
45
76
84
8
12
8
19
30
30
8
20
28
5
20
18
8
20
17
5
20
20
2
20
11
159 218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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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169
132
140
111
725
85
83
50
71
27
44
10
20
26
12
18
278
25
23
11
14
78
7
24
20
11
12
14
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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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74
35
42
39
226
－
－
24
18
4
10
4
13
5
5
4
87
1
16
0
4
21
16
10
1
0
0
2
0
71

643 2062 1806 1408 1249

80

384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日期
10/16（日）
10/17（一）
10/18（二）

內容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9：30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10/19（三）
10/20（四）
10/21（五）
10/22（六）
10/23（日）
10/24（一）
10/25（二）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9：30 全召會青職福音聚會於科園
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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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弟兄召聚專項交通聚會
禱告事奉聚會

10/26（三）
10/27（四）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0/28（五）
10/29（六）

大組核心交通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19：30 竹市縣姊妹聚會於仁愛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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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在主的右手中

在啟示錄一章，使徒約翰在靈裏看見七個金燈
臺和燈臺中間有一位人子，這位人子就是基督。
而當約翰描述人子各方面特徵的同時，提到了祂
右手握著七星，（16 節）並行走在七個金燈臺的
中間。二十節人子自己對約翰解釋說：「論到你
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
者，七燈臺就是七個召會。」這七個召會的使者
非常重要，因為接著在二、三章中，主寫給七個
召會的書信，開頭總是提到信是寫給在某處召會
的使者，（二 1，8，12，18，三 1，7，14）而在
每封書信的末了又說，這是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
話。（二 7，11，17，29，三 6，13，22）至少我
們看見，這些作為星的使者在眾召會中，乃是從
主領受信息，再將信息傳達給召會，並同時也作
為召會的代表。的確，使者在原文有傳遞信息者
的意思。
李弟兄在啟示錄生命讀經中說到這些使者：
「使者是眾召會中屬靈的人，擔負著『耶穌的見
證』的責任。他們應當像星一樣，有屬天的性質，
並在屬天的地位上。」這些使者也是召會的代
表。無論在新約的書信或在今天召會生活的實行
中，召會的代表就是長老。然而為何在啟示錄
中，主不用「長老」這辭，卻用「使者」這辭呢？
生命讀經接著說：「在行傳和書信裏，長老在地
方召會的經營上是領頭的。
（徒十四 23，二十 17，
多一 5。）長老的職分多少是正式的，到寫本書
（啟示錄）時，…召會中的職分因著召會的墮落
就變質了。在本書裏，主要我們回頭留意屬靈的
實際。因此，本書強調召會的使者，過於長老。…
信徒需要看見，使者具有屬天和屬靈的實際，使
正當的召會生活能在召會墮落的黑暗時期，作耶
穌的見證，是何等重要！」
這些使者乃是人子（主）右手所握的星。關於
這個，生命讀經說：「燈臺和星都是為著在黑夜
中發光。燈臺代表地方召會，是集體的單位；星

代表地方召會的使者，是單個的個體。在召會墮
落的黑夜裏，需要集體的召會發光，也需要單個
的使者發光。」雖然星是單個的個體，但這七星
卻是握在人子的右手中。生命讀經又說到：「基
督行走在眾召會中間的時候，祂的右手握著這些
領頭的人。這是何等的安慰！召會中領頭的人都
當讚美祂，因為他們在主的手中，並且主也一直
的握住他們。他們既然都在主的手中，就無須退
後、軟弱、或怕作錯。基督的確為著祂的見證擔
負責任。」事實上，只要是一個負責任的人，總
是會盡力完成所交代給他的託付。但是常常在天
然人的觀念裏，我們會靠自己單獨的背負責任。
但從啟示錄中我們看見，這些星乃是握在主的右
手中，他們並不孤單，也不當想要單獨，而是團
體的同著主行走在眾召會中間，滿帶著基督的愛
來照顧召會的需要，好勝過召會的墮落。「耶穌
的見證」不是我們個人單獨就能背負的，必須在
團體中並同著主才能背負。
關於星和使者，李弟兄給我們一段提醒和鼓勵
的話：「…在啟示錄裏，主拋棄了所有的形式。
作長老或許有點形式化，所以不要盼望作長老，
要羨慕作發光的星。不要作一個徒有地位的人，
要作一顆發光的星。燈臺和星都是在黑夜發光
的，召會和在召會中領頭的人都必須發光，所有
領頭的人都必須是星。」這段話一方面提醒我
們，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地位，卻沒有發光的實
際；另一方面卻同時鼓勵我們，當追求屬靈的實
際，作一個發光的星。正當世人因著工作的壓榨
和生活的壓力，人人都盡力的想逃避責任的時
候，在召會中我們當作相反的見證，主動並積極
的一同有分召會的事奉。否則，「耶穌的見證」
如何能站立在這黑暗又墮落的世代？但正當我
們背負召會的責任時，心裏所想的不是地位，乃
是實際。願主在這末後的世代，在召會中興起更
多發光的星。
（盧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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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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的異象

但以理書共十二章，可分前後二段。前段包括
前六章，說到但以理在被擄之地巴比倫，服事外
邦君王的事例，其中主要包括尼布甲尼撒王所夢
關於人政權的大人像的異象，以及墮落選民中得
勝者如何勝過撒但諸多詭計和迫害。後段的六
章，則是但以理自己所見的四個關於聖民未來的
異象。這四個異象，可說都是以前段大人像之異
象為基礎而衍生出來的，為著補充啟示隱藏在大
人像異象中神經綸的奧秘。
尼布甲尼撒王的異夢，經但以理解開，不只豫
言到人政權的四個主要帝國：巴比倫，瑪代波
斯、希臘（包括馬其頓）、和羅馬，也豫言了這
世界的結局，就是有一塊非人手所鑿出來的石
頭，要砸碎整個人政權，把四個帝國構成的元素
－鐵、泥、銅、銀、金，砸成如禾場的糠粃，被
風吹散，無處可尋。這石頭就是基督帶同祂的得
勝者－祂的新婦，擴增作祂的軍隊；而五種元素
則代表帝國遺留下來的文明或文化，如鐵豫表軍
力、強權，泥豫表民主、民族主義，銅豫表審判
和征服，銀豫表（對聖民的）寬容和協助，金豫
表偶像、崇拜。最後這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
了全地，舊造包括人政權結束，引進神在千年國
以及永世新天新地的國度掌權，治理全地，也就
是大人像要被地上神的國所頂替。這是但以理書
支配的異象。
根據以上支配的異象，約在四十年後，神又啟
示但以理四 個補充 或 發展的異象 （七至 十 二
章），主要是以聖民為中心，並啟示在人政權更
替背後神的經綸，也就是神在以色列人（也包括
新約聖徒，召會）身上的工作與心意。首先第七
章用從地中海出來的四獸來豫表四帝國中興起
的四王（七 17）。表面看，這似乎與前述支配的
異象重複，實際上神要啟示，這四個帝國對聖民
都是兇殘、野蠻、無理性的獸，是神用來對付懲
治背道敗壞的以色列民。其中有兩點值得一提，
第一，多次提及「夜間的異象」（七 2，7，13）
含示聖民將遭災難、苦害，其間神似乎隱藏不見
了，實際到最後，仍將顯出神的作為和目的（13，
14）。第二，四大獸的第一獸與神的異象中的四

活物有些相像，如顯出「獅」
、
「鷹」和「人」的
樣子，唯有服役的「牛」變成凶狠的「熊」，露
出猙獰的真面目，暗示看外貌容易令人混淆受
騙，一開始誤以為是神的工作或顯現。回到這異
象，四大獸 中尤其 強 調第四獸與 前三獸 不 同
（19），且特別豫言十角，另長一小角和先前十
角中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拔出（8）
，及他（指小
角）必向至高者說頂撞的話，並折磨至高者的聖
民；他想要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在他手
中一年、二年、半年（25）。這段豫言的實際要
應驗在今世末期「敵基督」（小角所豫表）的身
上，又豫言敵基督要與聖民爭戰，折磨至高者的
聖民三年半，並且勝了他們（21，25，啟十三 7
上與註）。另外，本異象中間穿插著神和祂的權
柄（9，10），及人子基督來臨得國（13，14）的
啟示，以鼓勵並安慰聖民，認識人政權的演變都
在神的掌管之下，也是為著神的彰顯與掌權。但
以理書由二章四節起用亞蘭文的記載，也至此結
束，以後改用希伯來文，似乎暗示接下來的三個
異象，不是對外邦世界，而是對以色列民的（包
括所豫表新約的召會）。
第八章但以理的異象中，以雙角公綿羊和公山
羊豫表瑪代、波斯和希臘，而公山羊有一顯著的
角（八 5）
，當然是指亞歷山大大帝。大角折斷後，
長出四角（8），是指亞歷山大大帝的四個將軍。
這雖屬前兩個異象中的一部分，卻與以色列人密
切相關，因為從四角長出的一小角（9）豫表敘
利亞王安提阿克四世以比凡尼，權勢強大，逼迫
聖民（由天象和星宿所表徵），除掉聖民日常的
祭祀，並毀壞聖殿，又將真理拋在地上（10～
14）
。這也是末世敵基督的豫表（參九 27）
，特別
是十至十四節的豫言和十七到二十六節，加百列
解開的話。這異象太奧秘、太沈重，對猶太人乃
至神的經綸，都事關重大，甚至但以理都難以負
荷，疲憊力竭，病了數日（27）。
之後在第九章，但以理從經書（耶利米書）上
得知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就禁食披
麻蒙灰，面向主神尋求、禱告、懇求並認罪。他
對神的話與定命是如此認真，使天使加百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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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戰士）就近他，並對他說出所裁定七十個七
整並完全的（參啟一 13～16 與註）
。這異象是全
的奧秘豫言，並且加以解釋。這豫言是關於神的
然屬靈、奧秘的，只有但以理一人看見（但十 7）
經綸，是神給以色列定命最核心的豫言。核對以
這「大異象」（8）。（註：全聖經只用「大異象」
色列的歷史，從聖殿重建到彌賽亞被剪除，今天
這辭三次，出三 3，啟十二 1）在基督的異象之
除了末七之外，都一一應驗了。（詳見”七十個
後，有一位天使（可能是加百列；見八 16，九
七的異象”）
21，參路一 19，26）來到但以理這裏回應他的禱
接 著 十 至 十 二 章 是 但以 理 書 末 了 的 一 個 異
告。他告訴但以理，他自己與波斯國的魔君爭戰
象，關於以色列的定命。可分成二部分。首先，
了二十一日（但十 13，20）波斯國的魔君可能是
由十章二節到十一章一節，因著但以理迫切關心
跟隨撒但背叛神（啟十二 4，9）的邪靈，背叛的
以色列的將來，就先得著啟示，看見神在地上行
天使，受撒但委派幫助波斯。因此，但以理在那
動的中心和普及是超越的基督，並認識物質世界
些日子禱告時，空中進行著二靈之間的屬靈爭
背後的屬靈世界及靈界的爭戰。因基督是居首位
鬥；一靈屬於撒但，另一靈屬於神。有另一邪靈，
的，首先啟示出來的（4～9）。在此，超越的基
就是希臘（雅完）的魔君必來（但十 20）。只有
督向但以理顯現為一個人，供他珍賞，叫他得著
天使長米迦勒這位為以色列爭戰的大君，與那天
安慰、鼓勵、盼望和堅定（參創十八 2 註 1，士
使一同爭戰，抵擋邪靈（13，21，參猶 9）
。再者，
十三 6 註 1）
。祂向但以理顯現時，有許多奇妙的
天使在瑪代王大利烏元年，曾起來扶助他，使他
特徵。首先，祂在人性裏顯現為祭司（由細麻衣
堅強，為要使他得國（但十一 1，五 30，31）
。這
袍所表徵—出二八 31～35，）照顧祂被擄的選
一切都指明，在物質景象的背後，正進行著屬靈
民。其次，祂在神性裏向但以理顯現為君王（由
的爭鬥，這乃是看不見的屬靈爭戰。（參弗六 10
精金帶所表徵，）為要掌管萬民。不僅如此，基
～20，賽十四 12 註 1）其次，由十一章二節至十
督在祂的寶貴和尊榮裏顯現，由祂的身體如水蒼
二章十三節就是有關以色列定命的的豫言，從波
玉（結一 16）所表徵，供祂的子民珍賞。水蒼玉
斯國末了一段，到今世末後三年半，甚至延伸到
原文可指一種藍綠色或黃色的寶石，表徵基督在
國度時代和永世，就是那記錄在真理書上（但十
祂的具體化身裏是神聖的（黃色）
，滿了生命（綠
21），由天使告訴但以理的真情（十一 2～十二
色）
，並且是屬天的（藍色）
。基督也在祂的光明
13）。本章的異象有進一步的細節，論到波斯帝
裏顯現，為要光照人，由祂的面貌如閃電（一 13） 國、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直到這世代末了三年
所表徵，並在祂光照的眼光裏顯現，為要搜尋並
半在敵基督統治下羅馬帝國最終的情形，引進國
審判，由祂眼目如火把（一 13）所表徵。不僅如
度時代。
此，基督也在祂工作和行動的閃耀裏顯現，由祂
但以理的異象可說是整本聖經中對人政權（包
的手和腳如閃耀發亮的銅（一 7）所表徵。最後，
括以色列國）和其背後神的經綸，最完整和詳細
基督在祂剛強的說話裏向但以理顯現，為要審判
的豫言。不但含示神的掌權，是神主導地上所有
人，由祂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參一 24）所
人類政權的興衰、更替，好與祂永遠的經綸配
表徵。總之，但以理書十章六節對基督的描述皆
合；更啟示這經綸總結於彌賽亞（基督）的再來，
與以西結書一章榮耀顯現之神的異象相符。這樣
結束舊造，徹底摧毀、清除人類政權的遺毒，在
一位基督作為人，乃是神在地上行動的中心與普
新造裏，藉新生的起頭，建立神永遠的國。
及，為著完成神的經綸；祂是寶貴、有價值、完
（董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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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家長與服事者成全內容

家中牧養成全（二）

家中牧養－重在傳輸對基督的珍賞，過於要求和
定規

第三，在我們的經歷裏面，我們實在是越過越
覺得，我們在家中不缺管教，我們在家中不缺紀

律，我們在家中大概唯一缺的，就是對兒女的牧
養。所以今天我願意花兩堂的時間和大家談家中
的牧養，那麼當然你會問說，光談家中牧養，那
孩子犯錯，要不要管教呢？要。孩子不乖要不要
規正呢？要。這些你們不用問我，你們做得比我
還好。我們需要把我們所缺的補上來，我們盼望
藉著陪伴我們的孩子，他能成為主的初熟的果
子，藉著陪伴我們的孩子；他能夠成為基督身體
上活的、正常的、盡功用的、健康的小肢體；使
他能夠被建造在主的身體裏面。
那我們對孩子的帶領，就不能只有紀律、管
理、管教，更不能只有責備，我們對我們的孩子
就要有更多的牧養。因為只有牧養、只有生命的
供應，你的孩子在主裏才能長大。外面的教導，
能夠使他在為人的範圍裏面長得好，但是不一定
在主的裏面長得健康。外面的教導可以使他塑造
成為一個乖小孩，但不一定是個神人小孩。我們
盼望他不只是乖的，並且他是小神人，不只他是
規矩的，並且他是平衡的。就好像是我們的主耶
穌，在路加福音末了就說，耶穌的智慧和身量（智
慧是祂裏面的，身量是祂外面的成長），以及神
和人的喜愛（神的喜愛是他裏面神性的部份，人
的喜愛是他裏面人性的部份），都一起增長，主
耶穌是這樣，我們的孩子也應該是這樣。我們盼
望我們的孩子都是智慧長、身量也長，並且神的
喜愛在他裏面長，人的喜愛在他身上也在長，這
樣我們的孩子就能夠達到我們的喜悅。弟兄姊
妹，如果你們能夠把你們的孩子養成得勝者，你
們也差不了多遠了。你豈不也是這樣盼望嗎？這
個世界能帶給你什麼盼望呢？只有神和祂的經
綸是我們一生，以至於永遠的目標。
所以在我們的家裏，我實在很有負擔要跟你們
談家中的牧養。我們的孩子其實最需要的就是牧
養，就好像提摩太從幼年生長，保羅為他作見
證。他說！你現在成為年輕使徒了，我一直知道
你裏面那一個無僞的信心，也就是裏面生命的成
長，那個純潔生命的長大，那個沒有虛假的信。
這一個信是先在外祖母羅以，也在你母親友尼基
裏面的。這意思就是說，外祖母也罷，母親也罷，
天天對提摩太作什麼呢？就是牧養。就是信的傳
輸，那個信心的傳輸就是主裏的牧養。那個對主
珍賞的傳輸，就是主裏的牧養。當你看到你的孩

子，性格長得不好的時候，你不只是罵他性格為
什麼不好，東西為什麼不歸位。你如何藉著信的
傳輸給他看見我們的主耶穌的性格如何？我們
的主耶穌如何能洋溢芬芳的美德，我們的主耶穌
在餵飽五千人的事上如何有秩有序？又如何在
祂創造的大能裏滿了人性裏的節儉，這一些的模
型、榜樣、啟示照耀給你的孩子，就是牧養。他
裏面得著了牧養，他就心生羨慕，他願意靠著主
長大，也成為活基督的人。任何時候，包括你希
望你的孩子好好讀書也是需要牧養，你不能只是
跟他說，你給我好好讀書，你不好好讀書將來就
挑大糞，妳不好好讀書以後嫁不出去。這個威脅
不但是沒有用的，並且是反效果的。小時候可能
可以聽，長大了就會說，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反正我本來就不想嫁出去。挑大糞就挑大糞，反
正現在地上也沒什麼糞好挑的了。
你們若說講這些不夠實際，那你說我講得更好
一點，你讀不好，將來在人群中沒面子，你將來
賺不了多少錢，將來生活連養自己都養不了，這
樣似乎是比較實際一點的講法。但是全天下到現
在也沒有人養不了自己。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神造
的，真正餓死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撐死的，都是
吃太好了，結果吃死了。你們可以領會嗎？所以
我們到底該如何幫助我們的孩子認真讀書，你有
沒有試過牧養他，使他羨慕讀書？要不要操練？
牧養真不容易。我們神人家庭裏面光是早晨叫孩
子起床，到最後都是要用武力解決。你跟他柔聲
細語的說，起床囉！耶穌愛你。他還是一樣不起
床，最後只好用武力來叫他起床。我知道這不容
易，但是我盼望你們，就是最後需要有一些決斷
或是比較強烈的執行的時候，你仍舊在牧養，你
不是帶著怒氣在制伏你的孩子。至終他還是會起
床的，但是你怎麼帶，才能夠在牧養中，讓他起
來。即使是需要掀他的被，你也不要發肉體，你
只要一發肉體，大概就沒有牧養了。我們對於眾
聖徒的孩子或著對聖徒們，都活在那靈裏，不論
他怎麼失約，無論他怎麼對付你，你還是會感謝
主。但是很奇怪，唯有對自己的孩子，很不容易
活在那靈裏，動不動就發脾氣。對孩子碎碎念，
或把身份拿出來講，還一邊罵的時候，要孩子回
到主裏，但自己卻回不來。所以我們彼此勉勵，
我們都需要操練。（待續）
（陳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