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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牧養的呼召與實行 期
主復活升天前，特別到提比哩亞海邊，向七位
退後回本行打魚的門徒顯現。在岸上為門徒豫備
了早餐，餐後並專特三次問彼得，「你愛（指神
聖的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只能回答，
「你
知道我愛（指兄弟間的愛）你。」主就吩咐他，
「你牧養（或餵養）我的羊（或小羊）
。」
（約二
一 1～17）這段記載啟示軟弱、退後的門徒和彼
得，要勝過失去主外面同在的情形，並操練有主
無形的同在的生活，至少有三件極重要的事該認
真實行。一、應注重喫渴享受衪，尤其是早餐表
徵晨興；二、僅僅弟兄相愛不夠，還得加上或供
應神聖的愛；三、應餵養主的小羊和牧養主的羊。
我們應留意主作這三件事的次序。它暗示我們
應先建立喫主、喝主，享受主的生活。不要忽視
晨興（如同早飯）的實行；之後還要實行愛，當
事者彼得對主這段話的領會自然是最正確、最平
衡的。他後來說，
「在弟兄相愛上供應（神聖的）
愛。」
（彼後一 7）應是給你我最好的註腳。弟兄
相愛應實行在神聖的愛之先，但弟兄相愛後，卻
必須供應或發展神聖的愛；而後就該出外餵養、
牧養人，包括有渴慕的福音朋友和有需要的聖
徒。喫主享受主、彼此相愛和牧養主羊是約翰福
音這卷生命的福音書在主即將復活升天之際，最
後交待我們 應注意實 行最重要的 三件生活 的
事。以下將聚焦於交通我們最缺也最弱的實行–
照著主牧養。
主為何同樣的話要問彼得三次？一般認為是
因彼得三次當面否認主，主以此提醒彼得要徹底
對付天然的力量和自信。這當然沒錯，不過似乎
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至少對你我而言是如此，
我們應該更往深處思想。首先，三次表示多次，

強調其重要與必須；另外更表徵在復活裏，顯然
無論神聖的愛和牧養主羊都不能只靠自己、只憑
天然的能力，必須操練與主同死，與主同活才
行。還不只於此，若更仔細默想主這段話，就能
體會主厲害對付彼得不只有消極一面的意義，更
有積極一面的目的，就是呼召彼得，賦與他極大
的託付，要彼得接替主自己在地上盡職時的一項
重要服事–實行牧養的工作（約十 1～18，太十
八 12～14）。這或許可由主在約翰福音十二章，
講完喪失魂生命後，立刻說到服事衪、跟從衪（約
十二 25，26）
（這當然也包括主所作牧養的工作）
得印證。
至於這三次講到牧養或餵養，實際上有何差
別？那就得留意主用字的區別了。第一、主用「神
聖的愛」
（agapao）二次問彼得，所以後面主吩咐
彼得餵養和牧養必然該在神聖的愛裏，指神性的
餵養。餵養和牧養不同，前者指牧放，用裏面生
命的豐富滋養人，重在個人一面；後者指保護、
引導、管理，是為著羊群，就是召會，所以牧養
還與神的建造有關。然而第三次，主將問話中的
愛改用「弟兄相愛」（phileo），因此後面的餵養
必定也該在人性的愛裏，即人性的顧惜。那為何
以此次序發 表？因為 神性的餵養 是目的（ 建
造）
，先在前面提出；人性的顧惜是手續或過程，
在後面說明。這是聖經一貫表達的原則。
彼 得 必 然 對 主 這 番 話與 帶 領 有 很 深 刻 的 印
象，所以後來在他書信中清楚指明這點。說到喫
純淨的話奶長大，乃是為著神居所的建造（彼前
二 2～5）；並且囑咐長老務要牧養神的群羊（彼
前五 1～4）。顯然這兩處經文反映了彼得對神性
餵養（正是他在提比哩亞海邊，最受主提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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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領會，他也藉「務要牧養你們中間神的群
召，拿起牧養的託付，週週出去餵養人、牧養人。
羊。」
（2）這句話，把他從主所領受的託付又交
先在弟兄相愛上有人性的顧惜，再在彼此相愛中
給長老們，作為他實行主吩咐的最後一項。而約
有神性的餵養。特別在這天涼的季節，我們豈不
翰補網的職事在福音書的最末了一卷結束前，補
更該體諒耶和華的心意（創三 8，9），起來尋找
充的話中再次強調「相愛」與「牧養」也格外有
人，三兩配搭地走出去，照著神牧養他們，讓親
意義，提醒我們對抗召會的敗落必須從這兩點作
友得救、浪子回家、新人留下，使召會真成為眾
起。今日你我愛主、服事召會，也該答應主的呼
人的避難所和溫暖的家。阿們！
（董傳義）
︽︽︽︽︽︽︽︽︽︽︽︽︽︽︽︽︽︽︽︽︽︽︽︽︽︽︽︽︽︽︽︽︽︽︽︽︽︽︽︽︽︽︽

竹苗區青職相調報導

彼此扶持信託，同奔生命路

感謝主，竹苗區眾召會十一月五～六日的青職

分組的交通與禱告中有回應，並藉著中職聖徒在

相調，實在有主的看顧與祝福。首先，出發前許
多已報名的弟兄姊妹遇到了工作臨時加班的難
處，但藉著身體的交通與代禱，並付上代價（調
班或主日晚回去加班），竹苗區青職與中職聖徒
們終能一同在身體中相調，這次活動共計有 156
位聖徒參加。
週六晴朗舒適的早上，在東豐綠色走廊三、兩
成群地騎自行車，不僅享受舊造中的紅楓綠蔭、
微風與陽光，不知不覺地也活動了僵硬的筋骨；
更使我們敞開地認識彼此，拆毀了原先因區域、
距離而無形中隔斷的牆。下午來到東勢林場，藉

各組中見證的榜樣與鼓勵，我們就從身體中享受
了主的供應。
主日一早，不僅有一對前一天剛結婚聚會完的
青職趕來相調；更有印度聖徒前來與我們擘餅，
見證在身體 裏我們是 一！接著有 兩個專題 交
通。關於職場生活的交通，弟兄分享如何使用行
事曆、有效率地安排時間來贖回光陰，並且提醒
我們基督徒在外面工作上認真卻不與人爭競，也
見證藉著晨興、屬靈的喫喝來應付每日的需要，
鼓勵我們在身體中學習配搭與服事。
第二個專題交通乃是就著成家與未成家聖徒

著活動分組的彼此介紹，使大家認識更多同伴；
隊名、隊呼的準備，也把每組新鮮活潑地帶進詩
歌的享受中。
晚上的詩歌見證相調，有別於以往的信息交
通，是弟兄姊妹們生活在神的召會中主觀的經歷
與分享：青職弟兄們週末邀約同事一起愛筵傳福
音；姊妹們渴慕有同伴先成立姊妹之家，主就適
時地調度各地青職姊妹們來同住；兩個青職的家
住在一起彼此牧養，有次還一起擠在客房並打開
主臥室接待聖徒；中職聖徒把家裏多的房間用來

分組交通。在未成家聖徒方面，服事的弟兄和姊
妹首先交通了在召會中交往的原則，並以自己的
經歷鼓勵我們需要更多的奉獻。主所豫備的，不
一定是我們認為最好或最喜歡的，但卻是最適合
的，為要成全並幫助我們。藉著見證的分享，鼓
勵我們學習作一個等待並信靠主的人，主所豫備
的另一半會在合適的時間顯明。還勉勵大家，需
要學習與主有更親密的交通，不因為交往的事情
受許多的攪擾；也學習作一個主動積極的人，找
合適並信託的服事者有交通，為自己的婚姻負

接待青職姊妹，而就近照顧；另一青職姊妹颱風
天躲到中職聖徒家過夜得安息…。個個的見證如
同詩歌所說：「患難中同魂來忍受，爭戰中同靈
來堅守，彼此扶持互相信任，在主裏我們是一家
人。」我們是何等的需要同伴，並且在神的家中
是何等的享受；沒有一個是特別剛強的，都需要
肢體相愛同被建造。見證後的星光夜語，人人在

責，好能成立一個家，一同走主的道路並事奉主。
在成家聖徒方面，中職聖徒見證基督徒的婚姻
生活要「認命並且不要命」。婚前我們常自我感
覺良好：原有的環境攪動不了什麼，所以常以為
自己是一杯清澈的水；但你的另一半就是那攪動
水的棒子，把我們底部的隱情都攪動起來，才發
現自己是一杯污水，所以在婚姻上要認命─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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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配給我們最好的幫助者。而不要命就是不愛

上自己，一同服事，如一些弟兄姊妹是第一次配

惜魂生命，家裏鬧革命就是要隔除我們的魂生
搭當車長、餅杯傳遞、帶活動、管財務…等，藉
命，基督才能在我們裏面活出來。服事者提醒我
他們的配搭補上我們許多的不足，也彼此勉勵同
們：「我們的婚姻是為著神永遠的經綸。」生活
得安慰。在相調過程中，發生一些未考量到的狀
中若享受主不夠，肉體就顯露出來；所以要彼此
況，但藉著主的恩典使我們不受其影響，能順利
鼓勵同走天路、進國度，好成為得勝者！實行上
的進行。感謝許多弟兄姊妹們背後的代禱，使整
要彼此珍賞並說出美言、彼此肯定、彼此體諒。
個相調的服事及進行能順利平安，盼望主繼續帶
這次的相調緊接在青職福音聚會之後，核心配
領我們往前，得著更多青年人和愛主的家，為著
搭上明顯不足；但藉著許多青職弟兄姊妹樂意擺
祂的恢復。
（青職相調服事組）
︽︽︽︽︽︽︽︽︽︽︽︽︽︽︽︽︽︽︽︽︽︽︽︽︽︽︽︽︽︽︽︽︽︽︽︽︽︽︽︽︽︽︽

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三課 保守自己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為著建造基督宇宙的身軆
第四課 為著主恢復的前途，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的重要
以弗所三章十九節說到神一切的豐滿。這個豐
滿是內容；神要把這個內容充滿在人裏面。二十
節看見神如何成就這件事，就是神要如何以祂的
豐滿來充滿人。神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把祂自
己作到人裏面。我們的生活、行事、為人、工作，
若不與神發生關係，就都要過去。只有神在我們
裏面的工作纔能存留。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
工作。神如果得不著人，神就沒有作為，也就沒

祂的工作品。
在聖經中有許多神呼召少年人的例子，就如:
舊約裏的摩西、約書亞、撒母耳、大衛、但以理
和他的三個朋友，新約中的施浸者約翰、十二個
門徒、保羅...等等，他們都是神所揀選來轉移時
代的人，都是少年人。李弟兄說，盼望我們的青
少年弟兄姊妹，二十五年受屬靈教育，二十五年
學屬靈經驗，末了能給神使用二十五年。若不是

有方法，沒有路。在召會生活裏，我常以為所需
有一班少年人被主救來，今天好好的受帶領，那
要的乃是找好方法。在餵養的過程裏主常來提
時如何能學經驗，以致被主用？若是今天沒有少
醒：祂的工作，不是賜下方法，乃是得著人。戴
年人被主得著，等我們離開的時候，就沒有人接
德生弟兄在書中說過「你所是的比你所做的更重
替我們。為此我們需要注意少年工作，並看見少
要」
。是我這個人該先給神得著；學習作對的人，
年人的寶貝和他們在神手裏的重要。在末後的世
過於學習作對的事。事對了而人不對，一點價值
代，我們實在需要有一個重的心情來愛少年人，
也沒有。實在不是我能為祂作工，乃是祂要在我
好的愛，壞的更要愛。他們一個個都會成為主手
身上作工。我不該僅僅是祂的工人，我也必須是
中的利劍。
(蘇曉琳)
︽︽︽︽︽︽︽︽︽︽︽︽︽︽︽︽︽︽︽︽︽︽︽︽︽︽︽︽︽︽︽︽︽︽︽︽︽︽︽︽︽︽︽

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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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

當月收入

3,152,836

99,200

7,166,408

當月支出

2,293,001

99,200

7,023,125

當月結存

859,835

0

1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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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徒普遍實行財物奉獻，以應付召會日益增加的經
常支出禱告。
三、為國家經濟情勢及政局能持續穩定發展，在位者敬畏
神，使福音越發在這地廣傳禱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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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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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青少年代禱事項：請為各校園排傳福音及各大組青少

年福音聚會邀人、得人禱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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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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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區吳李麗卿姊妹肺炎病情獲
得控制，已轉普通病房，仍請繼續代禱；103 區劉滬
生弟兄母親劉趙維珍姊妹因肺及胃部嚴重積水，於內
湖三總醫院急救中，請代禱。

一、全時間訓練秋季展覽聚會：11/20(日)於仁愛會所舉行，
會前備有愛筵，請各區鼓勵聖徒踴躍參加。17:30～
18:40 愛筵，18:40～20:40 展覽聚會。
二、青職成全聚會：11/25(週五)20:00 於新光會所舉行，主
題:建立與主情深的關係，歡迎所有青職聖徒一同參
加。
三、全台眾召會感恩節特會信息暨禱研背講追求：12/2（五）
10：00～12/3（六）16：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每
人 700 元，報名截止日期：11/21（詳閱通啟）
四、小五小六受浸聚會：12/3（六）15:00～17:00 於仁愛會
所，請向各大組兒童窗口報名。
（完成浸前預備課程追
求者，請攜帶學習單及得救見證，可獲贈受浸禮物一
份。）
五、全召會小五、六主日成全集中相調：12/4（日）請家
長於 9：30 前將兒童送至新光會所。
六、竹苗區福音收網聚會：12/8（四）19：30 於仁愛會所
舉行，主題：「人生的最高境界」。請為此禱告並盡力

邀請福音朋友與會。
七、一、二大組新春相調報名：2012 年 1/20～1/22 於苗栗
錦水溫泉飯店舉行，費用：食宿每人 2,400 元（2 人房
3 人房已滿，尚有 4 人房 4 單床 4 間、6 人房 3 間）報
名截止日期：11/30 或額滿為止。
（詳閱通啟-請上新竹
市召會網站報告事項中下載）
八、三、四、五大組新春相調報名：2012 年 1/20～1/22 於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費用：食宿每人約 2,350
元（視房型而定）
（尚有 4 人房 23 間）報名截止日期：
12/19 或額滿為止。
（詳閱通啟-請上新竹市召會網站報
告事項中下載）
九、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11
月追求進度：第十一章。
十、401 區林政偉弟兄與 103 區洪千晴姊妹結婚聚會：謹
訂 11/26(六)14：30 於仁愛會所舉行，請聖徒踴躍前往
扶持。

────────────────── 【報告事項】 ──────────────────

───────────────────────────────────────────
【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
（2011.11.07～2011.11.13）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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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264
169
266
207
1220
143
157
89
115
38
52
15
47
32
19
28
435
76
77
19
36
157
12
38
18
19
16
11
15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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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 2149 833

137 241 234
76 271 164
43 174 146
105 227 223
91 256 134
452 1169 932
73 － 173
44 106 89
23 200 126
45 170 136
10
80
60
10
70
45
9
30
12
12 — 50
8
45
37
7
30
20
9
50
32
133 675 518
21 — 25
17 — 28
3
—
7
11 — 17
49
76 113
8
12
20
21
30
26
9
20
22
7
20
22
7
20
18
11
20
20
2
20
15
166 218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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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154
117
184
116
762
113
96
40
76
26
42
5
20
26
13
18
266
24
38
11
16
82
7
27
20
11
8
12
4
260

12
8
8
8
7
43
－
－
3
8
1
1
1
2
1
1
1
19
3
5
1
1
3
1
1
1
1
1
1
1
20

49
35
37
37
34
192
－
－
31
35
5
10
6
8
4
7
7
113
5
20
5
2
16
17
13
0
0
0
0
0
78

751 2062 1783 1408 1288

82

383

日期

內 容

11/20（日）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09：30 負責弟兄於伯特利山莊交通
18：40 全時間訓練秋季展覽聚會

11/21（一）

19：30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11/22（二）

禱告事奉聚會

11/23（三）
11/24（四）
11/25（五）
11/26（六）
11/27（日）

9：00 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20：00 青職成全聚會於新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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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一）

19：30 負責弟兄召聚專項交通聚會

11/29（二）

禱告事奉聚會

11/30（三）
12/01（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9：00 竹苗區聖徒追求

12/02（五）
12/03（六）

大組核心交通
15：00 小五小六受浸聚會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主後 2011.11.20 第三四五期

新約讀經心得

啟示錄中所啟示信徒作三個階段的祭司

啟示錄說到許多的事物，其中包括新約裏的信
徒有幾個身份，如神的奴僕，蒙救贖的人，得勝
者，團體的作為召會，也作為國度…等，但其中
有一個身份就是祭司。祭司在舊約裏就有，而在
啟示錄，聖經的最後一卷書，也是整本聖經的總
結中仍說到祭司，必有其特別的含意。其中有四

3，5。）」
在五章裏，基督作為配揭開坐寶座手裏之書卷
的羔羊。當祂拿書卷的時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
長老唱新歌說道：「你配拿書卷，配揭開它的七
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
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與神，又叫

處經文說到在基督裏的信徒，在三個階段－今天
召會時代，來世國度時代，永世的新耶路撒冷裏
作祭司事奉神。由此可見，神對我們新約信徒的

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
在地上執掌王權。」
（9～10）這讓我們看見，作
祭司的乃是來自萬族、萬民和萬邦。為此主在馬

命定乃是作祭司事奉神。
在一章裏，當使徒約翰寫信給七個召會時，題
到這信乃是從父、靈、子所寫的。而這位子不僅
愛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
更在六節說：「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
的祭司；」子在祂的人性裏，神是祂的神；子在
祂的神性裏，神是祂的父。這說出今天在召會時

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節說，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
下；又在二十八章十九節囑咐我們要去，使萬民
作主的們徒。我們被贖歸神乃為作祭司，並且是
君王祭司，不僅是事奉神，更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二十章六節說：「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
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
他們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

代裏，因著基督的救贖，我們不僅從罪得釋放，
不再作罪的奴僕，更作祭司來事奉神。這裏啟示
基督經過成為肉體，將神性帶到人性裏，成了神
人，又經過死而復活，將人性拔高到神性裏，為
要使我們能作「祂神與父的祭司」。若基督沒有
經過上述的過程，我們只能作罪的奴僕，也只能
事奉瑪門，至終乃是我們都臥在那惡者裏面。原
是墮落的罪人，今日卻能作神的祭司事奉神，神
是何等的高抬我們！
六節恢復本的註二給我們一個關於這三個階

王一千年。」這裏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是指得勝
者，因此這節是指在千年國時代，得勝者要作神
和基督的祭司。恢復本註四有清楚的解釋：「在
千年國裏，得勝者一面要作祭司，親近神和基
督，一面又要作君王，與基督一同作王轄管列
國。
（二 26～27，十二 5。）他們作祭司，是叫神
和基督享受他們的事奉而滿足；他們作君王，是
為神掌權，代表神牧養人，叫人得著享受和滿
足；這就是所給他們的賞賜。今世失敗的信徒要
失去這賞賜；但他們在千年國裏受主對付之後，

段清楚的鳥瞰：「我們藉著基督的血蒙了救贖，
不僅成為神的國度，也成為祂的祭司。（彼前二
5。）國度是為著神行政的掌權，祭司是為著神
形像的彰顯。這就是君尊的祭司體系，（彼前二
9，）為要成就神原初造人的定旨。
（創一 26～28。）
這君尊的祭司體系，正在今天的召會生活中得以
操練，
（五 10，）並要在千年國裏得以加強實行，
（二十 6，）且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二二

要在新天新地裏有分於這賞賜的福分，就是事奉
神，並代表神執掌王權，直到永遠。
（二二 3，5。）」
一面，這激勵我們當趁今世追求得勝者的賞賜；
另一面，也警告我們失去賞賜的後果。
最後在二十二章三節說：「一切咒詛必不再
有。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奴僕都要事
奉祂，」這裏的城乃是聖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
在永世裏。雖然這節沒有「祭司」這辭，但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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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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何等的權利！從啟示錄裏我們看見，作祭司

我們看見按著神的命定，只有祭司能事奉祂。到
事奉神不僅是神對我們的命定，神給我們的權
了新約，雖然保羅自稱為基督耶穌的奴僕，但他
利，也是神給我們的福分。
（盧正五）
的事奉不僅是奴僕的事奉，更是作祭司事奉神。
︽︽︽︽︽︽︽︽︽︽︽︽︽︽︽︽︽︽︽︽︽︽︽︽︽︽︽︽︽︽︽︽︽︽︽︽︽︽︽︽︽︽︽

舊約讀經心得

從約拿的經歷看傳福音者的操練

約拿書是申言者書中較早期的作品，約拿盡職
期間約於主前八百六十二年，以利沙的時期。其
盡職對象是外邦的尼尼微（世上最古老的城，由
挪亞的曾孫寧錄所建，創十 11，12）人。約拿意

基本又重要。約拿的禱告中提及兩個重點與傳福
音頗相關：一、傳福音者的「魂」
。他說，
「諸水
環繞我，幾乎淹沒我。」
（5）末句原文直譯，
「達
到我的魂」。顯然，約拿的意思是神對付他已達

鴿子，這指明神要約拿像鴿子出去，傳和平為福
音（參弗二 17）。本書主題是，耶和華的救恩甚
至臨到外邦人的城尼尼微。
約拿是個極有個性的人，他不順從神，卻也有

到他的魂，令他原本不順從的魂改變。另外又
說，「我的魂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我就想念耶
和華」
（7 上）明顯含示約拿原來剛強、頑梗的魂，
經神的管教變得虛弱、憔悴，轉向神而想念神；

他的道理。神要他往尼尼微大城去，向那城呼
喊，「他們的惡已經達到神面前。」（拿一 2）約
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神的面。他施也許是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一個港口，位於今日的西班
牙。約拿並非軟弱不敢去，也不是對神的話沒信
心，而是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恤的神，不輕

二、一再思想「聖殿」
。他說，
「我從你眼前雖被
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4）又說，「我
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達到你面前。」
（7 下）聖
殿是神聽人禱告，與人交通，向人說話的地方，
顯然在魚腹中，在苦難下，約拿體認到奉神差遣
去宣告神的話，必須仰望、進入聖殿，達到神面

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
（四 2）
；他也知道尼尼微若悔改，神就會後悔，
改變原意，不審判那城。約拿豫料事情會是這
樣，他不同意神，才逃開，躲避耶和華的面。然
而神卻興起環境，使他搭乘的船遇大風浪幾乎破
壞。船長把約拿從沈睡（可能暗指他的魂昏暗不
明）中叫醒，要他「起來，呼求你的神。」
（一 6）
「呼求」一字正是神要他向尼尼微城作的（即「呼
喊」）
，不過對象不同，他不願對外邦人呼喊，外
邦人（船長）就叫他對神呼求。全船的人後來也

前。換成新約的發表，就是回到靈裏，與神交通
並順從神的話，憑靈生活行動，活在主面光中；
另外聖殿所豫表的召會含示神救贖人的目的–
建造召會。可見傳福音者常需苦難或對付，以認
識並經歷勝過魂的攔阻和得著靈裏建造召會的
啟示。還有一點很值得留意，就是在約拿短短八
節的禱告文中引用詩篇十三處（以恢復本串珠為
準）加上哀歌及以賽亞書等，不能不佩服他在大
魚腹中，危急存亡之際，尚能引經據典，朗朗上
口，顯示他在神話語上下的功夫很深，且會活用

都「呼求耶和華」（14）並將約拿拋進海裏，而
使海止息。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華，向耶和華
獻祭，並且許願。（16）約拿的錯誤反倒使一船
的人認識並敬畏耶和華。
約拿下到大魚腹中三日三夜，只作一件事便是
禱告耶和華他的神。第一句話又是呼求，約拿
說，
「我因急難呼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
（二
2）可見「呼求」或「呼喊」乃至後文中的「宣
告」
（三 2，4，原文皆同字）
，在福音的操練上既

神的話，這大概也是稱職的傳福音者必備的要
件。
有了上述魂的變化和進入聖殿到神面前的經
歷後，約拿再度有神話臨到，雖與第一次神說的
一致（一 2，二 2）
，然而，約拿改變了，變得順
從，
「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
（三
3）當尼尼微人聽見約拿的宣告而悔改、信服神
（5）並切切呼求神（8），神轉意後悔（9），不
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10）
，約拿又故態復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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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事大大不悅，並且發怒（四 1）
。約拿再度禱

命的愛心和憐憫心，就是「基督耶穌的心腸」
（腓

告神，大膽向神講理並求死（2，3）。神未責備
他，只反問約拿，「你這樣發怒合理麼？」（4）
怒氣主要出自人的魂，合理原文意完好、美麗、
快樂、成功和行善；顯然關乎魂的，約拿都不是。
神藉以暗示，約拿的魂仍未更新、變化，且不正
確。由後文神對約拿的帶領和教導看，神啟示衪
自己是憐憫人的神，不只憐惜邪惡的外邦城尼尼
微，甚至顧到他們的牲畜（11）。神進一步藉蓖
麻的事，提醒約拿，再次問他，
「合理麼？」
（9）
他為自己的舒適，連一棵蓖麻都憐惜，何況這尼

一 8）。
綜合約拿的經歷，我們得著啟示，我們要能擔
負傳神福音的重擔，平常應熟讀聖經，常應用、
經歷主話。除對主有信心外，還要照主話操練，
呼喊（向福音朋友）、呼求（向主）並宣告（向
神指定的對象），都必須真誠、放聲。傳福音者
的魂也必須被對付，操練喪失魂生命（即作人位
的部分），且藉禱告思念（心思的功用）基督耶
穌裏面所思念的（腓二 5）
，也就是神對世人的愛
（約三 16）和憐惜，顧到人且有同理心。末了，

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右手和左手的有十二萬
多人，並有許多牲畜，神（造人且對所造的人有
榮耀目的）豈能不憐惜呢？約拿的魂何等自私、
無愛，他只好默然。顯然就傳福音者而論，約拿

還得在禱告中得啟示知道，傳福音必須活在靈
（聖殿所豫表的）裏，在神面前，倚靠神並憑靈
行事；而傳福音的目的也不只是帶人得救，不受
永火的審判，更是為建造神屬靈的殿（彼前二

太顧自己，卻缺乏神的憐憫和同理心。神暴露約
5）
，就是今世的召會–神的家。
（董傳義）
拿是為啟示我們，要作傳福音者最需要有看重生
︽︽︽︽︽︽︽︽︽︽︽︽︽︽︽︽︽︽︽︽︽︽︽︽︽︽︽︽︽︽︽︽︽︽︽︽︽︽︽︽︽︽︽

全台姊妹相調特會蒙恩分享(二)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

對於這次全台姊妹聚會的第七篇信息，我們常
常只知道，主給了彼得開諸天之國的鑰匙，卻不

召，對主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我們在這裏過著無比豐富、榮耀的召會生活，

曉得，我們還需要關起陰間的門，使召會得以建
造起來。而關起這門需要三把鑰匙－操練靈否認
己、樂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並在今世喪失我
們的魂生命。聚會中的信息使我看見己是何等可
怕，野心、驕傲、自高、自義、自是、暴露、批
評、定罪…等都是我們的己，甚至連乞丐都有驕
傲這可怕的己。我們實在需要操練靈，認識這位

是為著使我們能夠更多出去成全人。記得我在日
本開展時，許多的弟兄姊妹是不辭辛勞，花了許
多時間、車程來與我們有聚集，他們是這樣的渴
慕真理，巴望和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我們現今
的享受是為著我們能去到各地供應、成全人，而
不是把這流停在自己身上。台灣是主恢復的苗
圃，需要將這豐富帶到世界各地去，即使我們可

住在我們裏面復活基督的大能而否認己。
另一面，在這次聚會裏總共提到了四項專題交
通－LMA（主在亞洲的行動）
；台島青年得一萬；

能不是這麼容易的能到海外去開展，但是我們卻
能夠有份於全台島的鄉鎮開展。我們的周遭滿了
青年人，你我需要過福音的生活。弟兄提醒我

鄉鎮開展；海外開展。在這四項的交通中，讓我
們看見主回來的腳步實在是近了。藉著亞洲與歐
洲的福音行動，至終我們要在耶路撒冷會合，迎
接主的回來。這不僅是主的心願，更是我們現在
必需與主配合的。在歐洲幾乎要花三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得著一位當地人，但在亞洲國家，卻是成
千上百的人，渴望得著這樣的福音。莊稼已經發
白了，但是工人在那裏呢？是否有人答應主的呼

們，我們可以藉著禱告去、財務去、人去，與主
的行動配合，向受造之物傳揚福音，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
（許馨予）
︽︽︽︽︽︽︽︽︽︽︽︽︽︽︽︽︽︽︽︽
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真理、生命、召會、福音
四者齊頭並進，缺一不可，這使我們正確走在主
恢復的道路上。得救多年，因著對真理不夠進
入，以致生命經歷上有欠缺，結果就侷限了主對

召會的祝福。為此主實在責備我，不但對祂話的

於海中，戴德生說，他彷彿聽見母親嚎啕哭聲，

追求已停止，甚至連晨興聖言有時也瞄一下就過
去，這樣的光景如何讓祂用真理聖別我，使我脫
離世界、野心，高抬已及意見分裂的因素？難怪
至今我與弟兄已結婚十多年了，彼此相愛相知，
但要完全是一卻不容易，甚至有時還會有爭執。
這種情形讓我很困擾，我們都愛主，都事奉神，
但我的己還是很大、很強、很難辦。為什麼？因
我沒有持續不斷地進入真理，使我從己裏遷出
來，進入三一神裏。所以我仍要竭力的操練靈，
禱讀主的話，天天、時時泡透在主的話中，使我

因她深知再也見不到兒子了。弟兄說，目前主在
亞洲的行動大多是在受限制的國家。在柬埔寨開
展的大多是韓國和中國的聖徒，但台灣的青年人
在哪裏？這使我裏面的靈被激動，很蒙光照，若
是將來我的孩子有負擔到偏遠落後的地方傳福
音，我是否捨得？我願否能為福音的緣故到我所
不願去的地方。會後，我向主更新奉獻，願我做
一個來去來的人，來到主面前，去傳揚高品福
音，好迎接主的再來。
（張洪美芳）
︽︽︽︽︽︽︽︽︽︽︽︽︽︽︽︽︽︽︽︽

脫離麻煩的己，讓屬靈的實際更多構成在我裏
面，不光只用嘴巴說說而已，必需使真理成為我
真實的活出，讓神聖的成分被我實化。
（陳林秀雲）

羅馬書十四 17：「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
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新約總論裏說
到，信徒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就會對自己是
義的。這就是說我們要嚴格的對待自己，不為自

︽︽︽︽︽︽︽︽︽︽︽︽︽︽︽︽︽︽︽︽
感謝讚美主，使我這次能脫開綑綁，進入這聖
靈的水流裏。因著近期工作的關係，無法如期的
交貨，又有合約上的為難，日增的壓力，使我被
囚禁在那死水裏，但姊妹們竭盡所能的為我禱
告，向主要。相調的前一晚，我們在晚上十一點

己找藉口。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也要我們對
別人有和平，我們與別人的關係必須有和平這個
特點。對別人，我們必須竭力追求和平，一直尋
求與人有和平。這和平就是基督自己從我們這人
活出來。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也要求我們對
神要有聖靈裏的喜樂，聖靈乃是喜樂的靈。我們

多通電話，一面我極渴望能參加，一面工作還沒
結果，哦主阿，求你斷開鎖鍊，讓我得自由！
隔天一早醒來，我靈裏挑旺，告訴我可以準備
行李，弟兄也已經將工作安排妥當，要我前往參
加姊妹相調特會。讚美主，藉著弟兄們釋放信
息，不但使我認識真理、生命、召會、福音這四
大支柱，更使我脫開自己，進入神聖的三一裏，
認識神的定旨，天天活在主前，得裝備、被充滿。

若不喜樂，就指明我們不在聖靈裏。我們若真正
過國度的生活，就會在神面前有喜樂，讚美祂。
每當我們過一種生活，對自己是義的，對別人是
和平的，我們在神面前就會有聖靈裏的喜樂。這
種生活就是神的國，作召會的生活。
以西結書四七 11：「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
不得治好，必留為鹽地」
。啟示錄三 15～16：
「我
知道你的行為，你不冷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

（洪湘凌）
︽︽︽︽︽︽︽︽︽︽︽︽︽︽︽︽︽︽︽︽

熱。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就要從我口
中把你吐出去。」

真理的標準是絕對的，弟兄說，我們聽到的信
息如：主是生命樹。可能自以為已經知道這個真
理，當但弟兄問此根據的經文出處時，在場能答
出來的人不多，這就說出我們還未被真理所構
成。
在第一堂專題，弟兄交通到傳福音得青年人的
負擔。戴德生未出生前，他的父親就為能將他獻
身於中國福音禱告，他十七歲得救，二十一歲前
往中國傳揚福音，他的母親送他上船，直到船駛

生命的流帶著生命的供應，河水所到之處，百
物都必活。但和無法醫治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
泥濘之地或窪濕之處是中立地帶，半路涼亭、妥
協和不冷不熱之處。為著生命的流並為著召會生
活，我們必須絕對，我若要再主的恢復中，就要
絕對在主的恢復中，不要半路涼亭。主耶穌渴望
並要求絕對，因著絕對，我們就會在流中，這流
不是涓涓細流，乃是可洑的水，這樣河水所到之
處，百物都必生活。
（高李若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