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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二○一一年冬季現場訓練暨錄影訓練
新竹市召會將於明年元月六至八日舉辦冬季
現場訓煉，九至十四日開始錄影訓練。這次的主
題為「詩篇結晶讀經(二)」
，將進入詩篇的卷三至

實際的構成如何？基督是不是也同時加增到信
徒裡面呢？這意思不是說召會一定走下坡，會有
荒涼。可是我們自己，甚至我們所牧養的新人，

卷五。謹摘錄「詩篇中所啟示並豫表的基督與召
會」這本書中的一段話，來與聖徒們交通參加訓
練的負擔。

若沒有花時間進到這新約職事所帶給我們的豐
富，沒有下工夫在主話上勞苦經營，沒有被現有
的真理裝備、構成，要如何能正確的珍賞並高舉

現在從七十三篇開始，我們來看詩篇卷三。卷
三指明聖徒如何在他們的經歷中領悟，惟有藉著
神子民正確的珍賞並高舉基督，才能保守並維持
神的殿、神的城、和其中的一切享受。這意思是
說，我們若要持續的經歷神的殿和城同其一切的
享受，我們必須正確的珍賞基督並認識基督。惟
有我們適當並正確的高舉基督，才會保守並維持
對神的殿和城的享受。否則，我們要失去對殿的

基督呢？要如何能保守並維持對神的殿和城的
享受呢？我們都要問問自已，在主的恢復裏多年
了，但到底有沒有進入主恢復的內在素質？我們
究竟用什麼在建造召會、建造身體？是金、銀、
寶石還是木、草、禾稭？我們必須看見，主的恢
復不是那麼膚淺的。我們要建造怎樣的召會，在
於我們教導怎樣的真理，這是必然的。
今天我們在這裏是為著主的恢復。長期來說，

享受，神的城也要消失。…在卷二結束時，我們
已經達到頂點，達到最高峰。但是這樣榮耀的光
景，這樣的得勝，這樣的高升，這樣豐富的祝福，
常常持續不了多久。因著我們不夠珍賞基督的高
舉，的確有個問題聯於我們對神的殿和城的享
受。神甚至會允許仇敵侵入並破壞我們對祂的殿
和城的享受。這正是我們有卷三的原因。…要維
持並保守美好的光景，總是有難處的。要使這樣
的景況持續一段時間並不容易。當我們在地方召
會中達到最高峰時，我們留在山頂上通常不會太

我們確實必須幫助主恢復裏的聖徒進入拔尖的
屬靈教育。你我必須記得，我們仍然是很活的高
舉活的基督、賜生命的靈、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的
豐富。要發揚這些事，實行這些事，帶領人進入
這些事，使人留在這裏，我們就需要話，需要真
理。主恢復的標準在於我們所陳明之真理的標
準。…你們領頭的弟兄要竭盡所能，在所在地激
起一種氣氛，在聖徒裏面製造追求主真理的饑
渴。要告訴他們，真理是在獨一的聖經裏面，而
引導他們進入聖經，…聖徒如果真愛主的恢復，

久。常常有些引起荒涼的情形干擾，帶我們走下
坡。這點要牢記在心。
每到年終時，我們都有感恩團圓聚集，就如以
色列人過住棚節一樣。眾人都一同歡聚，數算主
恩的豐富，感謝神如何的祝福我們，使召會一直
繁殖擴增。這時刻可算是召會生活的高峰。但我
們該受題醒，當召會人數不斷成長時，召會內在

就必須一直從健康的食物得餵養，使自己剛強。
吃適當、規律的食物，結果就使自己剛強，也使
主得著剛強的見證。(長老訓練 第三冊)
我實在阿們李弟兄的話。看看已過參加夏季訓
練的聖徒人數，總共是三百八十三位(包含美國現
場、竹苗現場、錄影訓練與大中區現場)。然而，
新竹市召會已是一千二百人的召會，如果僅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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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分之一的聖徒參訓，我們要如何托住人？如

擔，鼓勵聖徒報名參訓，竭力進入主今時代的說

何背負各區、各大組的見證？如何帶領召會往
前？這不是定罪或批評，但我們實在需要接受負

話！

（李典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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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小六受浸聚會報導

接受神救恩，進入神的國

已過 12 月 3 日，兒童服事組在仁愛會所舉辦
了一場小五、六兒童受浸聚會。這是為著一群在
兒童主日或兒童排成全下，清楚認識救恩及受浸
的意義，且願意藉著信而受浸接受救恩的孩子們
所預備的。在這樣的負擔下，召會在一個月前就
安排這些想要受浸的孩子，由父母或服事者陪伴

他們信主耶穌後有怎樣的改變？在主面前是否
常常被光照而有認罪悔改的經歷？藉著這樣的
談話，摸摸這些孩子的靈並適時地加強他們對救
恩的認識。這些安排就是盼望他們都能清楚得
救，讓神不僅僅是他們父母的神，更是成為他們
主觀經歷的神！感謝主，經過面談後，發現這班

他們追求五週的「信而受浸」預備課程，為使他
們認識人裡面罪的光景；認識神對人奇妙的救
法；並認識神要人藉著悔改、相信，接受神的救
恩，最終受浸進入神的國。當天實際報到並受浸
的孩子總共有 17 位，更有 9 位兒童認真地追求
完「信而受浸」預備課程。
聚會前，孩子們很早就由家長陪同來到會所報
到，有些家更是全家出動，爸爸媽媽、兄弟姊妹、
爺爺奶奶都一起來觀看。看著他們繳交課程學習
單，認真填寫聖徒情況表的樣子，這群孩子實在
是對於進入神的國，滿了渴慕與迫切！

小神人都有不錯的屬靈悟性，便由弟兄們為他們
施浸，進入神的國！
受浸後，有幾位兒童做了經歷主的蒙恩見證，
使與會的家長及服事者們都很得激勵。有位兒童
見證說，當他考完段考時，起初很高興地拿到 100
分的考卷，卻發現是老師改錯忘了扣分，心裡很
掙扎是否要主動告訴老師？但裡面有主的話光
照他，於是他就毅然決定拿考卷去誠實的告訴老
師。老師雖然扣了分，但卻讚美他誠實的性格值
得加分。另外，有一位兒童見證說，以前很想要
受浸是因為很想嚐嚐喫餅的滋味，但藉著五週追

聚會一開始，藉著詩歌"讚美讚美讚美主的愛"
(兒 420)，就把聚會的靈挑旺起來，孩子們個個靈
敞開。然後，有弟兄釋放"受浸的真理與意義" 信
息，藉著挪亞全家進入方舟而脫離神洪水的審判
與被定罪的世界；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這兩
幅舊約的圖畫，清楚的說明了受浸的意義。
在受浸前，一個個孩子與弟兄們有個別的受浸
談話，目的是要了解孩子本身對於受浸成為基督
徒，是否有真實的渴慕？對救恩是否清楚？聽聽

求課程，便清楚了受浸的意義，知道若不是從水
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他便迫切地想要進
入神的國，所以決定當天來受浸。
感謝主！願主記念這些得救的孩子，不僅得著
了法理的救贖，更是天天經歷祂生機的拯救，過
正常的召會生活，成為常存的果子。生命亦能變
化、長大以致成熟，成為合主使用的材料，有份
神的建造。
(兒童專項服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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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八篇為著神的行動與神合作，成為有託付的父母，在主裡栽培並養育兒女
此篇言及我們該如何與神的經綸合作，成為有
託付的父母，以主的教訓和警戒來養育兒女，並
使家中滿了愛的空氣。
如何與神的經綸合作
第一段說到神經綸的成就需要我們的合作。與

神合作就是與神綁在一起。例如當我們求神醫治
時，必須是完全連於祂的經綸。你若生了病你禱
告求醫治時不可有僭用神的態度。相反的你必須
從靈的深處說，「主阿，我在地上，不是為著我
的健康、我的亨通、我的兒女、或我的工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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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乃是為著你的經綸。…主阿，在你心裡對
我有甚麼計畫? 」
此外我們人類生存的一切所需必須在神聖的
約束之下。任何超過我們所需要的事物都成了屬
世的、埃及的、法老的東西，使我們離開神定旨
的經綸。在凡事上，神的經綸必須是決定的因
素。我們的生活和生存端賴屬天源頭的供備，不
靠世界的供應。為此我們需要異象並需要操練我
們的信心。
當神的經綸在神子民中得以實行時，我們就要
蒙福。這指明我們的幸福，我們的好處，完全聯
於神經綸的實行。我們不該在神的經綸之外尋求
自己的好處。
以主的教訓和警戒來養育兒女
第二段有五個重點:一、要幫助兒女有正確的雄
心二；不要鼓勵兒女的驕傲三；要兒女服輸並學
習謙卑四；要教兒女會揀選五；要教兒女學習安
排事情，藉此使我們都能成為有託付的父母。
首先我們看見父母要幫助兒女有正確的雄心。你
的世界如何孩子的雄心也如何。因此我們要使孩

子從小就有一個心，看見為主受苦是高尚的事，
做殉道者是寶貝的事。接著做父母的不好當著人
的面稱讚孩子，這是幫助他的虛榮，培養他的驕
傲。我們應該按著主的教訓和警戒來給他們看見
「孩子，你應該有思想，會說話，有本領。但是
全世界像你這樣的孩子很多。」做父母的不必打
擊孩子，使他失去自尊心，我們應一面避免培養
他的驕傲，一面在他失敗時要教導如何佩服別
人，並接受自己的失敗。在每個過程讓他們自己
揀選，告訴他們這樣揀選對不對。那樣安排好不
好，給他們有機會料理自己的事務。
一切的秘訣就在於做父母的人要學習和孩子
交朋友，我們要做到孩子有難處時，第一個是來
告訴你，這樣家庭的難處就相當少，就能過去。
最後我們看見父母給孩子最大的幫助就是花時
間陪他們。願我們家庭裡滿有愛的空氣，使召會
一半的人是從家庭裡出來(另一半從世界裡出
來)，藉著主的教訓和養育，長成召會的豐富。
（黃齊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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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召會 2011 年 11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項 目

一般奉獻

海外開展

台灣鄉鎮開展

當月收入

2,317,603

56,400

20,000

當月支出

1,737,891

56,400

20,000

當月結存

579,7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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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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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從 12 月份開始-青職聖徒兩年
讀經一遍代禱，求主賜給青職聖徒渴慕追求主話的
心。（103 週新約：啟 21 章；舊約：亞 1-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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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團聚福音邀人、得人禱告。

七、高三升大學代禱名單：鍾維、李姿諭、陳俐伃、吳
昭儀、陳天慧、林庭希、劉潔、葉以蓁、曾國政、
陳仕熹、李明翰、張國全、楊佑萱、李佑真、徐睿
妤、吳亞倫、譚得、楊晟、林妤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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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平安完成腦部放療和化療代禱)；107 區張炎柱弟
兄（為胃腸基質瘤術後標靶治療代禱）
；204 區蔡富
達弟兄胃癌，請為術後康復代禱；二大組高玉露姊
妹車禍肋骨斷裂，目前於家中靜養，請為其身體康
復代禱。

【報告事項】
一、五大組年終數算恩典和各區蒙恩展覽：12/18(日)17：
40～20：10 於仁愛會所舉行，請聖徒加強看望和邀
約，同沐主恩。
二、青少年福音聚會：12/25（青二區）
。
三、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12/18(日)15：00 於科園會所
舉行。
四、三、四、五大組青職福音相調茶會：12/23(五) 19:00
～21:00 於科園會所舉行，歡迎邀約青年朋友一同
參加。
五、一、二大組青職福音外出相調：12/24(六)地點：鴛
鴦谷休閒養殖農場。歡迎邀約福音朋友一同參加。
聯絡人：陳克強 0980697248。
六、新人數系統使用教學：12/24(六)9：30 於交大學生
中心舉行，請各區有心服事者踴躍參加(每區至少 1
人)，可自行攜帶上網裝備。
七、一大組年終感恩愛筵聚會：12/25（日）17：30 於仁
愛會所舉行，請聖徒加強看望和邀約，同沐主恩。
八、兒童讀背經展覽: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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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竹市縣姊妹聚會：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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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們踴躍與會。
十、跨年禱告聚會：12/31(六)23：30～2012/1/1（日）
00：30 於科園會所舉行。主日集中晨興暫停一次（原
則上於各區主日）
十一、新竹市召會冬季現場暨錄影訓練：現場訓練：

1/6(五)～1/8（日）於仁愛會所舉辦（1/8 上午各大
組 集 中 釋 放 ）。 錄 影 訓 練 ： 白 天 班 ： 1/9( 一 ) ～
1/14(六)8：30～12：00、夜間班：1/9(一)～1/15(日)19：
30～21：30（週二除外），週六、日 15：00～17：
30。地點：仁愛會所，訓練奉獻款：每人 600 元。
報名截止日期：12/26。（詳月通啟）
十二、冬季現場訓練（中部）：1/15（日）19：00～1/18
（三）18：00 於中部相調中心舉行，歡迎高中以上
及弟兄姊妹全程參與（儘量鼓勵大專青年參加），
費用：每人 2,000 元（不含教材費）
。報名截止日：
1/2。
十三、關西召會購置會所奉獻：為扶持鄉鎮召會，新竹
市召會已奉獻新台幣 30 萬元，請聖徒們為此需要
代禱並記念。
十四、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憑生命的路傳揚福
音」，12 月追求進度：第十二章。
十五、執事室報告：12/25 各區奉獻款務請於 12/26 日送
交執事室，以免影響申報奉獻證明作業。
十六、晨興聖言進度：12/19～12/24 追求「主恢復的中
心點」
（進度：第一週、第二週兩篇）
。
十七、103 區劉趙維珍姊妹安息聚會（劉滬生弟兄母親
親）
：謹訂 12/18(日)13:30 於仁愛會所舉行，請聖徒
踴躍前往扶持。
十八、一大組林恩沛弟兄(林哲明弟兄兒子)與王貞懿姊
妹結婚聚會: 謹訂 2012 年 1 月 1 日(日)15:00 於台北
市三會所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前來扶持、祝福。

───────────────────────────────────────────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2011.12.05～20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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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內容

12/18（日）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5：00 竹苗區負責弟兄交通於科園
會所
17：40 五大組年終感恩聚會

12/19（一）

19：30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12/20（二）

禱告事奉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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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268
192
260
229
1267
161
196
93
139
48
53
21
46
36
16
27
479
73
68
17
33
134
12
42
15
8
21
14
10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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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 833

125 241 265
65 271 183
43 174 145
61 227 216
80 256 169
374 1169 1021
72 － 181
54 106 67
23 200 167
49 170 163
11
80
56
16
70
39
8
30
15
11 — 50
10
45
35
7
30
25
10
50
35
145 675 585
17 — 37
19 — 13
6
—
8
9
— 13
53
76 106
7
12
8
21
30
36
5
20
18
7
20
16
9
20
25
12
20
20
0
20
13
165 21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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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152
92
194
110
754
116
76
52
78
23
41
12
20
25
17
18
286
29
26
10
16
81
7
27
20
11
14
12
5
258

12
8
8
8
7
43
－
－
3
9
1
1
1
2
1
1
1
20
3
5
1
1
3
1
1
1
1
1
1
1
20

35
80
19
54
27
215
－
－
35
62
8
9
6
12
4
4
5
145
6
14
5
2
22
16
5
0
0
0
1
0
71

684 2062 1919 1408 1298

83

431

12/21（三）
12/22（四）
12/23（五）

12/24（六）

12/25（日）

09：00 年長聖徒聚會
19:00 三四五大組青職福音相調茶
會
大組核心交通
09：30 新人數系統使用教學
一二大組青職福音外出相調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
17：30 一大組年終感恩聚會

12/26（一）

19：30 負責弟兄召聚專項交通聚會

12/27（二）

禱告事奉聚會

12/28（三）
12/29（四）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2/30（五）

12/31（六）

大組核心交通
10：00 兒童讀背經展覽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19：30 竹市縣姊妹聚會
23：30 跨年禱告聚會於科園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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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你們的，就是接待我

主在馬太十章四十一節說：「接待你們的，就

差遣外出傳福音時，總是會遇到接待的問題，人

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是否接待他們關係甚大，表明人對福音的態度。

這裏主用接待的事來說到：跟從祂的人與祂這位

而無論門徒走到那裏，主都與受差遣的門徒是

屬天的王聯合為一。本節所啟示與主的聯合，恢

一。因此人若接待受差遣的門徒，就表示他接受

復本的註 1 清楚的陳明如下：「使徒為屬天的君

了福音，也就是接待了主，因為主自己就是福音。

王所差遣，既受了祂的權柄（1）與平安，
（13，）

並且接待是會得賞賜的。因為主在四十一、四

並且有父的 靈住在 他 們裏面，且 在王的 苦 難

十二節接著說：『因申言者的名接待申言者的，

（22，24～25）和受死（21，34～39）上與祂聯

必得申言者的賞賜；因義人的名接待義人的，必

合，就與祂是一。因此，人接待他們，就是接待

得義人的賞賜。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

祂。我們要與屬天的王有這樣的聯合，就需要不

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

惜任何代價，愛祂勝過一切，並走十字架的窄路

絕不會失去他的賞賜。』藉著註解的幫助，我們

跟從祂，如 37～39 節所啟示的。」

知道主就是申言者，也是義人。那怕只是給門徒

為甚麼主在這裏要用接待的事來說到與祂的

一杯涼水喝，在要來的國度都要得賞賜。姑且不

聯合呢？主在福音書裏作了許多的事，如醫病、

看得甚麼賞賜，但絕對不會叫我們受虧損。而且

趕鬼、行神蹟或傳福音，祂大可以用這些事的任

主是說只給一杯涼水就可得賞賜，所以我們若給

何一項來說到與祂的聯合，可能還更容易叫人聯

的不只是一杯涼水，豈不更叫主喜悅。所有接待

想到與主的聯合。但主卻不用別的事來說，而單

過的人都知道，要接待都必須付出一些代價。

單用「接待」來說到與祂的聯合。可見在主的眼

與這段經文有關的生命讀經說道：「凡接待我

中，接待並非一般人眼中所領會的，身為跟從主

們的，就是接待王；凡棄絕我們的，就是棄絕王。

的我們，也不應當僅僅用我們屬人的觀念來領會

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乃是非常嚴肅的。…這一

接待的事，甚至來實行接待的事。換句話說，接

切都是為著擴展王的職事。」雖然現在我們不一

待是一件與主聯合有關的事。若接待得合式，我

定會有因著傳福音而需要接待的服事，但原則

們就接待了主；若接待得不合式，可能會叫我們

上，在召會中一切都是為著福音的緣故。保羅也

受虧損。

說：「待客要追尋機會。」（羅十二 13 下）接待

的確，若我們單看四十節，是看不出為何主用

說出聖徒彼此有往來和交通；接待越多、越頻

接待的事來說到與祂的聯合。但我們若從第十章

繁，就越有往來和交通。這樣，主這屬天的王的

開始並接續看到第四十節，就不難看見原因。第

職事就越被擴展出去。並且我們彼此接待，也對

十章的開始，主差遣十二個門徒到以色列失迷的

這個愛心逐漸冷淡、人與人的心越來越遠的世代

羊那裏去傳國度的福音，並叫他們不需要帶衣、

作一個相反的見證，這個見證也成為一種福音的

食、財物。當然，不是每一個家都會接受他們，

傳揚。盼望從今後，每當召會中有接待的需要

必定有拒絕的。主就在十四節說：「凡不接待你

時，我們所關切的不是個人家中的為難，而是注

們，不聽你們話的，你們離開那家或那城的時

目主的賞賜，並祂國度的開展。

（盧正五）

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在當時，門徒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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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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的八個異象（上）

撒迦利亞在遺民隨所羅巴伯歸回後二十年前
後，在耶路撒冷盡職。他曾與哈該一同申言，鼓
勵所羅巴伯和約（或作耶）書亞重新率領遺民起
來復工建造一度被迫停工的聖殿（拉五 1，2）。
撒迦利亞意耶和華記念。其祖父易多、父親比利
家、和撒迦利亞這三個名字合起來的意義就是：
在指定的時候，耶和華必賜福，耶和華必記念。
這含意頗吻合撒迦利亞的職事對歸回以色列人
的意義。撒迦利亞書的主題是，耶和華藉著基督

會生活的配搭與建造。在聖經中第一次出現是在
創世記二章二十四節，指男人是女人（伊施沙–
伊施的陰性名字）的丈夫，而夫妻正豫表「建造」
（創二 22）。這似乎豫告了本書的主題–建造。
這人是耶和華的使者（11），就是在人性裏的基
督。耶和華的使者乃是耶和華自己這三一神（出
三 2 上，4～6，13～15）
。這位使者也是基督，就
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西二 9）
，並受神差遣者（約
五 36～38，六 38，39）
。耶和華的使者也就是那

的救贖，對祂受管教的選民熱切的安慰和應許；
基督親受屈辱，在他們被擄中作他們受苦的同
伴。
撒迦利亞書開始於一個負擔，就是要以色列民

在以色列從埃及到應許之地的路上，護衛並保護
他們之神的使者（出二三 20，三二 34，士六 19
～24，賽六三 9）
。騎著紅馬，紅馬表徵基督在祂
藉流血所完成之救贖裏的快速行動（弗一 7，彼

轉向神，神就轉向他們（亞一 3）。「轉向」原文
意返回、回到原處、撤退，因此亦有「恢復」的
意思。此字在一章三至六節中，連用四次（四、
六節的「回轉」原文為同字），可見撒迦利亞負
擔沈重，也以此揭開下文啟示八個異象的目的–
安慰並應許以色列民，讓所有遺民都回轉離開邪

前一 18，19）。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這些番
石榴樹表徵在被擄中受屈辱卻寶貴（有豐富生
命，由番石榴所表徵）的以色列民。救贖的基督
是人，也是耶和華的使者，三一神的具體化身，
受神差遣來與被擄中受屈辱的以色列人同在。基
督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意即祂堅強的留在被

惡的行徑和作為（4）
，轉向神，使神照衪藉申言
者所說神定意（原文意策劃、立志、設謀）的作
為而行（6）。
八個異象可分三組：頭兩個異象，一人騎紅馬
和四角、四匠兩異象，豫表神的拯救和外在世界
局勢的配合；接著三個異象，一人手拿準繩、大
祭司約書亞和金燈台的異象都是關乎本書的中
心負擔–「建造」的啟示；末了三個異象，飛行
書卷、量器和四輛車的異象都是論到神對地上邪
惡的人與事普遍的審判。

擄的以色列人中間，在他們所處受屈辱之谷的最
低處。騎在紅馬上的救贖者基督，乃是以色列的
護衛者，豫備好要為他們快速行事，在他們被擄
中照顧他們。基督在以色列被擄中維持他們，使
祂至終能藉著以色列生到人性裏，以完成神永遠
的經綸。在祂後面還有紅色、紅棕色和白色的
馬，這三種不同顏色的馬指明基督的救贖（紅馬）
帶領悔改的以色列人（紅棕色馬），使他們很快
的蒙神稱義、悅納（白馬）。這些馬的異象描繪
了以色列人在被擄中的光景。在神眼中，救贖者

先看前兩個異象，第一個異象主角是「一人」，
原文「伊施」（單數）出自創世記二章二十三、
二十四節，說到為伊施建造伊施沙（創二 22）。
而同樣的這「一人」在八個異象中的第一（亞一
8）、第三（二 1）和結語（六 12）中都曾出現，

基督在他們中間帶領，他們這些神所救贖的子民
乃是在跟隨祂。他們既是神所救贖的子民，因此
第一眼看來好像紅馬；但他們並不純潔，所以也
由紅棕色馬所表徵（紅棕色指明攙雜）。他們需
要接觸神，接受祂的對付，好得著神並蒙祂稱

表示衪（人性裏的基督）是所有（神人建造之）
異象的中心、主角和總結。另有一處亦與建造相
關，就是在八章十六節的「各人」亦為「伊施」，
此句曾被引用在以弗所書四章二十五節，論到召

義，因而成為白馬所表徵者。他們一旦悔改，就
會很快蒙神悅納並稱義。紅馬、紅棕色馬和白
馬，已經奉耶和華差遣，在地上巡行，觀察列國
的光景。就如那些馬的行動所指明的，神被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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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乃是飄流不定，沒有平安、安息、和生活的

所表徵的，他們都曾傷害並毀滅神的選民。四個

享受。反之，列國卻安居平靜（11）。這指明在
神眼中，那時在以色列周圍的列國，都在平安與
平靜中安居，享受他們的生活，而神的選民卻在
受苦。十一到十四節指出，因為列國都在安居，
耶路撒冷卻在受苦，耶和華就為耶路撒冷極其嫉
憤。祂甚惱怒那安逸、平靜的列國（15，11）。
神從前不過稍微惱怒以色列，但列國在執行神對
以色列的懲罰時，卻過度的對付以色列。本異象
末了兩節，神補充的話把主題帶回建造，「所以
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帶著憐恤回到（原文即三節

「匠人」（20）原文指巧匠、雕刻家，表徵神所
用的技巧（有特定的目的），以毀滅這四國及其
王。頭三國中的每一國—巴比倫、瑪代波斯和希
臘—都被緊接而來的國，以技巧的方式所取代。
第四個匠人將是基督那非人手所鑿的石頭；祂要
在回來時，將復興的羅馬帝國砸得粉碎，藉此砸
碎那作為人類政權集大成的大人像（但二 31～
35）。四匠人雖技巧地作在四角上，但其最終目
的，都是為了猶大人（亞一 21），以達成神建造
的目標。

的「轉向」，作為三節應許之異象中的應驗）耶
路撒冷；我的殿必重建（原文為建造）在其中，
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你要再呼喊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的

由上所述，顯然看出，第二個異象是第一個主
要異象的輔助，世界局勢的變遷是為了配合達成
神建造的目標–當主再來時，主同著衪的得勝者
即團體（建造）的基督擊打十王（即大人像的十

城邑必再福樂滿溢，耶和華必再安慰錫安，必再
揀選耶路撒冷。」（16，17）
第二個異象是四角和四個匠人的異象（18～
21），是對以色列安慰並鼓勵的應許之話，作為
神對基督在十二節為錫安和耶路撒冷代求的回
應。四角就是四國及其王—巴比倫、瑪代波斯、

個腳趾）；之後，千年國時，團體的基督要變成
一座大山，充滿全地，使全地成為神的國（但二
35，44）。所羅巴伯建造聖殿時如此，現今你我
建造召會時仍然如此。正是保羅說的，「萬有都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建
造基督身體）被召的人。」（羅八 28）

希臘、和羅馬帝國，也是但以理書二章三十一至
（董傳義）
三十三節的大人像，以及七章三到八節的四個獸
備註：本文大部分節錄自恢復本相關註解
︽︽︽︽︽︽︽︽︽︽︽︽︽︽︽︽︽︽︽︽︽︽︽︽︽︽︽︽︽︽︽︽︽︽︽︽︽︽︽︽︽︽︽

兒童歡樂成長園家長蒙恩見證(二)

照著主牧養

家中開兒童排至今已一年八個月，來過兒童排
的孩子超過 70 位，有的搬家了，有的是寒暑假
過來玩的，有的家住太遠無法持續，有的因各樣
的因素沒來了。但因主的祝福，兒童聚會的人數
都維持在十位左右，也都是福音朋友。
我們走過純正靜、專公敞、親熱就，到現在的
剛柔順，每一週都享受孩子們在主裏的長進、屬
靈的悟性和對人的負擔。孩子們常說：我為神的
家心裏焦急，總是聽到孩子們為兒童排、為同
伴、為家人的禱告。
由於入排的家長並不多，每次的兒童行動和相
調，孩子們也都因著父母的關係無法參加，孩子
們常感軟弱，是孩子們的渴慕和主奇妙的作工，
這次的成長園孩子們的父母都來了。

當孩子們知道兒童成長園要讓他們展覽基督
時，他們的靈是火熱的、是剛強的，也盼望他們
的父母能看見、能認識他們所享受的這位基督，
如何叫他們喜樂。我們一同為此禱告，陪同孩子
一家一家的探訪邀請，父母們的答案都是不確定
的（有空就去、看看、到時候再說、應該會去）。
在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怕得失心太重，只
將一切交給主，每一次與弟兄姊妹來在一起就為
此禱告。展覽前兩週都需要彩排，結果彩排的這
兩天都下著不小的雨，深怕孩子們不能來了，但
讚美主，孩子們火熱的靈依舊，他們剛強、喜樂、
迫切的靈勝過了一切消極的抵擋。時間還沒到就
在那裏等候，催促父母別讓他們遲到了，也催趕
著我快預備，我也被他們彩排時的靈加強。

藉著幾個小區的兒童排來在一起彩排相調，使

我要趁著我們父母親還有影響力的時候，引導小

孩子們的靈更被挑旺了，當我們在交通展覽會場

孩子走向正確的方向。我們也受提醒，「管教是

需要人手來幫忙佈置時，他們聽到了，也紛紛表

偶發性的，但是牧養是常態性的」。小孩子是主

示要來幫忙的意願，其實他們的父母肯不肯帶他

的小羊，父母親要以神的話來牧養。在我們家

們來展覽，我都沒把握，怕增加他們父母的困

裏，每週會有一天說故事時間。小孩子很喜歡。

擾，只告訴他們下午再帶父母來就好了。

時間到了，他們會說:「爸爸要說故事了」。於是

展覽當天早上，孩子們都跑來幫忙，還帶著他

放下手邊工作，聚在一起，聆聽我說聖經故事。

們的爸媽一起來幫忙，看著福音朋友在那裏幫忙

那是一段溫馨又甜美的時間。藉著神的話，愛光

貼海報、作氣球拱門、作各樣的佈置，心中實在

聖義的神就能傳輸到他們裏面，他們也就能充滿

對主興起了感謝及讚美，也堅信這福音的種子已

愛光聖義。

經在這些孩子身上長出，還要在他們的家中繼續
生根成長。

此外，我也會利用各種場合，給他們一些機會
教育。幾週前，我們家大兒子的學校有校慶運動

有一個孩子這次展覽完之後就要搬家了，他實

會，運動前幾天，他的班上在他們最看重的大隊

在渴慕兒童排，每一週都禱告說：「主耶穌，我

接力預賽得到全年級第一名。比賽當天，全班信

要搬家了，希望我搬家以後，我們家也可以開兒

心滿滿，勢在必得。那知道臨時有一位同學在先

童排」，我阿們他的渴慕和信心，不知道主要如

進行的趣味競賽受了傷，老師只好找一位資源班

何為他成就。感謝主，凡屬主的羊，主都看顧保

的女生來接那棒次。正式比賽時，就因著她的拖

守，他竟是搬到 208 區兒童排所在的社區裏，我

累，他們班失去了冠軍的寶座，比賽後全班回到

對主的安排實在滿了讚美，也信主有一天會成就

看台上，彌漫著一股很深的失落感，許多男生責

孩子的禱告。

怪那女生，甚至動起了手腳。我當時也在現場，

活動中，有位弟兄認出我們兒童排中有一對兄

我稍微安慰那女生，也安撫他們說:「你們只要盡

妹，三年前曾在他家兒童排，與他們的父母也都

力就好了」，藉此緩和大家的情緒。我們家大兒

曾有接觸，但因著一些因素就沒有持續照顧，心

子也是對她怒目相視。我私下對他說，「憐憫人

中實有虧欠，當他看見兒童排的展覽照片，知道

的就必蒙憐憫」。他後來問我:「什麼是憐憫?」，

孩子仍在主的手中，不管到那裏，只要那裏有兒

我說:「憐憫就是照人所不當得的來對待人」。她

童排，他們就會被主托住，主就有路照顧他們。

或許是跑得不認真，或許是因她特殊的情形，因

作兒童排的過程常有軟弱，但孩子們簡單、愛

而受到責怪。你若照她所不當得的對待她，神也

主的靈，常常成了我的扶持，甚至他們成了我的

要照你所不當得的對待你，神就要憐憫你。

屬靈同伴，不僅孩子們有成長，我也成長了，經

另有一件事是我們家去參加婚筵，遇見一位醉

過這個展覽，異象也更清楚了，兒童真是最大的

得東倒西歪、要人攙扶的女人，那時場面很難

福音，我只要負責開家接待兒童，主就有路擴

看，我就貼近我們家大兒子的耳旁，對他說:「聖

展，不再為人的來來去去擔憂，知道主必定祝

經說，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

福，那些神所豫知的人，必定模成神兒子的形

充滿。你看被酒充滿就會是那個樣子，被主耶穌

像，那些曾經來過我家兒童排的，那日我們必定

充滿就會喜樂有活力。你喜歡被酒充滿還是被主

新耶路撒冷見。

耶穌充滿呢? 」他回答說:「我要被主耶穌充滿」
。

（楊劉英美）

︽︽︽︽︽︽︽︽︽︽︽︽︽︽︽︽︽︽︽︽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在召會中我們受到很多的
幫助，提醒我們:「小孩子的名字是今天」。所以

藉著在家中的牧養和在召會，神的大家庭中，
所受各種的照顧，小孩子們就能夠健康地長大。
(陳仕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