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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新竹市召會蒙恩檢討與回顧
每逢歲末年終，弟兄姊妹都會在數算主恩典的
聚集中，重溫已過一年主所賜給我們的恩典與平
安。正如詩篇六十五 11『祢以祢的恩惠為年歲的

使個人得復興，團體的晨興，更能使召會得復
興。與去年比較起來，今年主憐憫了我們眾人，
有更多的聖徒興起過晨興生活。

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主不僅賜恩給每
一位聖徒，也藉著召會團體的行動，賜下秋雨之
福。我們原本是無有，但祂加力給我們，使我們
在祂裏面凡事都能作。召會今年因著主的憐憫，
多方經歷了祂的祝福，現謹見證幾個蒙恩的點。
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
召會今天的使命，就是傳福音－高品的福音。
讚美神，今年無論是青少年、大專、青職的福音，
祂使我們在眾民面前有恩典，將得救的人與我們
加在一起。尤其是五月份藉著身體開展造橋召會

在禱告的實行上也是如此，週二禱告聚會人
數，也明顯增多。召會乃是禱告的殿，一切事奉
的根基乃是禱告。禱告使我們聯於神的心意並祂
在地上的行動。如同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與亞瑪力
人爭戰，其得勝關鍵乃在於禱告。
大專青年受成全，承接召會託付
每週五晚上在交大學生中心成全的聚集，使學
生們一面在話語上受裝備，另一面也在新路實行
上得加強。今年召會為鼓勵學生參加在美國舉行
的夏季訓練，提出獎勵方案，補助出國費用，學

的行動，因著社區、大專生與當地聖徒的配搭，
不只享受到在聖靈中的喜樂，更從開展學員身上
學會以活力排方式傳揚福音，應用屬天的權柄，
引人受浸得救。八月份，又藉著新增五大組，同
心合意全體總動員，在社區叩訪傳揚福音。弟兄
姊妹跨越大組界限，不分彼此，三、五位編組成
軍，士氣如虹，將福音的火在各個社區點燃起
來，並得著許多可回訪接觸的對象。延續這次叩
訪，一、二大組弟兄姊妹也陸續成立活力排，外
出訪人，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並領人受浸歸
主。更在十二月八日的竹苗區收網福音，藉著主

生們的反應熱烈，在各校弟兄姊妹之家，興起一
股追求的風氣。在性格培養、屬靈生活和各樣聚
會上都積極操練。參訓後，普遍對職事的話語更
渴慕，並在基督身體的異象中，越發珍賞這份職
事。也主動關心學生工作，有負擔參與及規劃新
生的福音，因而帶進下半年的復興。
清大學生中心的購置
清大開展原本因為沒有靠近學校的據點，弟兄
姊妹無法就近聚在一起，雖然有時可商借學校社
團場地，但仍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甚至有時福
音朋友願意受浸，卻因沒有浸池而延誤了聖靈的

僕李光弘弟兄傳講「人生的最高境界」，當天記
名的福音朋友達 323 位，其中有 58 位受浸歸主。
在晨興、禱告的生活上得著活力與能力
福音的開展乃是聖徒享受召會生活的結果，當
我們有正常晨興、禱告和相調的生活時，自然就
會有活力、動力與衝擊力。實行晨興生活，不僅

工作；並且對於新人的餧養，也不方便。這對清
大校園開展確實造成影響。感謝主，今年祂為我
們預備了一間校門口對面的四樓公寓，很適合學
生使用。召會將此需要帶到弟兄姊妹中間，得到
了很大的迴響，在四個月內就奉獻出所有款項，
並且完成裝潢，趕上新學期的使用。因著學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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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立，學生們主日與週三、四晚上來在一起用

組仍有一些待調整及突破的點，但相信主必帶我

餐，喜樂的相調在一起，並將學校小羊、同學帶
來，向他們傳福音，一同讀經及享受詩歌，因此
已有多人在此受浸並穩定過召會生活。
新增五大組，人人盡功用
有鑑於三大組主日人數已逾 350 人，在原有架
構下，難以周全顧到弟兄姊妹及提供人人盡功用
的機會。乃藉著開展第五大組，成全更多青年人
承接託付。八月初，三大組增出了五大組，主實
在祝福我們，目前兩大組召會生活人數俱已增
加，盡功用的情形也較前普遍。雖然新三、五大

們更往前。
檢討過去一年不足之處
1.雖然福音得著許多新人，但被餧養的仍不普
遍。如何使新人能調進召會生活，實為待研討
突破的重要課題。
2.晨興、禱告的人數雖有增加，但仍有成長空間，
需要我們努力。
3.學生工作雖然主要由學生聖徒擔負，但還需身
體的扶持，希望有更多的家打開為著學生的需
要。
（張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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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區福音收網聚會報導

人生的最高境界

在十二月八日寒風颼
颼的晚上，仁愛會所卻
是燈火通明，而通往會
所前的路上人潮更是絡
繹不絕，為著竹苗區年
終福音聚會，竹苗眾召
會的弟兄姊妹們無不同
心合意熱切邀約福音朋
友前來，當晚記名的福音朋友就超過三百三十

有同一的負擔，顯出身
體榮美的光景。
台上兩位姊妹 的 見
證相當扣人心弦，第一
位見證的姊妹在還是
福音朋友的時候就讀
了四遍福音書，卻還是
不知道怎樣認識這位
神，但是藉著女兒去美國一年深造，簡單受浸得

位。這場聚集現場猶如飄揚著主得勝的旌旗，使
我們同在這凱旋行列中享受祂的榮耀。
雖然剛到新竹服事不久，卻很珍賞弟兄姊妹們
為了福音迫切、禱告並滿有開展力，不論是新
三、五大組的叩門、學生的福音節期、二大組的
叩門行動以及歲末年終為著福音的各類聚集，為
著這次的福音聚會，大夥兒可說是卯盡全力拼上
去。不斷的禱告、邀約、看望，在禱告聚會中、
小排裏，甚至和學生們在晚禱時，為著我們的心
上人屈膝的提名代禱，主真是聽禱告的主，藉著

救的啟發，促使姊妹毅然決定也要受浸，藉著這
樣的受浸得救，以過對她而言相當難以理解的聖
經，好像每句話都在向她發光，使她如獲至寶一
般，所以不要蹉跎、不用再尋尋覓覓，相信要簡
單。而另一位姊妹的一生就像她所擅長的戲劇演
出一樣，充滿戲劇性的人生，卻不知有誰是她能
傾訴並相信的對象，只有仰頭望天，自此星星成
為姊妹最好的朋友。但在信主之後，她的人生有
了的何等的大改變，冷淡一輩子的家開始有真實
的關心和相愛，也因為這位萬有的創造主，能夠

這樣同心合意的禱告，使主有路，使人人幾乎都
能依約前來。
在這次的福音聚會中，真正見識到何謂高朋滿
座。聚會還沒開始前座位就已所剩無幾了，並且
之後連開了閉路電視的一、三樓都坐滿人，看見
現今真是身體的時代，若是只有新竹的弟兄姊妹
邀約，很難有這樣的光景，但因著竹苗區的弟兄
姊妹們為著這個聚集一同的禱告、邀約，使我們

向人大聲宣告說：這萬有一切，都是我父親的。
因此讓姊妹放下本有機會擔任的校長一職，成為
壯年班訓練的學員，裝備真理，傳揚福音，與神
經綸的行動配合，這樣的人生讓她滿了屬靈的喜
樂，邁向人生的最高境界。
光弘弟兄的信息更是告訴我們，人生汲汲營營
所求為何？就像最近紅極一時的賈伯斯，他雖然
帶給我們無數便利的生活，但他的時代就是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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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時候，他死了，他的時代也就過去了，但主

邊全站滿了人，有許多人願意簡單的接受主，哈

耶穌卻不同，藉著祂的死，祂的時代才開始，能
夠進到我們的裏面作我們的救主，惟有接受並相
信祂，才能進入人生的最高境界。
當弟兄呼召願意相信踏出第一步的人，幾乎所
有與會者都起來踏出他們的第一步，而呼召受浸
時，真是顯出主得勝榮耀的光景來，甚至講台周

利路亞！這是何等的榮耀。這次福音不僅藉著我
們的邀約、弟兄姊妹的見證和信息，同時也有一
班人在五樓進行著屬天的爭戰，整場聚集都有弟
兄姊妹輪流為著福音守望禱告，最終有五十八位
的弟兄姊妹受浸得救，歸回神的家中。
（許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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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讀書心得

為著召會生活培育下一代
第九課 撫育兒童和青年人的榜樣

帖撒羅尼迦前書是一卷為著初信者所寫的書
信，其中第二章指出，為著使初信者能過為著召
會生活的聖別生活，需要撫育的這一面。雖然帖
前二章裏並沒有出現撫育這辭，但我們卻能從整
章聖經中看見撫育的事實。保羅在這裏就把使徒
們比喻為乳養之母和勸導之父，意思就是，使徒
們就是初信者的母親和父親，將其當作自己的孩
子撫育照顧。但這樣的撫育並不是給初信者許多
的教訓，而是提供他們正當生活的榜樣。
首先在帖前一章五節，就可以看見使徒自己就
是所傳福音的模型。保羅說他們盡職傳福音，不
僅憑著言語，也憑著展示神能力的生活，就是在
聖靈裏，並在信心確據裏的生活。這說出他們不
僅傳福音，也活福音。接著在二章的每一節，就
開始讓我們看見，保羅是如何藉著提供初信者正
當生活的榜樣來撫育年幼的信徒。
一、乳養之母與勸導之父的照顧（帖前二章 1～
12 節）
在這十二節中，首先一節強調使徒進到信徒那
裏並非徒然，他們如何信主並跟從主的榜樣，就
使許多人藉著他們信入主耶穌，說明使徒的行事
為人，對於將福音帶給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
節看見使徒在為福音的爭戰中享受神作他們的
膽量。雖然遭受凌辱，還能放膽，是因為他們不
在自己裏面而是在三一神裏面與祂有生機的聯
結，叫他們能在極大的爭戰中講說福音。三節說
出使徒帶著福音來到帖撒羅尼迦人那裏，並沒有
意思要從人得著甚麼好處，乃是完全誠實而忠信
的。四節中使徒的講說和福音的傳揚，不是出於
自己，要討人喜歡，而是出於神要討神喜歡。五
節說出他們的工作並沒有諂媚或掩飾。六節則看

見他們雖然是基督的使徒卻不護權柄，也不要求
任何的地位和尊嚴，更不求人的榮耀。
七節中使徒不僅服事人也顧惜人，就像母親一
樣乳養並顧惜自己的孩子。八節，他們不僅將神
的福音分給帖撒羅尼迦人，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
分給他們。九節看見他們不願帖撒羅尼迦人受
累，因此，晝夜勞苦，要把神的福音傳給他們。
十節則說出他們是一班自制的人。十一節中，使
徒有力的強調他們的所是和行事為人，開了一條
路，將初信者帶進神的救恩。十二節則勸勉信
徒，要在行事為人上配得過神，他也在這事上立
了榜樣，給信徒效法。
二、撫育信徒者所得的賞賜（13～20 節）
十三節指明，使徒傳講的源頭、起源乃是神，
不是他們自己。十四節進一步看見使徒在眾召會
中乃是教導同樣的事。十五節則是給信徒們豫防
注射，防範熱中猶太教者要來的侵害。十六節繼
續這樣的警告，作為豫防注射的話，為著保護信
徒。十七節含示，使徒們認為初信者對他們是既
寶貴又親愛的。在十九和二十節則指明，凡與主
同工撫育信徒，使他們行事為人配得過神的都要
得賞賜。這賞賜就是我們撫育的信徒成了我們的
冠冕、榮耀和喜樂。
從以上的二十節的經文裏，我們看不到甚麼教
訓，保羅在這裏所關心的，主要不是教導，而是
要完成撫育的工作，幫助年幼的聖徒長大。所
以，他乃是一節又一節的題到他的生活態度、傳
講方式，以及他作為信徒的榜樣。藉著這樣的榜
樣來澆灌、供應、乳養並顧惜信徒，這就是撫育，
也就是藉著活基督的生活來餧養屬靈的兒女。
(陳秋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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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週新約：啟 22 章；舊約：亞 10-14 章，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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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佳鑫、李玟安、粘宇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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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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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竹苗區姊妹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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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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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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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通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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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印度開展奉獻：2/1～2/8 竹苗區聖徒分兩團至印度開
展（印度東北團及德里團），有負擔參加之聖徒請於
12/27 日前向張博聖弟兄報名，也請聖徒們為印度開展
有財物奉獻。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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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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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追求進度第十三章。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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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聖言追求進度：12/26～12/31 追求「主恢復的中
心點」（進度：第三週、第四週兩篇）
。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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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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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竹苗區眾召會-召會生活統計表】
（2011.12.12～2011.12.18）
【 新竹市召會雙週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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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裡
合計
總計

主日
目標 人數
334 319
273 294
176 187
283 255
230 284
1296 1339
160 161
174 186
120 99
130 131
70
45
60
52
26
22
70
54
45
37
25
17
30
23
576 480
100 76
100 66
30
18
40
30
200 145
20
14
40
38
20
14
20
15
20
19
20
17
20
12
630 464

禱告
目標 人數
123 131
101 82
56
49
130 104
110 86
520 452
－ 72
33
45
40
31
50
42
16
8
20
13
13
8
— 10
15
12
12
4
20
11
186 139
— 16
— 28
—
5
—
9
45
54
12
7
20
20
10
5
10
6
10
9
10
11
10
2
127 172

2502 2283 833

排生活
目標 人數
241 272
271 151
174 128
227 228
256 144
1169 941
－ 144
106 74
200 237
170 183
80
58
70
44
30
16
— 50
45
40
30
13
50
32
675 673
— 28
— 26
—
8
— 24
76
86
12
8
30
38
20
20
20
18
20
24
20
20
20
16
218 316

晨興
兒童 兒童
目標 人數 排數 人數
203 224 12
52
193 137
8
56
120 108
8
36
201 187
8
44
155 105
7
49
872 761 43
237
－ 111 －
－
84
86
－
－
80
52
2
29
80
49
9
69
40
24
1
10
50
42
1
13
16
16
1
4
— 20
2
14
30
25
1
5
16
14
1
0
20
18
1
4
332 260 19
148
— 29
3
7
— 34
5
19
— 12
1
4
— 15
1
0
90
81
3
21
14
7
1
16
30
27
1
3
14
20
1
0
14
11
1
0
14
13
1
0
14
12
1
2
14
5
1
0
204 266 20
72

763 2062 1930 1408 1287

82

457

日期

內容

12/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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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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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苗區姊妹聚會於仁愛會所
23：30 跨年禱告聚會於科園會所
06：45 集中主日晨興成全暫停一次

01/02（一）

19：30 負責弟兄交通聚會

01/03（二）

各大組集中專項禱告事奉聚會

01/04（三）
01/05（四）
01/06（五）

9：00 年長聖徒聚會
19：30 新竹市召會現場訓練
大組核心交通

01/07（六）

09：00～12：00；15：00～18：30 新竹

市召會現場訓練
18：30 青少年讀書園於新光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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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榮耀的豐富

主後 2011.12.25 第三五○期

以弗所三章十六節：『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
度的彰顯。」生命讀經說得很好：「當神在基督
富，』後面的結果乃是使我們被加強到裏面的人
裏作到我們裏面時，我們的愛、謙卑、忍耐和公
裏，使基督能安家在我們心裏，使我們至終被充
義就成為神聖的。這些神聖的美德乃是神榮耀的
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豐富得著完全而有的彰
豐富。」神是豐富的，神的彰顯就是神的榮耀，
顯）
，使神在召會中得著榮耀。
（三 17～21）今天
當然也是豐富的。若我們看見這個，就需要向神
的世界已經幾乎物質化了，世人的觀念已逐漸被
聖的分賜敞開，讓神一切的所是和屬性都能作到
商業化，因此多半只注重外表，不太注意到人的
我們人性的美德裏，使我們人性的美德能彰顯出
內在，更少會有人關心到神的榮耀。但主的話在
神聖的屬性；那個彰顯不僅是神的榮耀，更是神
這裏卻讓我們看見，神的兒女可以被基督充滿，
榮耀的豐富。
而成為神一切的豐滿，讓祂的榮耀得以在地上彰
神的榮耀總是帶著神的豐富。當我們看到神的
顯出來，正如主在馬太五章十四、十六節所說：
榮耀時，我們也同時享受到神的豐富。若我們被
『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
遮敝，神的榮耀無法照射到我們裏面，神聖的豐
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榮耀你們在諸
富就無法進到我們裏面，成為我們裏面的供應。
天之上的父。』要達到這一步，需要許多的配合
因此林後三章十八節說：『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
和因素，其中一項就是「祂榮耀的豐富」。
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
恢復本的註解說到，榮耀是神的彰顯，而生命
（榮耀）』
。許多時候我們覺得軟弱、枯乾，因為
讀經有一段說到祂榮耀的豐富：「十六節中榮耀
我們裏面沒有神的豐富；而缺少豐富的原因是我
的豐富，與十五節中的各家族有關。每一個家族
們被一些神以外的事物遮敝了，以致於神的榮耀
都是神某種程度的彰顯。因為父是在諸天裏以及
照射不進我們裏面的人裏。為此，我們需要謙卑
在地上各家族的源頭、起源，所以每一家族都是
並倒空的到主面前，向祂敞臉，敞開全人，讓祂
祂的彰顯。最彰顯父的家族乃是信徒這個家族。
指出所有的帕子，並將這些帕子一一揭去。當神
所以，保羅禱告父，願我們能得著加強，好彰顯
的榮耀再度顯現並進到我們裏面時，不僅除去了
祂到極致。」信徒乃是被加強到裏面的人，才能
黑暗，更要帶進神聖豐富的供應。
成為神的豐滿。這指明神的彰顯不是僅僅一種外
今天因著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面的表現，而是神在我們的裏面充滿到一個地
三 23）所以許多人說沒有神。因這緣故，在召會
步，祂滿溢出來，祂自己就得著一個顯出和彰顯。
中神的兒女們背負著一個獨特的使命，就是要使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以弗所一章十八節與恢
神的榮耀彰 顯在我 們 日常生活中 人性的 美 德
復本的註解，好更清楚明白祂榮耀的豐富的意
裏，叫世人看見神。另一面，當神的榮耀在我們
義。經文說：『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
身上得著彰顯時，遇見我們的神的兒女，也會從
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
我們的神聖彰顯中得著供應。就如以弗所三章二
耀，有何等的豐富；』其中註解 4 說：「這榮耀
十一節所說：『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
是豐富的，這豐富就是神聖屬性的許多不同項
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目，就如光、生命、能力、愛、義、聖等不同程
（盧正五）
︽︽︽︽︽︽︽︽︽︽︽︽︽︽︽︽︽︽︽︽︽︽︽︽︽︽︽︽︽︽︽︽︽︽︽︽︽︽︽︽︽︽︽

舊約讀經心得

撒迦利亞的八個異象（中）

撒迦利亞書中八個異象的第二組，即第三到第

五的三個異象，是關於建造的中心主題，為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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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調
慰並鼓勵所羅巴伯和約書亞為首的遺民，不只起
來重建聖殿，也對建造有更深、更屬靈的啟示。
對於新約信徒認識並瞭解建造的內在涵意也十
分重要且關鍵，值得特別留意、默想並揣摩。
第三個異象與第一個一樣，又是由「一人（伊
施）」（亞二 1；一 8）起頭，不但含示這兩個異
象，甚至兩組異象間透過這人–基督有關聯性，
更啟示異象的主角都聯於人性裏的基督。這人手
拿「準繩」，與一章十六節的「準繩」一樣，又
把此異象聯回於第一個異象的結語，為神殿的建
造。拿著準繩的那人要去量耶路撒冷，為使耶和
華能在以色列被擄七十年之後，重新據有耶路撒
冷（二 2，4 下）。這量度不僅是要知道其大小，
也是要知道其情況和光景。這量度是由人作的，
不是由天使作的。天使沒有資格量任何屬人的事
物，因為天使沒有人的性情。只有兼具神性與人
性的耶穌，纔有資格量耶路撒冷。一章十六節講
「殿必重建」，而二章二節說「要量耶路撒冷」。
二者外在關係明確，殿在城內；屬靈的意含，殿
是神家的表號，而耶路撒冷城乃是神行政之國的
表號。耶路撒冷城被量度，結果發現她乃是開闊
的地區（4）
，是沒有界限的。這指明神的國是沒
有限量的，是照著神自己的大小；神自己就是祂
國度的大小。耶路撒冷城的牆並其中的榮耀，都
是耶和華自己；這指明耶和華作為基督，必在耶
路撒冷周圍作其保護，並在耶路撒冷中心作其榮
耀。這也表明基督乃是神經綸的中心與普及。今
天基督是召會中心的榮耀，也是在召會周圍焚燒
的火，為著保護她。在新耶路撒冷，三一神在基
督裏乃是其中心的榮耀（啟二一 23，二二 1，5），
這榮耀要經過透明的牆照耀出來（啟二一 11，18
上，24），作其保護的火。六節說，我（神）曾
把你們散佈出去，猶如天的四風。散佈這辭指
明，神在以色列人被擄時使他們分散，乃是為著
祂見證的擴展。當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巴比倫，其
中四個年輕人成為神的見證人，為祂作見證（但
一 6）
。這樣，神的見證就擴展到巴比倫。神是偉
大的，祂主宰一切，祂的心是廣大的；所以祂要
祂的見證開展到遠處。八節所謂「在顯出榮耀之
後」，意指被擄的人歸回之後。在以色列被擄的
七十年中，榮耀不在耶路撒冷中心（結十一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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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以色列人歸回耶路撒冷，榮耀也歸回
了。在神眼中，被擄之人的歸回乃是榮耀。八節
中的衪和我，以及十節、十一節的我，都是指耶
和華神。八節意思是萬軍之耶和華是差遣者（9，
11），也是受差遣者。耶和華就是三一神（出三
15）
。在本節，神格三者中被稱為「祂」的一位，
差遣三者中被稱為「我」的另一位。差遣者必然
是指父，受差遣的乃是子（約五 36 下，六 57 上，
八 16）。在顯出榮耀之後，三一神定意，父要差
遣子去攻擊那擄掠以色列的列國。父和子都是耶
和華。基督這位受萬軍之耶和華所差遣的，以及
差遣者萬軍之耶和華，將要攻擊列國；這些列國
擄掠錫安的民，觸著他們如同觸著神眼中的瞳
人。神的百姓對於神是非常寶貴的，任何人觸著
他們，就是觸著祂眼中的瞳人。這對所羅巴伯、
約書亞、以及其他所有歸回的人，都是安慰、鼓
勵、和撫慰的話。本章末了說，「凡有血肉的，
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祂興起，從祂
聖別的居所出來了。」（亞二 13）原文並無末句
「出來了」，因此亦可直譯成「衪從衪聖別的居
所行起。」本節前半強調將宣示一件重大的事，
凡有血肉的都當靜默無聲；後半就是神所宣示，
三一神藉聖殿的建造，在下面兩個異象–大祭司
和金燈台中興起，即喚醒、激起。
第四、笫五個異象是本書八個異象的核心。第
四個異象論到大祭司約書亞，豫表基督是神差到
祂子民那裏的大祭司（來三 1，四 14，15，七 26）
，
也代表並表徵以色列是祭司的國度（出十九 6，
亞八 20～23，賽二 2～4）。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
使者面前，好在祭司職分上得著成全、堅立並加
強（1～10）
。耶和華的使者要藉著量約書亞來作
這事。基督在本章對約書亞的眷顧，是祂在二章
一至二節量度的延續。三章三節論到衣服。按豫
表，衣服表徵人的行為，作他的彰顯（賽六四 6，
啟十九 8）
。大祭司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指明
我們的行為可能仍是不潔的，因為我們還活在肉
體裏，這肉體是全然污穢的（羅七 18，林後七 1）
。
約書亞的污穢衣服是撒但控告的根據。四節中，
基督作為耶和華的使者來成全約書亞，脫去他身
上污穢的衣服，使他的罪孽離開他。約書亞還要
穿上華美的衣袍，就是適合他大祭司職任與身分

新竹縣市眾召會週訊

2011.12.25

的衣服。這些衣服表徵基督在祂神聖榮耀與屬人
美麗中的彰顯（出二八 2）
。不但更換衣服，第五
節還要將潔淨的頂冠戴在他頭上。潔淨的頂冠，
表徵約書亞已經完全得著潔淨，如今在基督這位
耶和華的使者面前是潔淨的。接下來兩節最是關
鍵，「大祭司約書亞阿，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
都當聽（他們是作豫兆的人）
。我必使我的僕人，
就是那苗，發出來。看哪，我在約書亞面前所安
置的石頭，在一塊石頭上有七眼。萬軍之耶和華
說，我要親自雕刻這石頭，並要在一日之間除掉
那地的罪孽。」（亞三 8，9）這裏僕人是指所羅
巴伯；他豫表基督在祂的人性和君尊的忠信裏
（六 12），作耶和華的僕人，大衛的苗（耶二三
5）
。所羅巴伯雖然不是君王，只是在君王的地位
上作省長（該一 1）
，但他乃是大衛王家的後裔，
王家的苗。作為這樣的一位，所羅巴伯豫表基
督。這塊安置在約書亞面前的石頭（所羅巴伯），
也豫表基督是神建造的石頭（詩一一八 22，賽二
八 16，太二一 42，彼前二 4）。所羅巴伯是安置
在約書亞面前的石頭，為要完成神的經綸。這石
頭所豫表基督上的七眼是耶和華的七眼，也是羔
羊基督的七眼，就是神的七靈，七倍加強的靈（四
10，啟五 6）
。耶和華要雕刻這石頭，指明神要在
基督這塊石頭上作工，以完成神的救贖、拯救和
建造。雕刻就是剪除。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時，
乃是被神雕刻、剪除。而在一日之間除掉那地的
罪孽，指明神在其上作工的基督，要在一日之
間，就是在祂釘十字架之日，除掉以色列地的罪
（彼前二 24）。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神的羔
羊基督除去了世人的罪（約一 29）。本異象末了
說，「當那日你們各人要請鄰舍坐在葡萄樹和無
花果樹下。」意指當我們的罪被除去，我們與神
的光景得著平息以後，我們與神之間就有平安，
我們就能來在一起享受基督作葡萄樹（約十五
1，5），就是生命樹，（見創二 9，啟二二 2），並
享受祂作滿了生命果子的無花果樹（士九 10～
11）。基督來完成救贖，祂帶著那靈，並在十字
架上被神剪除。這使我們得以享受祂作葡萄樹和
無花果樹。基督作耶和華的使者所施行的量度，
帶來如此美妙的光景。
在論到第五個異象之先，撤迦利亞好豫從睡覺

相調
中被叫醒（亞四 1）
，似乎暗示下述的異象必須有
清醒的頭腦、清明的心思才得領悟。第四、第五
個異象分別與祭司職分和君王職分有關，二者都
關係到聖殿的重建（見拉五 1 註 1）
。三章裏、關
於約書亞的異象，是為加強大祭司約書亞的祭司
職分；而四章關於金燈臺和兩棵橄欖樹的異象，
是為加強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的君王職分。在三
章，約書亞被量度，結果使他藉著潔淨而得加強
並堅立。在本章，所羅巴伯被量度，使他得著加
強並堅立，好繼續並完成聖殿的重建。約書亞的
祭司職分表徵以色列國為著神向列國所盡的祭
司職分。金燈臺表徵以色列國為著神向列國所作
明亮的見證。神揀選了以色列作祭司的國度（出
十九 6）
。祂的心意是要用以色列國作祭司體系，
將列國帶到神那裏，使他們能進到神面前，好蒙
神光照、暴露、對付，並得著神聖豐富的傳輸。
不僅如此，祭司也要教導列國如何敬拜神，事奉
神（參八 20～23）。除了作祭司的國度，以色列
還要作見證代表神。燈臺在內裏一面表徵具體化
並彰顯出來的三一神。在出埃及記二五章，燈臺
表徵基督作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和彰顯；這裏的燈
臺表徵以色列國作神集體的見證，將祂一切美德
照耀出來。燈臺的供應在於七燈各有七個管子，
表徵神七倍加強的靈作全備的供應（腓一 19）。
（見啟四 5 註 1 與一 4 註 5）三節的兩棵橄欖樹，
表徵當時的大祭司約書亞和省長所羅巴伯；他們
是兩個油的兒子，被耶和華的靈充滿，為著神殿
的重建（3～6，12～14，參出三一 3 與註）
。這兩
個油的兒子也豫表今世代末了三年半期間的兩
個見證人摩西和以利亞；他們要在大災難時作神
的見證人，為著加強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和在基
督裏的信徒（啟十一 3～12，十二 17）
。五至七節
和九節上半的話指明，立了重建神殿之根基的猶
大省長所羅巴伯，必搬出一塊頂石；這意思是
說，他要完成神殿的重建，不是倚靠權勢，不是
倚靠能力，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這是建殿停
工時，所缺的）申言者撒迦利亞對所羅巴伯說這
話，為要扶持、幫助、加強、並堅立所羅巴伯的
手，使他能繼續建造神的殿，直到完成。搬出頂
石就是完成建造。人大聲歡呼，說，「願恩典恩

典，歸與這石。」這指明頂石本身就是恩典。頂

就是流出神，而以七倍加強的靈供應別人，使他

石豫表基督；祂是從神臨到我們的恩典，作神建
造的遮蓋（見林前十五 10 註 1）。基督是基石，
托住神的建造（賽二八 16，林前三 11）
；是房角
石，將祂身體上外邦和猶太的肢體聯絡在一起
（弗二 20，彼前二 6）：也是頂石，完成神的建
造。十節中「這七眼」是耶和華的眼睛，就是三
章九節石頭上的七眼。石頭上的七眼是耶和華的
七眼，也是羔羊基督的七眼（啟五 6）
。因此，石
頭、耶和華和羔羊乃是一。基督是救贖的羔羊和
建造的石頭，也是耶和華。基督的七眼就是神的

們被點活，藉著召會成為神的見證。
末了，在三、四章這兩個相關的異象裏，還有
兩個點值得一提。首先，同一個人所羅巴伯，由
苗（三 8）、樹（四 3，11）和枝（12）所表徵。
這指明所羅巴伯自己不是源頭。他自己不是一棵
完整的樹，反之，他這棵樹實際上是另一棵樹的
枝子，那棵樹纔是源頭。再者，所羅巴伯也是另
一棵樹的苗；那棵樹就是基督。基督是那獨一的
橄欖樹（羅十一 17 與註 2）；所羅巴伯和所有基
督的信徒，都是基督的枝子和苗（約十五 5）
。因

七靈，指明基督與聖靈雖有分別，卻不是分開
的。就如人的眼睛在實質上與人是一，照樣，聖
靈也在實質上與基督是一（羅八 9～10，林後三
17）。基督七眼的功用乃是鑒察和搜尋，好執行

此，所有的信徒是許多的橄欖樹，但不是個別的
樹，乃是基督這獨一橄欖樹的枝子。其次，三章
說到基督的死，為著救贖（亞三 9）
；四章說到那
靈，為著完成神的經綸（四 6）
。按照新約，基督

神對這宇宙的審判，並將神所是的一切灌輸並注
入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基督這位末後的亞當，
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約
六 63 上，林後三 6 下）
，祂也成了七倍加強的靈；
這靈就是生命的靈（羅八 2）
。因此，七靈的功用
乃是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神的子民裏面，為著建

為著救贖我們被釘死，從死人中復活，並且在復
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3，4，45）。基
督完成救贖，結果使神的子民現今能享受基督作
那靈（加三 13，14），甚至作七倍加強的靈（啟
一 4，四 5，五 6）。我們相信釘十字架的基督以
後，神供應我們包羅萬有的靈，以完成祂的建造

造神永遠的居所新耶路撒冷。關於十二節的金
（加三 1，2，5）
。藉著這靈，召會的建造得以完
油，油是指那靈，那靈乃是神；按豫表，神是由
成。
（董傳義）
金所表徵的。因此，為著燈臺的照耀而供應油，
註：本文大部分節錄自恢復本相關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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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歡樂成長園家長蒙恩見證(三)

照著主牧養

感謝主！在我們未成家以前，召會中有一些
在職的聖徒打開家接待我們，是我們的榜樣。
讓我們看見在神的家中，他們是如何牧養神所
託付的小羊。
當我們成家以後，在管教孩子的事上，因著
觀念不同，常有爭執。但藉著召會中弟兄姊妹
的成全，也藉著享受主的話，我們的觀念被更
新，在管教孩子的事上，越來越能同心合意。
甚至當孩子分別到我們面前來的時候，我們都
能給他們一樣的答案，讓他們不會無所適從。
因著我們有三個小孩，所以家裏有許多的家
事，常常讓我忙不完。也因著弟弟妹妹還小，
常將家事託付給老大去做。一次兩次他還願
意，之後他常埋怨：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都是
我？」我們就提醒他，當他還小的時候，我們

是如何照顧他長大的，藉此培養他對人對事的
責任感。
也因著對他的要求較多，有一次趁著爸爸帶
弟弟妹妹外出不在家的時候，裏面有感覺該顧
惜他一下，要帶他外出用餐。我問他說，今天
我們去外面吃，你要吃牛排還是吃披薩？因著
我們很少在外用餐，他高興得眉飛色舞。藉著
用餐，我們有許多親密的交通，他高興得與我
手拉手。這次用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就是我們的家庭生活！當弟兄忙的時候，
我陪小孩禱告讀經。當我忙於家事時，弟兄就
講故事牧養孩子。藉著在召會，這個神的大家
庭的成全，我們的孩子就能長得好。感謝主！
(陳陳瑞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