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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救贖的死裏，並在祂產生召會之復活裏的基督

詩篇二十二至二十四篇是一組論到基督的詩，啟示四
個項目：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復活，基督的牧養，以及基
督這位王的再來。其中二十二篇的主題是經過救贖之死，
而進入產生召會之復活的基督。此篇分為兩段：一至二
十一節說到基督釘十字架；二十二至三十一節說到基督
的復活。
第一段陳明一幅詳細的圖畫，描繪基督受死的苦，由受苦
的大衛所豫表。一節中的問話是大衛受苦時所說的，卻成
了豫言，說到基督救贖之死的苦。六至八節展示基督受苦
以至於死，其間遭受了人的羞辱、藐視、嗤笑、撇嘴、搖
頭和譏誚。九至十一節表明，當人譏誚並嗤笑基督的時
候，祂信靠神的拯救；祂定意受死，期盼從死亡中得拯
救，就是從死人中復活。
十二至十八節生動、詳盡的描繪基督如何經過釘十字架
的苦。那時，許多兇惡之人，如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
祂，向祂張口，好像吼叫的獅子。他們扎了祂的手、祂的
腳。他們分了祂的外衣，又為祂的裏衣拈鬮；剝奪祂穿衣
的權利，以公然羞辱祂。祂在十字架上如水被倒出來。祂
無法支撐掛在十字架上之身體的重量，以致祂的骨頭都
脫了節，造成極大的痛苦和煎熬。祂的骨頭，祂都能數
算；祂心如蠟，在祂裏面融化。祂的精力枯乾，如同瓦
片；祂的舌頭貼在牙床上。

並救贖的人，也都重生成為神的眾子，就是基督的許多
弟兄。
二十二節中的『會』則表徵召會，指明主的弟兄們構成
召會。因此，主的復活乃是產生召會的復活。召會是神
許多兒子活的組合，他們是在基督復活裏所生出來的
許多弟兄。他們和長子一樣一式；祂是神而人者，他們
是人而神者。因此，召會是人性也是神性的，是一個有
兩種生命和兩種性情結合並調和在一起的生機體。此
節的『你』是指父。基督在復活裏向祂的弟兄宣告父的
名，並在召會中讚美父。這讚美乃是長子在召會的聚集
中，在父的許多兒子裏讚美父。
接著，二十七至二十九節啟示，召會要引進基督的國，
讓祂治理列國。基督復活所產生的召會，乃是國度的實
際，也是千年國裏國度實現的前身。作為基督的耶和
華，要在千年國裏掌權並治理列國。末了，三十至三十
一節說，
『必有後裔事奉祂；主的事必傳述與後代。他
們必來把祂的公義傳給將要生的民，言明這是祂所行
的。』信徒就是基督的後裔。我們要去傳揚福音，把主
的公義、公正和救恩傳給將要生的民，告訴他們，這是
主所行的。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神為著救贖我們而審判基督，棄絕了祂（1），並將祂安
置於死地（15）。一面，人將主耶穌釘十字架；另一面，
神殺了祂。主耶穌在神的審判之下於十字架上受死時，在
素質上仍有神在祂裏面，作祂神聖的所是；然而，在經綸
上卻被公義並審判的神所棄絕。因此，祂向父呼求，求神
救祂脫離死。這呼求得了答應，祂復活了，從死亡中被拯
救出來。
基督經過救贖的死之後，就進入產生召會的復活。二十二
至三十一節說到復活的基督，由作君王治理的所繫門所
豫表。二十二節說，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會
中我要讚美你。』其中的『我』，就是指復活的基督。基
督乃是在復活裏，稱祂的門徒為弟兄。在祂的復活裏，基
督自己生為神的長子，並成為賜生命的靈，所有蒙神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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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那段狂飆的歲月

懷

有天晚上我失去了理智，變得急躁不安。於是懷著激動
【
著激動的心情，我寫一紙遺書，把牠釘在房門上， 的心情，我寫一紙遺書，把牠釘在房門上，離開宿舍，
離開宿舍，走向湖濱，打算把自己淹死或凍死。】
走向湖濱，打算把自己淹死或凍死。但是當我走向水邊
打從孩提時代起，我一直是最乖、最規矩的美國男孩子。 時，理智向我說，你這麼作有甚麼用？你到底想證明些
我聽父母的話，不撒謊，道德水準高超，而且體魄健碩， 甚麼？這些問題使我清醒過來，返身走回宿舍。
智慧超眾。我自詡為世界上偉大的人，任何事到我手上， 經過這次教訓，我不再寄望別人幫助，開始博覽群籍，
我一定會作得比誰都好。這種心態在一般孩童之間是相當 先是古典文學，然後是神祕派著作、虛幻小說、神怪奇
普遍的，但對我來說，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一直都是如此。 譚等，最後甚至也讀了聖經。在記敘教會歷程裡有一處
國高中那幾年，在每一種競賽裡我都能名列前茅。這種種 說到信徒如何同心合意的生活在一起。我對這個榮耀的
的勝利更養肥了早已經是特大號的『自我』。高中畢業後 事感到十分驚訝，心想在他們之間必定存在著一種無法
我申請了不少頂尖的大學；他們也全接受了，最後我選擇 描述的相愛光景。
來到西北大學就讀。
剛好一位朋友這時帶我接觸教會。當我走進聚會的地
到這所滿有名氣的大學來，起初有點使我提心吊膽。所以 方，我覺得自己立刻被他們接受，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我盡力壓抑自己，不要自視過高，不要太瞧不起別人。但 他們一點也不在乎我長得多高 、多聰明、多煩人。他們
這維持不了多久，因為我很快就發現，即使在這裡，也沒 有一種彼此相愛的光景。這種情形深深的吸引了我，我
啥事兒難倒我，所以我比從前更充滿了自信。大多數的朋 知道惟有相信主耶穌基督，才可能有這種實際的生活表
友對我十分惱火，開始躲避我。
現。我默默的坐在那兒，含著滿眶熱淚接受主進到我的
我每天上下課，作作業、運動、打球，到了晚上就筋疲力 生命裡。
竭，倒頭就睡；第二天醒來，又開始重複這個循環。可是
一到週末，時間多得花不完，即使我作完了日常的瑣事，
看厭了電視，聽厭了廣播，仍然有剩餘的時間不曉得幹甚
麼才好。這時候，一些深藏在心底的思緒就會浮現出來，
比如說：到底我是誰？我為甚麼在這兒？我在這兒作甚
麼？我的一生將如何？
我雖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可是又不甘就這樣臣服，所以
我從不同角度，不斷的加以探索。通常我不需要跟別人討
論就能獨自處理這些煩惱。有時候哭過一陣子就算了，有
時候蒙頭大睡把牠們忘得一乾二淨。可是當睡也睡不著，
和自己講也講不清的時候，我就非常需要一位知心密友。

系 列

從那時起，當我回到五彩繽紛的世界裡，要隨心所欲的
生活時，我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享受自如了。我看到自
己是多麼敗壞，是我從來沒想過的。我裡面的感覺變得
敏銳，常使我內心不安，因為我再也不能自以為義了。
這種情形持續了大約三個多月，我終於明白這是主所作
的，不得不從心底承認祂是主，甘心把我的一生奉獻給
祂。從那一刻起，所有的不安和煩惱完全一掃而空，代
之而起的是一種新鮮而豐盈的感受。我明白了，這就是
他們所說的：『蒙了主的救恩！』把我從自我中心的意
識樊籠裡釋放出來。
摘自《水深之處福音網站》

對付良心

行傳二十四章十六節說，『我因此自己勉勵，對神，
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提後一章三節說，『我感謝
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行
傳說無虧的良心，提後說清潔的良心。不僅如此，提前
一章十九節說，『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
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四章二節說，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
鐵烙慣了一般。』以弗所四章十九節說，『良心既然喪
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可見良心在基督
徒的生活中，是何等重要。
基督徒若要在生命上有長進，首先，必須在神面前好好
承認自己的罪；其次，要在人面前好好對付罪；同時，
也要將自己徹底的奉獻給神。聖徒若能將這三點帶到主
面前，好好去操練，定能在生命上有長進。若只是當作
道理聽，就不會有多少的幫助。這些話只是個指引，必
須我們自己認真走上去，纔有用處。在神面前承認自己

的罪，在人面前承認自己的過錯，同時把自己完全奉獻
給神；這三件事的經歷，在得救的人身上有先後不同。
好比三股合成的繩子，沒有一個走主道路的人，可以忽
略這三點。
再者，一個基督徒，在他好好承認自己的罪，並且認真
對付罪，同時將自己奉獻給神之後，還要對付自己的良
心。這是一個基督徒必走的途徑。當我們有了在神面前
認罪，在人面前對付罪，並將自己奉獻給神的經歷後，
立刻在我們裏面，不僅頭腦裏有一個領會，更是在深處
有一個感覺，要對付良心，要有良心裏的平安。故此，
認識良心的來源、良心的地位和良心的功用，就極為重
要了。
摘自《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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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全本聖經沒有一段像詩篇 22 篇,那麼詳細論到基督釘十字架的苦難

要明白詩篇二十二篇，我們必須知道詩篇二十二、二十三

章和馬可十五章看見同樣的事，那就是應驗。然后第八
節：‘他把自己交托耶和華，讓耶和華解救他罷﹔耶和
和二十四篇，這三篇是一組論到基督的詩。這三篇代表了極
華既喜悅他，讓耶和華搭救他罷。’這正是十字架上發
大的進步，以一種非常完美而井然的次序來預言基督：首先
生的事。祭司長和經學家並長老戲弄他，說，‘他倚靠
是他的受死，繼而是他的復活，接著是他在復活以后的牧養，
神，神若要他，現在可以救他。’（太二七 43。）
最終是他的再來。因此，這三篇詩有四個項目：基督的受死，
基督的復活，基督的牧養，以及基督這位王的再來。太奇妙 十二節：‘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
住我。’在十字架四周有許多首領，就像大力的公牛一
了！
樣。十三節：‘他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
不僅如此，我們要明白這三篇詩，就必須記住前面幾篇論
子。’在十四節，我們看見一幅釘十字架的生動圖畫。
到基督的詩—第二篇、第八篇、十六篇。我們已經看見詩
那時基督大聲呼叫：‘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
篇第二篇在原則上概略的論到基督。然后第八篇加上了一
了節。’他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身體的重量使得他的骨
些事情—他的成為肉體，升天和登寶座。其次，詩篇十六
頭都脫了節。‘我心如蠟，在我裡面镕化。’這就是他
篇啟示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如何受死，如何復活，如何被
說‘我渴了’的原因。（約十九 28。）十五節：‘我的
立在神的右邊，而有永遠的福樂。何等美好！但這記載仍
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牙床上。你將我安
然不夠完全、清楚，只是一點一點的記載，這裡一件事，
置在死地的塵土中。’他被焚燒，在十字架上被神的聖
那裡一件事﹔然后加上一件，再加上一件。我們讀過詩篇
火銷毀了。十六節：‘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
第二篇、第八篇、十六篇，現在要來看二十二篇、二十三
扎了我的手，我的腳，’這正是在十字架上發生的事。
篇、二十四篇。
十七至十八節：‘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
詩篇二十二篇分為兩段：一至二十一節構成第一段，二十
看我，他們分我的外衣，又為我的衣服拈鬮。’馬太二
二節至末了則是第二段。第一段說到基督釘十字架，第二
十七章，馬可十五章，約翰十九章，記載了這一切事情
段說到他的復活。
的應驗。最終，二十至二十一節：‘救我的魂脫離刀
劍，救我寶貴的生命脫離犬類的手﹔救我脫離獅子的
全本聖經沒有一段像詩篇二十二篇第一段，那樣詳細論到
口—你應允了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這是基督向父
基督釘十字架。這篇詩開始說，‘我的神，我的神，你為
的呼求﹔這呼求得了答應﹔他復活了，他從死亡中被拯
什麼離棄我？’在馬太二十七章四十六節，我們聽見基督
救出來。
說了這些話，這不僅是這篇詩開頭的話，也是基督在十字
架上所說的第一句話。基督在十字架上說了七句話，這是
第一句。
第六節說，‘但我是虫，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
視。’當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這完全應驗了。在那裡
百姓藐視他，在那裡他被眾人羞辱。第七節：‘凡看見我
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他們搖頭。’我們在馬太二十七

現在我們就能看見詩篇第二篇、第八篇、十六篇、二十
二篇如何逐步揭示神的基督。舊約沒有一卷書像詩篇這
樣詳細說到基督的事。我們讀完全部詩篇時，就會有基
督的一幅完整圖畫，這幅圖畫比新約還要清楚，還要完
全。哦！我們何等需要看見詩篇中的基督！
王煥卿弟兄

消 息 俄語世界開展現況報導（完）

雖然海外的全時間服事者大多已返回原出召會，然而，

工作方面，近期正在積極進行舊約聖經恢復本的俄文翻譯
俄語世界的福音行動卻未曾間斷。時值主的恢復赴俄開展 工作；目前除了歷史書之外，其余各卷均已翻譯完成並發
的二十週年，【主在歐洲的行動】(Lord’s
Move to 行單行本。
Europe) 服事的弟兄們與俄繫斯，烏克蘭眾召會交通， 另外在召會生活一面，烏克蘭的基輔召會目前約有一百位
一致盼望曾在前蘇聯境內服事的海外聖徒們，能再以短 聖徒在召會生活中，並有四十位弟兄週週聚在一起，一同
期，每次兩三人輪流接替的方式回到以往的開展地，繼續 相調並接受成全。西烏克蘭眾召會則一年有兩次相調特
加強主在這塊美地之上的見証。
會；每逢聚集，來自各地的弟兄們一同配搭服事，舉凡信
息，詩歌，聚會，場地，接待，飯食，車輛種種服事項
目，都是弟兄們調和，配搭著作，滿有基督身體的榮美。
前蘇聯眾召會中最蒙生養之福的，乃是亞美尼亞的首都耶
利凡，目前主日聚會人數已達一百二十位，分在四個區聚
會。另外，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處的召會則需要在福音
與牧養上多有禱告，使召會生活人數繁殖擴增。願主藉著
近來俄語世界的福音工作，除了持續在幾個重點城市的重 這樣的配搭，豐豐富富的祝福俄語世界的眾召會，使神的
要校園中得大學生之外，今年豫計差遣開展隊進軍西伯利 家末后的榮耀，更勝過先前的榮耀。
亞，前往科學大城【新亞伯利亞市】長期開展。而在文字
張志誠弟兄
摘自《美地季报，第二十一期》
為此，台灣所有曾在前蘇聯開展福音的弟兄們極受鼓勵，
並有積極的回應。經由交通，決定於五月底起，差遣弟兄
們輪流前往俄繫斯與烏克蘭配搭服事，每次兩至三個月，
前往地點以個人先前的開展地為原則，盼望主在其中以祂
的七倍之靈，加強祂的行動與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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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是聖別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4 我們的祖宗信靠你；他們信靠你，
你便解救他們。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信靠你，就不羞愧。(詩篇 22 : 3 ~ 5)

2. 為著 2011 年小六生成全訓練，初中畢業一個月訓練及高中畢業三個月訓練的報名禱告。
3. 為著各會所、區、排、個別聖徒的情形和需要禱告。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一週。
2. 本週‚詩篇‛ 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27~28 篇。
3. 本週繼續追求‚詩篇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五週。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10/10/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3. 古晉市召會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報名通啟
日期： 21/11(週一)至 27/11/2011(主日)
報到時間： 21/11(週一)早上 8:30~10:00am(小六生)20/11(主日)下午 3:00pm(組長及輔訓)
地點：古晉市召會會所
報名費：每人 RM50/報名截止日期﹕17/10/2011
備註：請小牧人或服事聖徒到辦公室領取報名表格，並在報名截止或之前交來辦公室。
1. 在馬來西亞的大專成全及相調
日期/時間： 04/11(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07/11/2011(週一)中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之伊甸園
報名截止日期﹕10/10/2011(週一)

2. 2011 年冬季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26/12(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31/12/2011(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加州，安拿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報名截止日期﹕01/11/2011

3.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通啟
日期/時間： 23/01(週一)晚上 7:30pm
開始至 25/01/2012(週三)中午結束。

地點：西馬、梳邦再也
Summit Hotel Subang USJ

 備註： 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一樓佈告欄查閱。

其

1. 大會所部份長板凳、褐色/黑色‚寶座椅‛給於聖徒們認購：價格如下
長板凳每張― RM40/-

它

4

1. 為著在美里正在進行的第二屆中壯年成全訓練代禱。(10 月份是本訓練第一學期末了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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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寶座椅‛每張― RM20/-

黑色‚寶座椅‛每張― RM10/-

備註： 聖徒們需付清所需款項，於指定時段自搬自載所購物品。指定時段列下：
11/10/2011(週二)下午 3:00~5:00pm
15/10/2011(週六)下午 3:00~5:00pm
16/10/2011(主日)下午 3:00~5:00pm

2. 請三會所三區(3—3)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及幾片中餅。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6/10 )

週一晚上 (10/10 )

週二晚上 (11/10 )

會所/區

1－3

四會所

6－4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4 及 1 － 4、9 區

2－6區

3－6區

4 － 4、8 區

5－6區

5.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十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9日

三會所

二會所

十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6 日

二會所五區

一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