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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申言者書結晶讀經（五）
從神的經綸看宇宙的歷史─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

這個宇宙中有兩個歷史：人的歷史（屬人的歷史）和神
的歷史（神聖的歷史）；前者如同外殼，後者如同外殼裏
面的核仁。小申言者書對屬人歷史有清楚的說明，由約珥
書一章四節所題的四種蝗蟲所表徵，而神聖的歷史見於三
章十一節基督和祂的大能者，得勝者。聖經也相當詳細的
啟示人類歷史裏的神聖歷史；神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史，
因為祂與我們聯結。我們需要看見，神在已過永遠裏的歷
史，是要為祂與人聯結的行動作豫備。在基督成為肉體以
前，神同著人，並在人中間行動；這不是完成神為著基督
與召會之永遠經綸的直接行動，乃是在祂舊造裏間接的行
動，為著在祂新造裏祂永遠經綸的直接行動作準備。神的
歷史有兩部分：在舊約中神『同著人』的歷史，以及在新
約中神『在人裏』的歷史。神在人裏的歷史，開始於成為
肉體，繼續於祂經過人性生活、釘死、復活、以及升天的
過程。神聖的歷史，就是神在人裏的行動，從經過過程的
基督這位神人作為原型，達到新耶路撒冷這偉大的神人，
就是神永遠經綸終極的完成。

我們要清楚看見這兩個歷史─物質的人類歷史，主要是由
四種蝗蟲，就是但以理書二章中大人像的四部分所代表；
和奧祕的神聖歷史，主要是由砸人的大石頭（基督同祂的
得勝者）的歷史所代表，這石頭要砸碎大人像，就是人類
政權的總和，並要成為神永遠的國，充滿全地，直到永
遠。但以理書二章說到基督作一塊非人手所鑿的石頭而
來，啟示錄十九章卻說到基督帶著祂的新婦作祂的軍隊而
來。團體的基督，就是基督同著祂得勝的新婦，將成為一
塊石頭而來，砸碎人類政權的集大成，帶進神的國。在以
弗所書五章和六章裏，我們看見召會是新婦和戰士；在啟
示錄十九章裏，也有召會的這兩方面。在婚娶之日，基督
要與祂的新婦，就是那多年來一直爭戰抵擋神仇敵的得勝
者，成為婚配。基督在降臨到地上對付敵基督和人類政權
的總和以前，先要舉行婚娶，使祂的得勝者與祂自己聯合
成為一體。婚禮之後，祂就要與祂新娶的新婦同來，將敵

基督毀滅；這敵基督同他的軍兵將要直接與神爭戰。人類
政權被砸碎以後，神就清理了整個宇宙；然後團體的基
督，就是基督連同祂的得勝者，要成為一座大山，充滿全
地，使全地成為神的國。
我們都在人類的歷史裏出生，卻在神聖的歷史裏重生。神
聖的歷史，神在人裏的歷史，是從基督的成肉體到祂的升
天，成為賜生命的靈，然後繼續於祂住在我們裏面，藉著
神生機的救恩，就是重生、聖別、更新、變化、模成並榮
化，使我們成為基督榮耀的新婦。這要在基督作為那靈，
就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與召會作為新婦，就
是經過過程並變化過的三部分人，成為婚配時達到頂峰。
現在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是活在神聖的歷史裏，
還是僅僅活在人類的歷史裏？我們若僅活在這個世界裏，
就是活在人類的歷史裏。但我們若活在召會中，就是活在
神聖的歷史裏；在召會生活中，神的歷史就是我們的歷
史；現在神和我們，有同一個歷史，就是神聖的歷史。在
神聖的歷史中有一個新造─新人同著新心、新靈、新生
命、新性情、新歷史、和新的終結。讚美主，我們在神聖
的歷史裏，經歷並享受奧祕、神聖的事物，為著我們生機
的救恩，使我們成為祂得勝的新婦。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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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從對抗到超越

李

（
娜，2011 年法網公開賽冠軍，並多次在國內外網球
公開賽的各項冠軍得主，在人的眼裡，她有著絢麗的成功。
但對保持成功或對失敗的恐懼及對名利的繼續佔有的渴望
導致她的極大的落差，緊接著 15 個月不停的參賽，也不斷
的失敗。）
“在賽場上我是最孤獨的，每次都是孤獨的上場，不能和
教練對話，沒有人能夠和你說話”“每次都有兩個李娜在對
抗”“只想早點逃離賽場”，這是自信，強勢，靈活是她給
人最大的特點，在鏡頭面前高興時她可以毫不吝惜的夸贊
自己的丈夫，也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自己的教練，但是失球
時，她也毫不顧忌地當著全世界人的面大罵自己的丈夫，失
意時就用毛巾把自己的頭包上躲在廁所或浴室哭泣，不願
與任何人對話，甚至包括心愛自己的丈夫，曾經一度還得了
輕度抑郁，到底誰才能拯救自己的心靈？
我們人的復雜程度超乎了我們的想象，有時我們以為自己
極其的堅強，但是堅強的外表下每個人其實都隱藏著無盡
的孤獨和害怕失去的恐懼，所以年輕的雅各要不停的抓奪，
以安慰自己似乎在得，而因此也付出了極大大血淚的代價，
所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雅各，這句話沒錯，但是有幸的是我
們沒有只停留在年輕的雅各的路上，我們都被神的慈繩愛
索牽引著，衪來了鬆開了我們腮上的重軛並溫和的喂養我
們，我們一個個都開始活了，看哪，我們叫：活！這就是當
年亞當給夏娃起的名字的含義。

我們就不斷得復生了，這先死后活的真理在我們的一呼一
吸中就簡單希奇的運行了。
就如最近的一周在經歷的，我的亞當出差了，從未有過的
長，說好了兩三天回來，到了 就身不由己，和那些工作狂
在一起時間被一再推遲，我們倆的思念也就如橡皮糖被一
再的拉長，分離對於我們倆都不是容易習慣的事，不能在
一起拌嘴了，也不能在一起握手禱告，那個沒有聚會也沒
有讀經的晚上有軟弱的爬虫進來了，撒旦誘惑我要盯著那
個大大的電視，似乎要吸著我去消耗整個晚上，但另外一
個聲音很清楚的說“不要被它吞噬浪費時間”，兩個自己
對抗開了，我不能坐觀戰的人，於是發出了輕微的呼求聲，
“哦，主耶穌，哦，主耶穌，求帶領我的時間---”，坐在
那裡簡單的等候，最后一個積極的力量把我帶起來了，軟
弱的思念的爬虫瞬間的爬虫就不見了，它們被主那口中的
氣除滅了，於是我有了一個充實的夜晚，一篇文字帶著屬
天的馨香它就飄然而至了，活了，活了，活了的感覺真好！
李娜要是知道了這條路該多好，她該不再自己單獨作戰，
在賽場上該也不會孤獨上場，因為我們的神，衪從來沒有
離開過我們，“因為我與你同在---因為是你的神，我是堅
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賽 41 ：
10）
親愛的朋友，你認識了這條出死入生的路了嗎？願同來揀
選上好！

我們的靈活了后，我們的魂還時常向神獨立，我們的意志經
常倒戈，雖然世界上有三個意志：神的意志，我們的意志及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在實行這條生命的道路嗎？願同生
撒旦的意志，但我們的意志從來沒有單獨存在過，它不是倒 同活！
向神的意志，就是倒向撒旦的意志，所以我們經常也像李娜
摘自《www.luke54.org》
一樣有兩個自己在爭戰，在對抗，to be or not to be?生
和死，這是一個永恆的話題，我們不是一生只經歷一次生與
死的較量，我們是每天死，就每天生，向己死而向神活，隨
時死就隨時活，“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
是生命平安”，我們真是何等的有福，不停的在死的蛻變中，

系 列 生命的感覺（一）

在 消極一面，生命的感覺是死的感覺，一種消極和感
覺。這明確的啟示在羅馬八章六節『因為心思置於靈，乃
是生命平安。』我們必須領悟，這一節完全是說到感覺，
因為它說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這不僅是事實，也是感
覺的事，知覺的事。你將心思置於肉體，就有死的感覺。
你覺得死就在那裏。死的感覺是內裏軟弱、虛空、不適、
不安、沉悶、枯乾、黑暗、痛苦的感覺等消極一面的知
覺。（6上。）當你覺得自己裏面軟弱、虛空、不適、不
安、沉悶、枯乾、黑暗、並且痛苦，這指明死就這那裏。
死在這裏，就是說，你將你的心置於肉體。將心思置於肉
體，意思就是活在肉體裏。心思是我們日常生活的鑰匙為
我們開門，使我們行在路上。將心思置於肉體的門，並走
屬肉體的路。因此，當你覺得死在這裏，就必須領悟，你
正在肉體裏生活、行事為人。這是生命的感覺消極的功
用。
在積極一面，生命的感覺發揮功用，給我們以下積極的知
覺——剛強、飽足、平安、安息、釋放、活沷、滋潤、明亮、

舒服等。（6 下。）我們不是軟弱的、乃是剛強的。我們不
是虛空的，乃是飽足的。我們沒有不適和不安，乃有平安和
安息。我們沒有沉悶，乃有釋放和活沷。活沷是一種活的光
景。我們有滋潤的感覺枯乾相對，明亮與黑暗相對，以及舒
服與痛苦相對。這一切都是我們從生命的功用所得著積極
的感覺，必須領悟，這是生命的感覺在工作。因此，六節下
半所含示主要的事，就是生命的感覺。將心思置於靈，就是
生命平安。這完全感覺和知覺的事。這知覺是生命的感覺。
它的功用不僅引導我們，也支配我們，管制我們，並指引我
們。死的感覺，是生命感覺之意義的兩方面。（續）
摘自《生命的基本功課，第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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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终感恩特会

今天是 2012 年 10 月 30 日，當 12 月 31 日子時零點鐘聲敲響十二下，我們就會像以往溜走的年份一樣，與它說
“再見”，再也沒有 2012 年的日子了。時間像指間的流水不經意地流走了，有人說：“活得輕鬆，就沒了時間感。
有了壓力，就有了緊迫感。”
基督徒是感恩的一群，“凡事謝恩”是許多基督徒的生活寫照。每早晨，說感謝神，賜於新的一天；親近神、享
受神更是滿了感謝和稱頌；用早餐也是滿口感恩；一整天，左感謝右贊美。
最近讀到宋尚節博士的事跡，好是敬佩、好是感動。一九零一年九月廿七，恰是農歷辛丑年的中秋節，在福建省
興化縣之一小村庄裡，有位宋學連牧師家中，他們第六個孩子呱呱墮地，這時正逢宋家之境最蕭條，生活最貧寒
的時代，這孩子的誕生可說又增加一分家中的困難，但因宋家有基督豐盛的生命，反把這初生的男孩賜以嘉名─
─主恩，這便是后來被視為“中國使徒”──宋尚節博士。
論到愛主，他說愛主有三級： 1. 明白主的愛 2. 經歷主的愛 3. 充滿主的愛。論到以基督的心為心，他說：“愛
主所愛，樂主所樂，憂主所憂，恨主所恨，說主所說，求主所求，作主所作，主心我心。”論傳福音，他說：“我
死也要在中國傳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我也甘心。”
年終我們總是有感恩，有詩歌，更有蒙恩見証。宋弟兄說：“讓信徒起來作自己蒙恩的見証，是挑旺大家愛主之
心，復興教會不可缺少的一環。信徒的見証和經歷是一本活聖經。許多傳道人不是缺乏口才，乃是缺乏生命的經
歷和生命改變的見証。”又說：“每次讓蒙恩者登台作見証，不僅使主的名大得榮耀，會眾愛主的心也被挑旺起
來。”
我們期待節期的來臨，聖徒聚集在神前，彼此鼓勵，激發愛心。特會時間表如下：

11 月 30 日（週五）

12 月 1 日（週六）

12 月 2 日（主日）

晚上 7 ： 30-9 ： 30

晚上 6 ： 00-7 ： 00

主日早上 10 ： 00-10 ： 45

蒙恩見證（一）

愛筵

擘饼聚會

召會生活的蒙恩

晚上 7 ： 15-9 ： 30

10 ： 45-12 ： 00

蒙恩見證（二）

2013 年展望

各年齡层的展览及見證
關於召會生活的蒙恩，聖徒們可以往以下幾方面的項目有預備：
（一） 新人得救的見証
（二） 被牧養而成長及邊沿聖徒被恢復的見証
（三） 追求真理及生命長進的見証（如讀經，晨興聖言/書報，禱告）
（四） 事奉與配搭的見証（如傳福音，出外訪人，配搭，為主說話）
（五） 特別的經歷見証（如病得醫治，了結舊生活等）
敬請各會所負責弟兄們幫助執行此事，多有交通，多有尋求，並物色合適人選，幫助他們預備申言稿。每個會所
需任選三項，每項一位聖徒作見証，每人 5 分鐘。聖徒申言稿需於 11 月 19 日晚上交於召會辦公室。阿門。
王煥卿弟兄

3

事 項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
祝福了我們； 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裡，在祂面前，
成為聖別、沒有瑕疵。(以弗所書 1:3~4)

一、為著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12-18/11/2012)禱告：特別為著 70 位報名的小六生，以及各環的

禱
告
事
項

配搭與服事禱告。
二、為著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9 日在美里的初中畢業生(古晉 25 位)一個月訓練禱告。
三、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個別聖徒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四十五週
2. 本週繼續追求“小申言者書結晶讀經”晨興聖言 第五週。

本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5/11/2012 (週一)晚上 7:30pm
地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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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 08/11/2012 (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6 會廳

外
地
報
告

。

1. 國際感恩節特會
日期/時間： 22/11(週四)晚上 7:30pm 開始至
25/11/2012(主日)中午結束

4. 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通啟
日期： 2012 年 11 月 12 日(週一)至 18 日(主日)
地點：古晉會所
備註：一、小六生報到日期/時間：
12/11/2012(週一) 上午 8:30~10:00am
地點： C 底樓
二、小六生組長與輔訓報到日期/時間：
10/11/2012(週六) 下午 2:00~3:00pm
地點： C103 會廳

地點：美國、Oklahoma City
報名截止日期： 01/11/2012（週四）

2. 2012 年冬季訓練通啟
日期/時間： 24/12(週一)下午 4:00 pm 開始至
地點：美國，加州，水流職事站園區
29/12/2012(週六)晚上 9:30 pm 結束
報名截止日期： 01/11/2012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到 A 棟一樓佈告欄參閱。
3. 東馬福音真理生命事奉成全訓練報名通啟(第十六期三個月成全訓練)
日期： 19/12/2012（週三）開始至
地點：詩巫市召會訓練中心
10/03/2013（主日）結束
報名截止日期： 29/10/2012（週一）
對象：凡修完九號、高三、十一號或更高的文憑，年齡介於 18~35 歲之間的聖徒，皆可報名申請。
4. 在馬來西亞的相調特會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10/02（主日）晚上 7:30pm 開始至
12/02/2013（週二）中午結束

其

1.

它
2.

報名截止日期： 17/12/201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1/11/2012)

週一晚上 (05/11/2012)

週二晚上 (06/11/2012)

會所/區

1－3區

八會所

6－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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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區及 1 － 4、9 區

2－6區

3－6區

4－5區

7－4區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十一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04 日

二會所

六會所

十一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1 日

三會所

七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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