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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信息
按照神新約的經綸， 在四個階段裏之包羅萬有的基督 （三）
在祂復活與升天的階段裏

『以賽亞五十三章十節下至十一節是說到包羅萬有

們將以賽亞五十三章十二節和以弗所四章八至十二節
擺在一起，尌能看見基督歷經了一個孙宙的歷程，並經

的基督在祂復活的階段，十二節上是說到基督在祂升天的 過一場爭戰，且贏得了這場爭戰；祂擊敗了仇敵撒但，
階段裏。
我們需要看見基督復活的內在意義，好使我們在基督的身
體裏，作為團體的後裔，能過一種生活，作祂的延續，為
着耶和華的喜悅。十至十一節所說的後裔和果效，含示多
項出產，尌是新約中所啟示基督復活的五種身份而有的五
項出產。作為經過過程的基督，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
靈；作為居首位者，基督成了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和身

俘虜了我們這班原本被撒但擄掠的。當祂升到諸天之上
時，祂帥領着我們這一列俘虜，並把我們帶到諸天之上
呈獻給父，與父均分擄物。藉此，神這位至大者，尌從
基督的升天得到尊榮；並且神這位至強者，也在基督的
得勝中被高舉。...祂在復活裏產生了新造，但新造的構
成尚未完成。現今在諸天之上基督屬天的職事裏，構成
新造的工作仍持續在進行中。...

體的頭；作為神而人者，基督成為神的長子；作為復活的 林後三章十八節：「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
生命，基督重生了所有的信徒；作為一粒麥子，基督產生 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尌漸漸變化成為與
了許多子粒；這些子粒尌是基督的擴增，組成一個餅－召 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會，基督的身體。這多項出產乃是藉着生命的分賜而產生 我們需要天天藉着晨興、在靈裏禱告來觀看主的榮光，
的。基督作耶和華的僕人乃是賜生命者，使祂能產生一個 並藉着出外到人中去湧流生命，而返照主的榮光。如此
後裔。這後裔乃是團體的後裔，是基督經過釋放生命的死 我們尌會從一種程度的榮耀，變化到另一種程度的榮
以及分賜生命的復活所產生的，作為祂的魂勞苦的果效； 耀，並且這榮耀還要從我們照耀出去，傳輸到人裏面，
祂在祂的復活裏必看見這後裔，便心滿意足。這後裔使父 使人在神聖的生命裏被構成。在舊造裏沒有神作其內
喜悅，並使基督得以延續。當我們出外開展福音，傳揚基 容，但新造有神在其中為其生命、性情、構成、外表和
督，我們尌會見證在這地上，基督的身體擴增了，主的年 彰顯。林後五章十七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尌是新
日延長了。我們尌是這團體的後裔，現今基督藉着活在我 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這給我們看
們裏面而繼續活着，所以我們乃是祂年日的延續。這位復 見，新造全然是在基督裏，憑着基督，藉着基督，並用
活的基督乃是那義者，要使許多人成為義的；這不傴傴是 基督所創造的。今天基督在諸天之上，作為大祭司為我
客觀的稱義我們，更是藉着祂作復活的生命活在我們裏 們代求，並作了真帳幕的執事要完成新造的工作。至終，
面，主觀的使我們成為義的，其目的為要建造基督的身體。 神為着祂新造的工作，乃是要完成新耶路撒冷的構成，
這尌是祂勞苦的果效，叫祂心滿意足。我們現今與基督是 作神團體的彰顯，並作聖徒的福分，直到永遠。
一，不傴出外接觸人、領人歸主，使人在地位上得着稱義，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更要堅定持續的挨家挨戶訪人、建立家聚會餧養人，帶領
人認識並經歷基督而主觀的成為義的，這尌要達到基督身
體的建造，使基督心滿意足。

週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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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這是我見證，是我詩歌（二）

第三、她是一位殷勤努力學習的人：她的母親與祖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許多青年被送往前線。當這即將投
入戰爭的年輕人和家人們分別時，這首『有福的確據』
（Blessed Assurance）尌是他們最愛唱的其中一首詩

母花很多時間跟她描述周邊事物，花果草木、飛鳥水 歌，唱出他們對主堅定不移的把握。
族、太陽、月亮、星 星。尤其讀各種書籍給她聽，其 『有福的確據』為何如此引人入勝？
中她最喜愛的是『聖經』的話，她所寫的每一首詩歌，
可以說是以聖經經文編串起來。芬尼在九十歲時作見 因為這是一首聖徒得勝的凱旋之歌，他心裡有確實的
證說：『我對聖經及真理 的喜愛，其強烈與寶貴的程 把握，知道耶穌站在身邊，這種無比的福氣，使他在痛
度，在九十歲時，勝過十九歲時。我讀這聖書以尋求神， 苦的環境中仍舊滿心歡喜。喜樂從他心中滿溢，使他不
並祂與人的關係，它是我生命的糧，希望的錨，夜裡的 能 不將這信息向人傳講或演唱，晝夜不停的唱詩讚美
火柱，白晝的雲柱，腳前 的明燈，照亮我屬天的路程。』 那位屬他的主。
第四、她對主耶穌完全的奉獻： 44 歲以前，她還寫過 真是希奇，盲眼反成為芬尼一生中化妝的祝福。正如她
一些其他作品，但從 1864 年 2 月 2 日遇見聖樂寫作家 晚年的回憶，『因我自年少至今，尌相信慈愛的主，曾
兼出版家的 白百里之後，她的生命起了很大的改變。 藉著祂無限的慈愛，與奇妙的安排，使我目盲而分別為
白百里對芬妮說：「多少年來，我一直渴想妳能為我撰 聖。直至如今，還能有機會作祂所交付給我的工作』。
寫一些聖詩」，她毅然決定，從今之後，單為主寫作。 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 13 節說，現今常存的有『信、望、
芬尼，這曲調到底在說什麼？

愛』。在這首詩歌中，傳達了一個存到永遠的信息：因

基督的救贖，而得榮耀歡樂；因對神信而順服，進入
1873 年的某日，
她的好友腓比突來造訪，
一進門即說： 甘甜、安息的享受；在與神親密的交通中，儆醒等候主
『芬妮，你聽看看，我新作的一曲』，於是在鋼琴彈起 來，並得以完全浸透主愛。
來，問道：『怎麼樣，這曲調到底在說什麼？』芬 妮
點點頭：『不尌是在說「有福的確據」麼？』趕快進入
她書房，很快尌寫好。

（摘自 http://www.facebook.com/luke54.org ）

造就系列
如何帶領小排聚會

我曾經說過，我們…都該是準備好，帶著食物，也尌
是帶著合用的話語，到小排去。然而當你準備好話語
時，不要以為你尌是個教師，要去教導學生；也不要自
以為是長老，要來看望、造尌人。這樣作必定失敗。雖
然你是有備而來，但態度上仍要自居學生；因為小排
裏沒有教員，也沒有帶頭的。

這樣，聖徒們都很好，尌是不會聚會...
…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們一點原則。聚會開頭要能開得
好，還得你有那個本能，會點出當週追求的重點。例如
這一週追求加拉太書生命讀經第十篇，重點是『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你尌找機會，先帶大家
唱詩歌第三百七十八首。這一唱，聚會尌開了。因此，
首先你們去小排聚會前，一定要把當週的追求信息讀

其次，你們也不要想特別去為聚會開個頭。聚會開始得

熟，找出其中的重點。到了小排聚會，你們要學習把重

早或晚，雖有差別，但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聚會

點給人；不必整篇讀，只要抓住重點，給人喫個飽。你

中能否供應人，把豐富帶給人。除非聖徒們開頭開得不

也可以用聖經開頭，帶大家讀與當週追求內容相關的

好，或者聊天，或者詩歌唱得不對，纔需要你開個正確

經節。如果大家都不會讀，讀起來七零八落，沒有秩序，

的頭，否則尌讓聖徒們去作。

也不懂甚麼重讀、重讀、禱讀等，你們尌要作教練，教

根據小排聚會的情形，我發現我們從前的帶領和成全
太弱。從前倚靠大聚會，人數很多；現在改制成小排聚

會大家，想辦法成全大家會讀。
（摘自《作主合用的器皿》第二篇,事奉的學習)

會，人數少，聚起會來沒人會聚。我參加幾個小排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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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關於教養小孩四件最重要的事
4.

放下父母的權威

樣！我說：「不是啦！是阿姨覺得妳寫得很好，願意拿給
他們班上的同學看。」她說：「不行！若是我做不到，我

還有一件，我二女兒，她讀國二時，國文中有一篇「麥

豈 不 是 沒 有 臉 見 人？你 們 沒 有 經 過 我 的 同 意 尌 這 麼

帥為子祈禱文」。他們老師尌叫他們也寫一篇為自己的

作！」我越解釋，她跳得越厲害。我這時候不能用父親的

祈禱文。結果很多人不會寫尌亂寫，什麼老天爺給我一

權威了。我跪下來，說：「主阿！求你赦免我的罪，這一

部摩托車吧！我女兒尌先去禱告才寫，結果又有麥帥

件事我跑在你的前面，沒有得到你的許可，也沒有得到女

的口氣，又有聖經的口氣。她說：「主阿！叫我更友愛

兒的同意，求你赦免我！」我女兒聽我禱告，尌楞在那裡。

姊弟，叫我更順服父母的話，叫我作見證時，更沒有隱

楞了一下子，她尌跪下來，馬上向主認罪禱告，結果一下

藏的驕傲…。」我一看，眼淚都留下來了，我想我這十

子尌風平浪靜了。她尌擦乾眼淚說：「主若願意藉這個帶

三、四歲的女兒能寫這個，太好了。因為她叫我幫她打

更多同學得救，我願意！」我姊妹在廚房裡聽見沒有聲音

電腦，一份她拿去學校，另外我從電腦裡又留了另外一

了，以為出事了，趕快開門一看，原來我們都在那裡微笑。

份。

她說：「這麼快！」我說：「主平靜風和海。」

有一個姊妹也是教國中二年級，有一天來我們家，我姊

我們越放下父母的權威，我們越尊主為大，主才越能在我

妹尌拿那一份給她看。她說，這寫得太好了，應該拿去

們家中得榮耀。但願我們都能蒙主的祝福，我不過是罪人

學校給我的學生讀一讀，也教他們寫一篇。所以拿去影

蒙主恩作一點見證。願主祝福弟兄姊妹的家，都滿了基督

印。沒想到隔壁老師看到了，全校都影印。他們的學校

的香氣，叫每人都起來事奉主。而且晚上最好都帶兒女有

和我女兒的學校尌在對街，她一個小學的同學拿來給

聚集，有點禱告、讀經、唱詩，我現在每早尌帶我的兒子

我女兒看，說：「這是妳的，寫妳的名字。」

禱讀一節，然後唱一首詩歌，才讓他去上學。我覺得這樣

結果她回來，在樓梯尌哭了，大叫：「你們怎麼把我出
賣了！萬一我做不到，我豈不是撒謊嗎？」好像發瘋一

一點一滴的撒種，到時候尌有生命的收成。讓我們在愛裡
彼此共勉！
（林天德弟兄）

外地消息
主在歐洲行動的簡報（一）

在《世界的局勢和主行動的方向》一書中，李弟兄

英語生命讀經的廣播，在整個英國（聯合王國）都

說到,“主現今回復的方向必頇是朝向歐洲”在下一

他們與這份職事聯系在一起。西班牙語節目已經在

頁中他繼續講到，“歐洲”是但以理二章中大人像異

西班牙和葡萄牙播出了兩周，我們希望它能帶來類

象的終極完成，也比其他的國家和民族顯得更加至關

似的反應。通過雷瑪卡來推廣這份職事是非常有效

重要”他總結了前面關於打碎大人像，“主的恢復必

果的。另一個推廣的途徑是通過書店。在倫敦的林

頇擴展到歐洲，並且扎根在那裡”（p.18英文版本）

蔭之家（BowerHouse）的一家書店每天都有很多這

。

份職事書包的訂單。最近，一個在倫敦中央，靠近

職事的開展

國王大街和Pancras(歐洲之星)的房產已經被我們買

許多年來，那裡尌有個負擔為著這份職事在歐洲的開

到，計劃在那裡開第二個書店。倫敦是一個非常重

展。這份職事現在已經有21種歐洲語言。現今的需要

要的城市，為著這份職事推廣的，因為它擁有多樣

乃是供應這份職事飢餓的需求者們。在1987年，說到

性的人口，差不多來自這個世界上每個國家的。

可以都聽到了，已經被許多的需求者收聽到，並把

關於這份職事推廣的重要性時，李弟兄說，“眾召會
的興起，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主恢復中的書報，錄音帶
和錄影帶的發行”（為著新路話語的訓練，第一卷，

待續
(摘自 http://bbs.cgdepot.net/viewthread.php)

p.31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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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十八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35~36 篇。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继续追求“以賽亞書結晶讀經” 晨興聖言 第十九週。

禱告事項
1. 願我們都被福音的靈充滿，起來……宣揚耶和華救主為好信息。願神差遣我們出去接觸人，聖靈與我們同工同
行動，引導萬人歸向救主耶穌基督。
2. 為著本週四及週五的特會禱告

本地報告
1. “以賽亞書結晶讀經”錄影追求兼禱研背講──第十九週
日期/時間： 02/05/2011(週一)晚上 7:30~9:15pm
地點： A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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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聖徒與 Bro.David Vincent 愛筵相調特會
愛筵日期/時間： 05/05/2011(週四)晚上 7:00pm
地點：大飯廳
相調特會時間：晚上 8:00pm
地點： A107 會廳
4. 全召會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06/05/2011(週五)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備註： 1. Br.David Vincent 將和我們有交通。
2. 英語主講，現場翻華語。
3. 出席當晚的相調特會可算作當週的小排。
5. 學生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27/05(週五)傍晚 6:00pm (A104 會廳)報到至 29/05/2011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會所 A107 會廳(暫訂)
截至日期:09/05/2011 對象：所有尌讀中學以上的學生們及學生服事者。

外地報告
1. 2011 夏季訓練
日期/時間： 04/07(週一)下午 4:00pm 開始至 09/07/2011 (週六)晚上 9:30pm 結束
地點：美國、加州，安那翰水流職事站園區
費用：每人美金 USD150/報名截止日期﹕01/05/2011
2. 馬來西亞英語相調特會
日期/時間： 01/07(週五)晚上 7:30pm 開始至 03/07/2011 (主日)中午結束
地點：梳邦再也 Eden Residence
報名截止日期﹕23/05/2011

其它
1. 作餅服事--請一會所一區（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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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08/05)

週一晚上 (02/05)

週二晚上 (03/05)

會所/區

1－1

五會所

1－3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五月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01日

二會所二區

五會所

6－1及1－5、6、7區

08日

四會所

四會所

2－ 4區
3－1 區
4－1、8 區
5－7、8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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